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14141414////7777////2013 2013 2013 2013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地點                   地點                   地點                   地點：：：：黃大仙社區中心禮堂黃大仙社區中心禮堂黃大仙社區中心禮堂黃大仙社區中心禮堂        時間       時間       時間       時間：：：：1111::::30 30 30 30 - - - - 5555::::30303030pppp....mmmm....

1111 美洲第七天美洲第七天美洲第七天美洲第七天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1212121 托基亞婚宴 托基亞婚宴 托基亞婚宴 托基亞婚宴 ****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41414141 團團轉團團轉團團轉團團轉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61616161 非男非女非男非女非男非女非男非女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2222 雨點雨點雨點雨點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2222222 木桶木桶木桶木桶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42424242 樂高達斯高樂高達斯高樂高達斯高樂高達斯高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62626262 美麗的姑娘 美麗的姑娘 美麗的姑娘 美麗的姑娘 ****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3333 川流不息川流不息川流不息川流不息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3232323 叫我來叫我來叫我來叫我來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3434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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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636363 大情人 大情人 大情人 大情人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444 周末黃昏周末黃昏周末黃昏周末黃昏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4242424 夜闌人靜夜闌人靜夜闌人靜夜闌人靜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444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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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46464 又忙又等又忙又等又忙又等又忙又等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5555 希臘水手希臘水手希臘水手希臘水手 ((((希臘希臘希臘希臘)))) 25252525 艾絲女郎與老屠夫艾絲女郎與老屠夫艾絲女郎與老屠夫艾絲女郎與老屠夫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45454545 突尼西呼拉突尼西呼拉突尼西呼拉突尼西呼拉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65656565 情蠱情蠱情蠱情蠱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6666 勇格西勇格西勇格西勇格西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26262626 穿越穿越穿越穿越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46464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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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66666 約瑟之子約瑟之子約瑟之子約瑟之子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777 52525252亞阿里帕沙亞阿里帕沙亞阿里帕沙亞阿里帕沙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27272727 胡素勒卡胡素勒卡胡素勒卡胡素勒卡 ((((烏克蘭烏克蘭烏克蘭烏克蘭)))) 47474747 卡烈沙希伯諾卡烈沙希伯諾卡烈沙希伯諾卡烈沙希伯諾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67676767 大快人心大快人心大快人心大快人心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888 愛的諾言愛的諾言愛的諾言愛的諾言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8282828 鄉愁 鄉愁 鄉愁 鄉愁 ****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48484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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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686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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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9 酒祭酒祭酒祭酒祭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929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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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94949 巴然斯卡巴然斯卡巴然斯卡巴然斯卡####2222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69696969 西班牙的心 西班牙的心 西班牙的心 西班牙的心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0101010 因愛而來 因愛而來 因愛而來 因愛而來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0303030 情困情困情困情困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0505050 高巴加小步舞高巴加小步舞高巴加小步舞高巴加小步舞 ((((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 70707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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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111 塞外夢鄉 塞外夢鄉 塞外夢鄉 塞外夢鄉 ****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31313131 葳莉葳莉葳莉葳莉葳莉葳莉葳莉葳莉 ((((黎巴嫩黎巴嫩黎巴嫩黎巴嫩)))) 51515151 廣闊的田野 廣闊的田野 廣闊的田野 廣闊的田野 **** ((((捷克捷克捷克捷克)))) 71717171 挑水姑娘挑水姑娘挑水姑娘挑水姑娘 ((((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

12121212 旅程旅程旅程旅程 ((((印度印度印度印度)))) 32323232 黎國狄布開黎國狄布開黎國狄布開黎國狄布開 ((((黎巴嫩黎巴嫩黎巴嫩黎巴嫩)))) 52525252 哥本尼斯夏得西 哥本尼斯夏得西 哥本尼斯夏得西 哥本尼斯夏得西 **** ((((捷克捷克捷克捷克)))) 72727272 夏天之末 夏天之末 夏天之末 夏天之末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3131313 小柳樹小柳樹小柳樹小柳樹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33333333 和平頌和平頌和平頌和平頌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3535353 紳士與淑女 紳士與淑女 紳士與淑女 紳士與淑女 **** ((((捷克捷克捷克捷克)))) 73737373 西班牙戀曲 西班牙戀曲 西班牙戀曲 西班牙戀曲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4141414 吉卜賽狂歡吉卜賽狂歡吉卜賽狂歡吉卜賽狂歡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3434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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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45454 沙漠之夜沙漠之夜沙漠之夜沙漠之夜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4747474 地中海之窗地中海之窗地中海之窗地中海之窗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5151515 創傷創傷創傷創傷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5353535 項鍊裝飾項鍊裝飾項鍊裝飾項鍊裝飾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55555555 雀躍雀躍雀躍雀躍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5757575 樹的歌樹的歌樹的歌樹的歌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6161616 艾琳艾琳艾琳艾琳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6363636 美麗的裝飾美麗的裝飾美麗的裝飾美麗的裝飾 ((((吉爾吉斯吉爾吉斯吉爾吉斯吉爾吉斯)))) 56565656 葡萄牙海灘葡萄牙海灘葡萄牙海灘葡萄牙海灘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6767676 成功人士成功人士成功人士成功人士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7171717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7373737 短暫相聚 短暫相聚 短暫相聚 短暫相聚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7575757 錦衣還鄉錦衣還鄉錦衣還鄉錦衣還鄉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77777777 歸來舞吧歸來舞吧歸來舞吧歸來舞吧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8181818 短暫的愛短暫的愛短暫的愛短暫的愛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8383838 多麼可惜 多麼可惜 多麼可惜 多麼可惜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8585858 我家在那裏 我家在那裏 我家在那裏 我家在那裏 ****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78787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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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1919 莫舒雅莫舒雅莫舒雅莫舒雅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9393939 瑪城旋律瑪城旋律瑪城旋律瑪城旋律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59595959 嗩吶之聲嗩吶之聲嗩吶之聲嗩吶之聲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79797979 莉雅莉雅莉雅莉雅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0202020 基輔戈帕克舞 基輔戈帕克舞 基輔戈帕克舞 基輔戈帕克舞 **** ((((烏克蘭烏克蘭烏克蘭烏克蘭)))) 40404040 域丁斯高域丁斯高域丁斯高域丁斯高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60606060 巴山鄉村舞者巴山鄉村舞者巴山鄉村舞者巴山鄉村舞者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8080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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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