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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亞營呼拉亞營呼拉亞營呼拉亞營呼拉 以以以以 23232323 綠洲綠洲綠洲綠洲 以以以以 45454545 風笛風笛風笛風笛 羅羅羅羅 67676767 歌聲歌聲歌聲歌聲 以以以以

2222 大巡行大巡行大巡行大巡行 以以以以 24242424 真相真相真相真相 以以以以 46464646 想跳舞想跳舞想跳舞想跳舞 以以以以 68686868 以色列茉莉以色列茉莉以色列茉莉以色列茉莉 以以以以

3333 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 以以以以 25252525 班傑明班傑明班傑明班傑明 以以以以 47474747 想知道想知道想知道想知道 以以以以 69696969 煙花煙花煙花煙花 以以以以

4444 泰山泰山泰山泰山 希希希希 26262626 #### 巴富公爵巴富公爵巴富公爵巴富公爵 蘇蘇蘇蘇 48484848 你的笑聲你的笑聲你的笑聲你的笑聲 以以以以 70707070 **** 真善美真善美真善美真善美 奧奧奧奧

5555 堅信不移堅信不移堅信不移堅信不移 以以以以 27272727 #### 蘇格蘭水手舞蘇格蘭水手舞蘇格蘭水手舞蘇格蘭水手舞 蘇蘇蘇蘇 49494949 # 日月星辰日月星辰日月星辰日月星辰 蘇蘇蘇蘇 71717171 **** 舞韻人生舞韻人生舞韻人生舞韻人生 以以以以

6666 隨心所欲隨心所欲隨心所欲隨心所欲 以以以以 28282828 薰醉水手薰醉水手薰醉水手薰醉水手 希希希希 50505050 # 農民舞農民舞農民舞農民舞 德德德德 72727272 葉亞布葉亞布葉亞布葉亞布 以以以以

7777 丹高沙華丹高沙華丹高沙華丹高沙華 塞塞塞塞 29292929 愛的眼神愛的眼神愛的眼神愛的眼神 以以以以 51515151 創世之光創世之光創世之光創世之光 以以以以 73737373 奇妙的國土奇妙的國土奇妙的國土奇妙的國土 以以以以

8888 **** 落泊的遊民落泊的遊民落泊的遊民落泊的遊民 以以以以 30303030 振奮吧振奮吧振奮吧振奮吧 以以以以 52525252 火雞湯火雞湯火雞湯火雞湯 羅羅羅羅 74747474 女士女士女士女士 以以以以

9999 **** 白色的秋天白色的秋天白色的秋天白色的秋天 以以以以 31313131 %骨牌五骨牌五骨牌五骨牌五 蘇蘇蘇蘇 53535353 蝴蝶蝴蝶蝴蝶蝴蝶 以以以以 75757575 川流不息川流不息川流不息川流不息 以以以以

10101010 掌聲掌聲掌聲掌聲 以以以以 32323232 * 龍之家族龍之家族龍之家族龍之家族 以以以以 54545454 **** 哥拉森哥拉森哥拉森哥拉森 以以以以 76767676 **** 黑貓探戈黑貓探戈黑貓探戈黑貓探戈 新新新新

11111111 聖城朝拜聖城朝拜聖城朝拜聖城朝拜 以以以以 33333333 特凡斯卡托班卡特凡斯卡托班卡特凡斯卡托班卡特凡斯卡托班卡 保保保保 55555555 **** 兩朵玫瑰兩朵玫瑰兩朵玫瑰兩朵玫瑰 以以以以 77777777 **** 藍色的山藍色的山藍色的山藍色的山 以以以以

12121212 登上高峰登上高峰登上高峰登上高峰 以以以以 34343434 洛花狄布開洛花狄布開洛花狄布開洛花狄布開 以以以以 56565656 卡普爾卡普爾卡普爾卡普爾 斯斯斯斯 78787878 他基杜拿他基杜拿他基杜拿他基杜拿 以以以以

13131313 #### 旋轉舞旋轉舞旋轉舞旋轉舞 蘇蘇蘇蘇 35353535 美妙的音樂美妙的音樂美妙的音樂美妙的音樂 以以以以 57575757 噢啦啦噢啦啦噢啦啦噢啦啦 印印印印 79797979 河達跳躍河達跳躍河達跳躍河達跳躍 羅羅羅羅

14141414 # 瑪麗婚禮 瑪麗婚禮 瑪麗婚禮 瑪麗婚禮 蘇蘇蘇蘇 36363636 * 燕碧燕碧燕碧燕碧 以以以以 58585858 東加馬里東加馬里東加馬里東加馬里 印印印印 80808080 風聲風聲風聲風聲 以以以以

15151515 直至婚禮直至婚禮直至婚禮直至婚禮 以以以以 37373737 * 護身符護身符護身符護身符 以以以以 59595959 妙舞翩躚妙舞翩躚妙舞翩躚妙舞翩躚 以以以以 81818181 水舞水舞水舞水舞 以以以以

16161616 為你著迷為你著迷為你著迷為你著迷 以以以以 38383838 美洲第七天美洲第七天美洲第七天美洲第七天 以以以以 60606060 # 保斯泰 保斯泰 保斯泰 保斯泰 蘇蘇蘇蘇 82828282 莉雅莉雅莉雅莉雅 以以以以

17171717 約瑟之子約瑟之子約瑟之子約瑟之子 以以以以 39393939 美妙的日子美妙的日子美妙的日子美妙的日子 以以以以 61616161 # 愛爾蘭流浪者愛爾蘭流浪者愛爾蘭流浪者愛爾蘭流浪者 蘇蘇蘇蘇 83838383 新姑爺新姑爺新姑爺新姑爺 以以以以

18181818 **** 快樂願望快樂願望快樂願望快樂願望 以以以以 40404040 美麗的海洋美麗的海洋美麗的海洋美麗的海洋 以以以以 62626262 四大部落四大部落四大部落四大部落 以以以以 84848484 魔笛魔笛魔笛魔笛 以以以以

19191919 **** 依利依利依利依利依利依利依利依利 以以以以 41414141 * 仙杜雲尼拉仙杜雲尼拉仙杜雲尼拉仙杜雲尼拉 意意意意 63636363 毋須介懷毋須介懷毋須介懷毋須介懷 以以以以 85858585 禮物禮物禮物禮物 以以以以

20202020 小柳樹小柳樹小柳樹小柳樹 羅羅羅羅 42424242 * 我為你痴迷我為你痴迷我為你痴迷我為你痴迷 以以以以 64646464 娜菲莉的歌聲娜菲莉的歌聲娜菲莉的歌聲娜菲莉的歌聲 以以以以 86868686 就是現在就是現在就是現在就是現在 以以以以

21212121 多情漢子多情漢子多情漢子多情漢子 以以以以 43434343 五段恰恰五段恰恰五段恰恰五段恰恰 南南南南 65656565 誠感主恩 誠感主恩 誠感主恩 誠感主恩 以以以以 87878787 第二人生第二人生第二人生第二人生 以以以以

22222222 頌讚和平頌讚和平頌讚和平頌讚和平 以以以以 44444444 聽說您的名字聽說您的名字聽說您的名字聽說您的名字 以以以以 66666666 愛的火花 愛的火花 愛的火花 愛的火花 以以以以 88888888 幸福人生幸福人生幸福人生幸福人生 以以以以

例會時間 逢星期四 例會時間 逢星期四 例會時間 逢星期四 例會時間 逢星期四 8888::::00000000----9999::::45 45 45 45 pm pm pm pm ((((假期除外假期除外假期除外假期除外,,,,歡迎參加歡迎參加歡迎參加歡迎參加)))) 茜草灣鄰里社區中心茜草灣鄰里社區中心茜草灣鄰里社區中心茜草灣鄰里社區中心

班會時間表詳情請參閱 班會時間表詳情請參閱 班會時間表詳情請參閱 班會時間表詳情請參閱 Folk Dance Folk Dance Folk Dance Folk Dance 123 123 123 123 網頁  網頁  網頁  網頁  wwwwwwwwwwww....geocitiesgeocitiesgeocitiesgeocities....wswswsws////ausirausirausirausir Email:ausir20002000@yahoo.com.hkEmail:ausir20002000@yahoo.com.hkEmail:ausir20002000@yahoo.com.hkEmail:ausir20002000@yahoo.com.hk

若認為有須要若認為有須要若認為有須要若認為有須要，，，，請自行購買保險請自行購買保險請自行購買保險請自行購買保險。。。。

土風舞同樂會土風舞同樂會土風舞同樂會土風舞同樂會  2013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 啟業社區會堂啟業社區會堂啟業社區會堂啟業社區會堂

請各位人士注意安全及小心保管攜來物品請各位人士注意安全及小心保管攜來物品請各位人士注意安全及小心保管攜來物品請各位人士注意安全及小心保管攜來物品。。。。如遇意外或有財物損失如遇意外或有財物損失如遇意外或有財物損失如遇意外或有財物損失，，，，本會一概不會負責本會一概不會負責本會一概不會負責本會一概不會負責。。。。

***** ***** ***** ***** Uday Sathala Uday Sathala Uday Sathala Uday Sathala 老師舞蹈示範 老師舞蹈示範 老師舞蹈示範 老師舞蹈示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