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日期               日期               日期: : : : 2013201320132013年年年年9999月月月月15151515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         )         )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 : : 3333::::30303030pm pm pm pm - - - - 8888::::30303030pm         pm         pm         pm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 : : 蒲崗村道蒲崗村道蒲崗村道蒲崗村道((((樂歡樓樂歡樓樂歡樓樂歡樓))))慈雲山社區會堂      慈雲山社區會堂      慈雲山社區會堂      慈雲山社區會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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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追蹤追蹤追蹤追蹤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51 希望在主希望在主希望在主希望在主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6 落泊的遊民落泊的遊民落泊的遊民落泊的遊民********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 只在以色列只在以色列只在以色列只在以色列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7 故鄉故鄉故鄉故鄉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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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仙杜雲尼拉仙杜雲尼拉仙杜雲尼拉仙杜雲尼拉******** 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
3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8 最後一夜 最後一夜 最後一夜 最後一夜 ** ** ** **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53 小小家用小小家用小小家用小小家用********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8 小天鵝小天鵝小天鵝小天鵝 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
4 荷塘月色荷塘月色荷塘月色荷塘月色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29 盼望 盼望 盼望 盼望 ** ** **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4 青春樂青春樂青春樂青春樂********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9 俄羅斯之茶俄羅斯之茶俄羅斯之茶俄羅斯之茶 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
5 舞月亮舞月亮舞月亮舞月亮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30 真相真相真相真相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5 月下待杜鵑月下待杜鵑月下待杜鵑月下待杜鵑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80 到此為止到此為止到此為止到此為止********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 菊花台菊花台菊花台菊花台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31 别别别别批評我批評我批評我批評我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6 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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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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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愛的呼喚愛的呼喚愛的呼喚愛的呼喚********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7 楓葉翩翩楓葉翩翩楓葉翩翩楓葉翩翩********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82 安娜斯安娜斯安娜斯安娜斯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 風聲風聲風聲風聲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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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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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烈火青春烈火青春烈火青春烈火青春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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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鴿子情緣鴿子情緣鴿子情緣鴿子情緣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59 莫舒雅莫舒雅莫舒雅莫舒雅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4 北江美北江美北江美北江美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10 初戀的地方初戀的地方初戀的地方初戀的地方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35 至少還有你至少還有你至少還有你至少還有你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60 擁抱黑夜 擁抱黑夜 擁抱黑夜 擁抱黑夜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5 走天涯走天涯走天涯走天涯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11 糖衣情人糖衣情人糖衣情人糖衣情人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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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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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樂與怒樂與怒樂與怒樂與怒********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2 我的驕傲我的驕傲我的驕傲我的驕傲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37 江河水江河水江河水江河水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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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燕碧 燕碧 燕碧 燕碧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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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白色馬珠兒白色馬珠兒白色馬珠兒白色馬珠兒******** 波蘭波蘭波蘭波蘭 63 風雪中的佳人風雪中的佳人風雪中的佳人風雪中的佳人 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 88 爸爸狄布開爸爸狄布開爸爸狄布開爸爸狄布開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4 雨點雨點雨點雨點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9 探戈舞會探戈舞會探戈舞會探戈舞會********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64 九九女兒紅九九女兒紅九九女兒紅九九女兒紅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89 芳芳芳芳踪踪踪踪杳杳杳杳杳杳杳杳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5 水中舞水中舞水中舞水中舞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0 天路天路天路天路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65 腳踏車華士腳踏車華士腳踏車華士腳踏車華士********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90 天長地久天長地久天長地久天長地久********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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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飄雪飄雪飄雪飄雪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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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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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直至最後直至最後直至最後直至最後********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2 醒醒醒醒來來來來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7 寬恕寬恕寬恕寬恕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92 歌聲歌聲歌聲歌聲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8 聽一聽聽一聽聽一聽聽一聽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43 大法師大法師大法師大法師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8 摩西教律摩西教律摩西教律摩西教律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93 傳說傳說傳說傳說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9 劍雨浮生劍雨浮生劍雨浮生劍雨浮生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44 生命的一刻 生命的一刻 生命的一刻 生命的一刻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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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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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娥媚月娥媚月娥媚月娥媚月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45 藍色的山藍色的山藍色的山藍色的山********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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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她的船兒她的船兒她的船兒她的船兒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1 我家在那裡我家在那裡我家在那裡我家在那裡********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46 晚秋晚秋晚秋晚秋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71 夜雨 夜雨 夜雨 夜雨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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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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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狂野之城狂野之城狂野之城狂野之城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72 衣索比亞弟兄衣索比亞弟兄衣索比亞弟兄衣索比亞弟兄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97 寶兒蘇珊娜寶兒蘇珊娜寶兒蘇珊娜寶兒蘇珊娜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3 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8 地中海的喜地中海的喜地中海的喜地中海的喜悦悦悦悦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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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樹的歌樹的歌樹的歌樹的歌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4 仙嘉里拉仙嘉里拉仙嘉里拉仙嘉里拉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9 淚水淚水淚水淚水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4 叉燒包叉燒包叉燒包叉燒包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99 利沙瑪利沙瑪利沙瑪利沙瑪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5 昨日的夢昨日的夢昨日的夢昨日的夢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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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總有你鼓勵總有你鼓勵總有你鼓勵總有你鼓勵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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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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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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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年年年4月月月月6日日日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土風舞之友主辦土風舞之友主辦土風舞之友主辦土風舞之友主辦：：：：26 26 26 26 週年社慶土風舞同樂日會週年社慶土風舞同樂日會週年社慶土風舞同樂日會週年社慶土風舞同樂日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