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3年年年年5月月月月19日日日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2:00－－－－ 7:00 p.m.

1 惠基圓環 惠基圓環 惠基圓環 惠基圓環 2012201220122012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25 巴卡鄉村舞巴卡鄉村舞巴卡鄉村舞巴卡鄉村舞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49 卡美諾波斯可卡美諾波斯可卡美諾波斯可卡美諾波斯可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73 離家的約葳離家的約葳離家的約葳離家的約葳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2 卡麗露絲芙卡麗露絲芙卡麗露絲芙卡麗露絲芙 ((((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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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九段九段九段九段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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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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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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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翠堤斯圖奇翠堤斯圖奇翠堤斯圖奇翠堤斯圖奇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75 漢拿雙人舞 漢拿雙人舞 漢拿雙人舞 漢拿雙人舞 **** ((((捷克捷克捷克捷克))))

4 布卡拉布卡拉布卡拉布卡拉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8 雅露狄布開雅露狄布開雅露狄布開雅露狄布開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2 卡沙斯可卡沙斯可卡沙斯可卡沙斯可 ((((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 76 跳就對了跳就對了跳就對了跳就對了 ((((印度印度印度印度))))

5 細微的喜細微的喜細微的喜細微的喜悦悦悦悦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9 黑毛小白羊 黑毛小白羊 黑毛小白羊 黑毛小白羊 **** ((((捷克捷克捷克捷克)))) 53 青鬱的森林青鬱的森林青鬱的森林青鬱的森林 ((((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 77 小刺繡小刺繡小刺繡小刺繡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6 喜慶喜慶喜慶喜慶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0 保志美士 保志美士 保志美士 保志美士 2003200320032003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54 好運到好運到好運到好運到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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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車輪轉車輪轉車輪轉車輪轉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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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夜光芒夜光芒夜光芒夜光芒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9 絲碧撲克絲碧撲克絲碧撲克絲碧撲克 ((((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

8 曼沙尼斯曼沙尼斯曼沙尼斯曼沙尼斯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32 巴魯查巴魯查巴魯查巴魯查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56 以色列呼拉以色列呼拉以色列呼拉以色列呼拉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0 卡菲 卡菲 卡菲 卡菲 ****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9 面具面具面具面具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33 十三段十三段十三段十三段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57 菊花台菊花台菊花台菊花台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81 夢駝鈴夢駝鈴夢駝鈴夢駝鈴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10 嬌俏的舞者嬌俏的舞者嬌俏的舞者嬌俏的舞者 ((((印尼印尼印尼印尼)))) 34 索瑪女郎索瑪女郎索瑪女郎索瑪女郎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58 杜達殊風笛杜達殊風笛杜達殊風笛杜達殊風笛 ((((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 82 小鈴鐺小鈴鐺小鈴鐺小鈴鐺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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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土耳其手巾舞土耳其手巾舞土耳其手巾舞土耳其手巾舞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59 尼亞拉旋轉 尼亞拉旋轉 尼亞拉旋轉 尼亞拉旋轉 **** ((((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 83 雨聲滴答雨聲滴答雨聲滴答雨聲滴答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12 祖母圓環祖母圓環祖母圓環祖母圓環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36 違背她意違背她意違背她意違背她意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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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江湖行江湖行江湖行江湖行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13 塞凡尼斯可華拉斯高 塞凡尼斯可華拉斯高 塞凡尼斯可華拉斯高 塞凡尼斯可華拉斯高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37 古堡古堡古堡古堡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61 婚禮之後婚禮之後婚禮之後婚禮之後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85 朝陽 朝陽 朝陽 朝陽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4 虞美人虞美人虞美人虞美人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38 河畔河畔河畔河畔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62 古老的聖塔那古老的聖塔那古老的聖塔那古老的聖塔那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86 心扉 心扉 心扉 心扉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5 阿塞拜疆女子舞阿塞拜疆女子舞阿塞拜疆女子舞阿塞拜疆女子舞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39 為了你 為了你 為了你 為了你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3 可愛的女兒可愛的女兒可愛的女兒可愛的女兒 ((((阿爾巴尼亞阿爾巴尼亞阿爾巴尼亞阿爾巴尼亞 87 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16 新的一天降臨新的一天降臨新的一天降臨新的一天降臨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40 夜般甜蜜夜般甜蜜夜般甜蜜夜般甜蜜****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64 雷吉與希瑪 雷吉與希瑪 雷吉與希瑪 雷吉與希瑪 **** ((((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 88 天路天路天路天路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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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歡樂的跳吧 歡樂的跳吧 歡樂的跳吧 歡樂的跳吧 !!!!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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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89 耶路撒冷圓環耶路撒冷圓環耶路撒冷圓環耶路撒冷圓環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8 歌拉翠亞 歌拉翠亞 歌拉翠亞 歌拉翠亞 **** ((((波蘭波蘭波蘭波蘭)))) 42 創傷創傷創傷創傷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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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沙漠之舞沙漠之舞沙漠之舞沙漠之舞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9 美麗的草原美麗的草原美麗的草原美麗的草原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43 特巴斯特巴斯特巴斯特巴斯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7 忘情世紀忘情世紀忘情世紀忘情世紀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91 東方之牆東方之牆東方之牆東方之牆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0 護身符 護身符 護身符 護身符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4 愛情遊戲 愛情遊戲 愛情遊戲 愛情遊戲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8 和平頌和平頌和平頌和平頌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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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山谷之歌山谷之歌山谷之歌山谷之歌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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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家鄉夢 家鄉夢 家鄉夢 家鄉夢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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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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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摩達維亞圓環摩達維亞圓環摩達維亞圓環摩達維亞圓環 ((((烏克蘭烏克蘭烏克蘭烏克蘭)))) 70 土斯瑪土斯瑪土斯瑪土斯瑪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94 等你回來等你回來等你回來等你回來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3 我們結婚吧我們結婚吧我們結婚吧我們結婚吧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47 斯洛伐克夏德西斯洛伐克夏德西斯洛伐克夏德西斯洛伐克夏德西 *((((斯洛伐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 71 瓦達勒瓦達勒瓦達勒瓦達勒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95 魔笛魔笛魔笛魔笛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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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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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與花共舞與花共舞與花共舞與花共舞 ((((科索沃科索沃科索沃科索沃))))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彩雲社區會堂彩雲社區會堂彩雲社區會堂彩雲社區會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