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013 四月四日四月四日四月四日四月四日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 1400-1900

1111 奇妙的國土奇妙的國土奇妙的國土奇妙的國土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4242424 城市旋律城市旋律城市旋律城市旋律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47474747 天路 天路 天路 天路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70707070 蕭波小鎮 蕭波小鎮 蕭波小鎮 蕭波小鎮 ####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2222 看看看看着着着着我我我我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5252525 艾斯女郎與老屠夫艾斯女郎與老屠夫艾斯女郎與老屠夫艾斯女郎與老屠夫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48484848 心花怒放 心花怒放 心花怒放 心花怒放 ******** 捷克捷克捷克捷克 71717171 庫庫尼斯可 庫庫尼斯可 庫庫尼斯可 庫庫尼斯可 ####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3333 庫德混合舞庫德混合舞庫德混合舞庫德混合舞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26262626 年青的樹年青的樹年青的樹年青的樹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9494949 史達士卡達 史達士卡達 史達士卡達 史達士卡達 ####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72727272 瑪洛琪的舞蹈瑪洛琪的舞蹈瑪洛琪的舞蹈瑪洛琪的舞蹈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4444 新天地新天地新天地新天地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27272727 西蒙狄布開西蒙狄布開西蒙狄布開西蒙狄布開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0505050 可布西特 可布西特 可布西特 可布西特 ####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73737373 埃沙朗埃沙朗埃沙朗埃沙朗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5555 藍色尋夢舞藍色尋夢舞藍色尋夢舞藍色尋夢舞 波蘭波蘭波蘭波蘭 28282828 標奇  標奇  標奇  標奇  ******** 捷克捷克捷克捷克 51515151 美麗小鎮美麗小鎮美麗小鎮美麗小鎮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74747474 捷可斯雲尼亞男子舞捷可斯雲尼亞男子舞捷可斯雲尼亞男子舞捷可斯雲尼亞男子舞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6666 鷹姿鷹姿鷹姿鷹姿 波蘭波蘭波蘭波蘭 29292929 瑪莉  瑪莉  瑪莉  瑪莉  ******** 捷克捷克捷克捷克 52525252 襲巴襲巴襲巴襲巴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75757575 天域斯高天域斯高天域斯高天域斯高 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

7777 節日圓環節日圓環節日圓環節日圓環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30303030 保志美士 保志美士 保志美士 保志美士 2003 2003 2003 2003 ####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53535353 歡樂的跳吧  歡樂的跳吧  歡樂的跳吧  歡樂的跳吧  ********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76767676 劫富濟貧  劫富濟貧  劫富濟貧  劫富濟貧  ** ** ** ** 捷克捷克捷克捷克

8888 右向女子圓環右向女子圓環右向女子圓環右向女子圓環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31313131 沙多科屈腿舞 沙多科屈腿舞 沙多科屈腿舞 沙多科屈腿舞 ####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54545454 盛宴撲克 盛宴撲克 盛宴撲克 盛宴撲克 ******** 捷克捷克捷克捷克 77777777 奔馳撲克  奔馳撲克  奔馳撲克  奔馳撲克  ******** 捷克捷克捷克捷克

9999 巴因格拉  巴因格拉  巴因格拉  巴因格拉  ******** 印度印度印度印度 32323232 卡普華徵兵舞卡普華徵兵舞卡普華徵兵舞卡普華徵兵舞 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 55555555 回到屋簷下回到屋簷下回到屋簷下回到屋簷下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8787878 曠野寄情曠野寄情曠野寄情曠野寄情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10101010 歸來的帥哥歸來的帥哥歸來的帥哥歸來的帥哥******** 克羅地亞克羅地亞克羅地亞克羅地亞 33333333 摩達維亞手舞摩達維亞手舞摩達維亞手舞摩達維亞手舞 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 56565656 亞伯拉罕之舞亞伯拉罕之舞亞伯拉罕之舞亞伯拉罕之舞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9797979 怎麼天生不是女人 怎麼天生不是女人 怎麼天生不是女人 怎麼天生不是女人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11111111 小牧童小牧童小牧童小牧童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34343434 波得魯鐵匠波得魯鐵匠波得魯鐵匠波得魯鐵匠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57575757 西西那 西西那 西西那 西西那 ####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80808080 素美斯軍人舞素美斯軍人舞素美斯軍人舞素美斯軍人舞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12121212 女神狄安嘉女神狄安嘉女神狄安嘉女神狄安嘉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35353535 克拉亞呼拉克拉亞呼拉克拉亞呼拉克拉亞呼拉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58585858 索斯高圓環 索斯高圓環 索斯高圓環 索斯高圓環 ####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81818181 南歐踏步舞南歐踏步舞南歐踏步舞南歐踏步舞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13131313 永不太遲永不太遲永不太遲永不太遲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6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1997199719971997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59595959 木笛之舞木笛之舞木笛之舞木笛之舞 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 82828282 丹琪丹琪丹琪丹琪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14141414 大躍進大躍進大躍進大躍進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7373737 假日小鎮 假日小鎮 假日小鎮 假日小鎮 #### 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 60606060 安妮安妮安妮安妮 捷克捷克捷克捷克 83838383 真古依沙真古依沙真古依沙真古依沙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15151515 戈魯雙人舞     戈魯雙人舞     戈魯雙人舞     戈魯雙人舞     ******** 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 38 佩圖娜圓環舞 佩圖娜圓環舞 佩圖娜圓環舞 佩圖娜圓環舞 ####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61616161 東方之城東方之城東方之城東方之城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84848484 愛情萬歲愛情萬歲愛情萬歲愛情萬歲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6161616 朵兒尋夢舞     朵兒尋夢舞     朵兒尋夢舞     朵兒尋夢舞     ** ** ** ** 波蘭波蘭波蘭波蘭 39393939 達布奇村組曲達布奇村組曲達布奇村組曲達布奇村組曲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62626262 東耶琪志東耶琪志東耶琪志東耶琪志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85858585 蜜蘇娜蜜蘇娜蜜蘇娜蜜蘇娜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7171717 美基馬刺美基馬刺美基馬刺美基馬刺 克羅地亞克羅地亞克羅地亞克羅地亞 40 古斯卡西拉古斯卡西拉古斯卡西拉古斯卡西拉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63636363 路歌殊雙人舞 路歌殊雙人舞 路歌殊雙人舞 路歌殊雙人舞 ********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86868686 索卡斯 索卡斯 索卡斯 索卡斯 #### 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塞爾維亞

18181818 可愛的鄉村可愛的鄉村可愛的鄉村可愛的鄉村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41414141 冬季到台北來看雨冬季到台北來看雨冬季到台北來看雨冬季到台北來看雨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64646464 慕雷斯組曲 慕雷斯組曲 慕雷斯組曲 慕雷斯組曲 ********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87878787 魯曼卡 魯曼卡 魯曼卡 魯曼卡 #### 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塞爾維亞

19191919 我帶乳酪上山我帶乳酪上山我帶乳酪上山我帶乳酪上山////巴索巴索巴索巴索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42 趕墟歸來阿哩哩趕墟歸來阿哩哩趕墟歸來阿哩哩趕墟歸來阿哩哩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65656565 布林丁呼拉布林丁呼拉布林丁呼拉布林丁呼拉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88888888 冷艷的少女冷艷的少女冷艷的少女冷艷的少女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20202020 巴然斯卡 巴然斯卡 巴然斯卡 巴然斯卡 ####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43434343 跟我走吧 跟我走吧 跟我走吧 跟我走吧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6666666 烏爾米亞湖烏爾米亞湖烏爾米亞湖烏爾米亞湖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89898989 斯洛保沙重踏舞斯洛保沙重踏舞斯洛保沙重踏舞斯洛保沙重踏舞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21212121 卡沙斯高 卡沙斯高 卡沙斯高 卡沙斯高 ####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44 華柏哥斯跳躍舞  華柏哥斯跳躍舞  華柏哥斯跳躍舞  華柏哥斯跳躍舞  ******** 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 67676767 哈妮娜哈妮娜哈妮娜哈妮娜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90909090 捨不得你捨不得你捨不得你捨不得你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2222222 心滿意足  心滿意足  心滿意足  心滿意足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5454545 馬其頓女郎馬其頓女郎馬其頓女郎馬其頓女郎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68686868 喜慶喜慶喜慶喜慶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 Belt Hold# Belt Hold# Belt Hold# Belt Hold

23232323 達達與妲娜達達與妲娜達達與妲娜達達與妲娜********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6 琴卡琴卡琴卡琴卡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69696969 阿拉伯鼓舞阿拉伯鼓舞阿拉伯鼓舞阿拉伯鼓舞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黃大仙社區中禮堂黃大仙社區中禮堂黃大仙社區中禮堂黃大仙社區中禮堂

鳴謝鳴謝鳴謝鳴謝: 各位好友支持及參與各位好友支持及參與各位好友支持及參與各位好友支持及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