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日期      日期      日期: : : : 2013201320132013年年年年4444月月月月14141414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       )       )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 : : 1111::::45454545pm pm pm pm - - - - 7777::::15151515pm       pm       pm       pm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 : : 東頭社區會堂     東頭社區會堂     東頭社區會堂     東頭社區會堂     

1111 裸足女孩裸足女孩裸足女孩裸足女孩 黎巴嫩黎巴嫩黎巴嫩黎巴嫩 26262626 中華民族中華民族中華民族中華民族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51515151 我會留下來我會留下來我會留下來我會留下來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6767676 卡馬倫斯卡卡馬倫斯卡卡馬倫斯卡卡馬倫斯卡******** 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

2222 雨點雨點雨點雨點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7272727 細微的喜悅細微的喜悅細微的喜悅細微的喜悅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2525252 天父天父天父天父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7777777 時刻奉獻時刻奉獻時刻奉獻時刻奉獻********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333 偷心者偷心者偷心者偷心者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8282828 淚水淚水淚水淚水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3535353 別批評我別批評我別批評我別批評我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8787878 荷塘月色荷塘月色荷塘月色荷塘月色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4444 月光狂想曲 月光狂想曲 月光狂想曲 月光狂想曲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9292929 莉雅莉雅莉雅莉雅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4545454 依利依利依利依利依利依利依利依利********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9797979 我的驕傲我的驕傲我的驕傲我的驕傲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5555 創世之光創世之光創世之光創世之光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0303030 與我同在與我同在與我同在與我同在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555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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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08080 週末黃昏週末黃昏週末黃昏週末黃昏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666 你會回來你會回來你會回來你會回來////舒約科舒約科舒約科舒約科********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1313131 水之歌水之歌水之歌水之歌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6565656 大河之舞大河之舞大河之舞大河之舞 愛爾蘭愛爾蘭愛爾蘭愛爾蘭 81818181 美妙的音樂美妙的音樂美妙的音樂美妙的音樂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777 美美美美丽丽丽丽的神的神的神的神话话话话********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32323232 水中舞水中舞水中舞水中舞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7575757 畢業生畢業生畢業生畢業生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82828282 別問我別問我別問我別問我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888 舞姿祭舞姿祭舞姿祭舞姿祭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33333333 直到妳回來直到妳回來直到妳回來直到妳回來********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8585858 趕墟歸來阿里里趕墟歸來阿里里趕墟歸來阿里里趕墟歸來阿里里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83838383 路上交叉點路上交叉點路上交叉點路上交叉點********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9999 四大部落四大部落四大部落四大部落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4343434 生命中的一刻生命中的一刻生命中的一刻生命中的一刻********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9595959 地下軍魂地下軍魂地下軍魂地下軍魂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4848484 柔情柔情柔情柔情********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0101010 金花金花金花金花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5353535 BenBenBenBen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60606060 印度印度印度印度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5858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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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111 眺望 眺望 眺望 眺望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6363636 月下待杜鵑月下待杜鵑月下待杜鵑月下待杜鵑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61616161 煙花煙花煙花煙花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6868686 細沙的回憶細沙的回憶細沙的回憶細沙的回憶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2121212 醒來醒來醒來醒來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7373737 鼓掌歡迎鼓掌歡迎鼓掌歡迎鼓掌歡迎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2626262 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以色列人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7878787 流浪流浪流浪流浪猫 猫 猫 猫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3131313 娜菲莉的歌聲娜菲莉的歌聲娜菲莉的歌聲娜菲莉的歌聲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8383838 域高哈撒域高哈撒域高哈撒域高哈撒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3636363 快樂願望快樂願望快樂願望快樂願望********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8888888 展翅高飛展翅高飛展翅高飛展翅高飛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4141414 護身符護身符護身符護身符********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9393939 請說妳愛我請說妳愛我請說妳愛我請說妳愛我********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4646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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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898989 薘車隊薘車隊薘車隊薘車隊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5151515 駐顏有術駐顏有術駐顏有術駐顏有術********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0404040 腳踏車華士腳踏車華士腳踏車華士腳踏車華士********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65656565 歡樂餐館歡樂餐館歡樂餐館歡樂餐館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90909090 我家在那裹我家在那裹我家在那裹我家在那裹********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16161616 桃花過渡桃花過渡桃花過渡桃花過渡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41414141 戴帽的男人戴帽的男人戴帽的男人戴帽的男人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6666666 常夢想家常夢想家常夢想家常夢想家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91919191 琵琶曲琵琶曲琵琶曲琵琶曲********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17171717 初戀的地方初戀的地方初戀的地方初戀的地方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42424242 齊來歌唱齊來歌唱齊來歌唱齊來歌唱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7676767 特巴斯特巴斯特巴斯特巴斯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92929292 前赴聖城前赴聖城前赴聖城前赴聖城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8181818 真相真相真相真相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3434343 樹的歌樹的歌樹的歌樹的歌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8686868 磨練的愛情磨練的愛情磨練的愛情磨練的愛情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93939393 江河水江河水江河水江河水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9191919 誠感主恩誠感主恩誠感主恩誠感主恩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4444444 愛在明眸中愛在明眸中愛在明眸中愛在明眸中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9696969 長江水長江水長江水長江水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94949494 林蔭小道林蔭小道林蔭小道林蔭小道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0202020 傳說傳說傳說傳說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5454545 恰好的愛情恰好的愛情恰好的愛情恰好的愛情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0707070 最後一夜最後一夜最後一夜最後一夜********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95959595 火雞湯火雞湯火雞湯火雞湯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21212121 歌唱歌唱歌唱歌唱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6464646 走天涯走天涯走天涯走天涯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71717171 最後華士最後華士最後華士最後華士********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96969696 面具面具面具面具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22222222 風雨情風雨情風雨情風雨情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7474747 愛不在就放手愛不在就放手愛不在就放手愛不在就放手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72727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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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979797 堵車堵車堵車堵車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3232323 荊棘冠冕荊棘冠冕荊棘冠冕荊棘冠冕********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8484848 我的祈禱我的祈禱我的祈禱我的祈禱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3737373 希望之歌希望之歌希望之歌希望之歌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98989898 美麗的大地美麗的大地美麗的大地美麗的大地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4242424 夜雨夜雨夜雨夜雨********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9494949 喔喔喔喔！！！！跳舞吧跳舞吧跳舞吧跳舞吧********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4747474 唱不停唱不停唱不停唱不停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99999999 我們的國土我們的國土我們的國土我們的國土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5252525 總有你鼓勵總有你鼓勵總有你鼓勵總有你鼓勵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50505050 跟隨著你跟隨著你跟隨著你跟隨著你********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5757575 阿里巴巴阿里巴巴阿里巴巴阿里巴巴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00100100100 一個國土一個國土一個國土一個國土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土風舞之友集會時間為逢星期日土風舞之友集會時間為逢星期日土風舞之友集會時間為逢星期日土風舞之友集會時間為逢星期日 7:00pm-9:00pm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荔枝角公園體育館小舞蹈室荔枝角公園體育館小舞蹈室荔枝角公園體育館小舞蹈室荔枝角公園體育館小舞蹈室  導師導師導師導師：：：：鄒振強先生鄒振強先生鄒振強先生鄒振強先生 (歡迎探社歡迎探社歡迎探社歡迎探社) 土友網址土友網址土友網址土友網址：：：：http://folkdancefanclub.blogspot.com

本社下次同樂會日期為本社下次同樂會日期為本社下次同樂會日期為本社下次同樂會日期為: 2013年年年年9月月月月15日日日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聯絡我們聯絡我們聯絡我們聯絡我們：：：： folkdancefanclub@yahoo.com.hk

                            土風舞之友土風舞之友土風舞之友土風舞之友                土風舞同樂日會土風舞同樂日會土風舞同樂日會土風舞同樂日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