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日期    日期    日期： ： ： ： 2014201420142014年年年年2222月月月月9999日日日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                                      )                                      )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 ： ： 2222::::00 00 00 00 pm pm pm pm - - - - 7777::::00 00 00 00 pm                                    pm                                    pm                                    pm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 ： ： 彩雲社區中心 彩雲社區中心 彩雲社區中心 彩雲社區中心 ((((免費入場免費入場免費入場免費入場))))

1)1)1)1) 想念你想念你想念你想念你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8)28)28)28) 少女約威少女約威少女約威少女約威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55)55)55)55) 風搖樹動 風搖樹動 風搖樹動 風搖樹動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2)82)82)82) 自由的呼聲自由的呼聲自由的呼聲自由的呼聲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2)2)2) 光陰似箭光陰似箭光陰似箭光陰似箭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9)29)29)29) 在我的駱駝背上在我的駱駝背上在我的駱駝背上在我的駱駝背上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6)56)56)56) 秋夜 秋夜 秋夜 秋夜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3)83)83)83) 停不了停不了停不了停不了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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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0)30)30) 回想曲回想曲回想曲回想曲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7)57)57)57) 困擾的駱駝困擾的駱駝困擾的駱駝困擾的駱駝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84)84)84)84) 藍色尋夢舞藍色尋夢舞藍色尋夢舞藍色尋夢舞 波蘭波蘭波蘭波蘭

4)4)4)4) 也門的女孩也門的女孩也門的女孩也門的女孩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1)31)31)31) 藍色別墅 藍色別墅 藍色別墅 藍色別墅 ****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58)58)58)58) 登上高登上高登上高登上高峯峯峯峯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5)85)85)85) 馬車夫馬車夫馬車夫馬車夫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5)5)5) 輕聲細問輕聲細問輕聲細問輕聲細問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2)32)32)32) 華廈先生 華廈先生 華廈先生 華廈先生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9)59)59)59) 齊來唱齊來唱齊來唱齊來唱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6)86)86)86) 斯卡狄布開斯卡狄布開斯卡狄布開斯卡狄布開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6)6)6) 蜜雪兒蜜雪兒蜜雪兒蜜雪兒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33)33)33)33) 皇后來了皇后來了皇后來了皇后來了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0)60)60)60) 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7)87)87)87) 中歐少女中歐少女中歐少女中歐少女 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

7)7)7)7) 大巡行大巡行大巡行大巡行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4)34)34)34) 春之詩歌春之詩歌春之詩歌春之詩歌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1)61)61)61) 編織舞編織舞編織舞編織舞 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 88)88)88)88) 話稀 話稀 話稀 話稀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8)8)8) 心橋 心橋 心橋 心橋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5)35)35)35) 書劍恩仇錄書劍恩仇錄書劍恩仇錄書劍恩仇錄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62)62)62)62) 我們曾相識 我們曾相識 我們曾相識 我們曾相識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9)89)89)89) 音樂匣 音樂匣 音樂匣 音樂匣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9)9)9)9) 小茶店 小茶店 小茶店 小茶店 ****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36)36)36)36) 神蹟神蹟神蹟神蹟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3)63)63)63) 少年與馬 少年與馬 少年與馬 少年與馬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90)90)90)90) 船歌船歌船歌船歌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0)10)10)10) 山谷圓環山谷圓環山谷圓環山谷圓環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7)37)37)37) 我們的田園 我們的田園 我們的田園 我們的田園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4)64)64)64) 偉大的祖國偉大的祖國偉大的祖國偉大的祖國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91)91)91)91) 夢中的媽媽夢中的媽媽夢中的媽媽夢中的媽媽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11)11)11)11) 生命生命生命生命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8)38)38)38) 民族歌手民族歌手民族歌手民族歌手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5)65)65)65) 眉目傳情眉目傳情眉目傳情眉目傳情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92)92)92)92) 純情純情純情純情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2)12)12)12) 阿里帕沙阿里帕沙阿里帕沙阿里帕沙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39)39)39)39) 漢雲士基查得士漢雲士基查得士漢雲士基查得士漢雲士基查得士 捷克捷克捷克捷克 66)66)66)66) 金色小麥金色小麥金色小麥金色小麥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93)93)93)93) 狄布卡歐德狄布卡歐德狄布卡歐德狄布卡歐德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3)13)13)13) 松樹舞松樹舞松樹舞松樹舞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0)40)40)40) 微笑早安 微笑早安 微笑早安 微笑早安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7)67)67)67) 策騎策騎策騎策騎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94)94)94)94) 歡樂歌曲歡樂歌曲歡樂歌曲歡樂歌曲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4)14)14)14) 叫我來叫我來叫我來叫我來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1)41)4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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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68)68)68) 故鄉的女孩故鄉的女孩故鄉的女孩故鄉的女孩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95)95)95)95) 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15)15)15)15) 志的高志的高志的高志的高 希臘希臘希臘希臘 42)42)42)42) 多啊多啊多啊多啊！！！！狄布開狄布開狄布開狄布開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9)69)6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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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96)96)96) 可愛的森巴 可愛的森巴 可愛的森巴 可愛的森巴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6)16)16)16) 歸途 歸途 歸途 歸途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3)43)43)43) 快樂恰恰快樂恰恰快樂恰恰快樂恰恰 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塞爾維亞 70)70)70)70) 徘徊徘徊徘徊徘徊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97)97)9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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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7)17)17) 兩朵玫瑰 兩朵玫瑰 兩朵玫瑰 兩朵玫瑰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4)44)44)44) 鳶尾花鳶尾花鳶尾花鳶尾花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1)71)71)71) 娜瑪小姐 娜瑪小姐 娜瑪小姐 娜瑪小姐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98)98)98)98) 烏格魯烏格魯烏格魯烏格魯 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

18)18)18)18) 卡那村的牧人卡那村的牧人卡那村的牧人卡那村的牧人 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 45)45)45)45) 以色列茉莉以色列茉莉以色列茉莉以色列茉莉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2)72)72)72) 黑眼睛 黑眼睛 黑眼睛 黑眼睛 **** 亞述亞述亞述亞述 99)99)99)99) 音樂的旋律音樂的旋律音樂的旋律音樂的旋律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9)19)19)19) 肚皮舞肚皮舞肚皮舞肚皮舞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6)46)46)46) 征兵征兵征兵征兵 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 73)73)73)73) 潑水舞潑水舞潑水舞潑水舞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00)100)100)100) 風聲風聲風聲風聲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0)20)20)20) 駝峰駝峰駝峰駝峰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7)47)47)47) 客棧風情畫客棧風情畫客棧風情畫客棧風情畫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4)74)74)74) 百加美百加美百加美百加美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01)101)101)101) 華拉斯高華拉斯高華拉斯高華拉斯高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21)21)21)21) 聽泉聽泉聽泉聽泉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48)48)48)48) 夜半無人私語時 夜半無人私語時 夜半無人私語時 夜半無人私語時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5)75)75)75) 手舞足蹈手舞足蹈手舞足蹈手舞足蹈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102)102)10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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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22)22) 以我全心以我全心以我全心以我全心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9)49)4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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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76)76)76) 到市鎮之路到市鎮之路到市鎮之路到市鎮之路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03)103)103)103) 哈得利哈得利哈得利哈得利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3)23)23)23) 樹的歌樹的歌樹的歌樹的歌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0)50)50)50) 舍通卡舍通卡舍通卡舍通卡 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塞爾維亞 77)77)77)77) 婚禮圓環婚禮圓環婚禮圓環婚禮圓環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04)104)104)104) 風笛風笛風笛風笛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24)24)24)24) 阿露娜阿露娜阿露娜阿露娜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51)51)51)51) 黃昏後黃昏後黃昏後黃昏後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8)78)78)78) 加利斯高加利斯高加利斯高加利斯高 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南斯拉夫 105)105)10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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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5)25)25) 得來全不費功夫 得來全不費功夫 得來全不費功夫 得來全不費功夫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2)52)52)52) 笑聲滿人間笑聲滿人間笑聲滿人間笑聲滿人間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9)79)79)79) 黛綠年華 黛綠年華 黛綠年華 黛綠年華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06)106)106)106) 載歌載舞載歌載舞載歌載舞載歌載舞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6)26)26)26) 初戀 初戀 初戀 初戀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3)53)53)53) 南斯拉夫組曲南斯拉夫組曲南斯拉夫組曲南斯拉夫組曲 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南斯拉夫 80)80)80)80) 西恰裘麗 西恰裘麗 西恰裘麗 西恰裘麗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07)107)107)107) 幸福人生幸福人生幸福人生幸福人生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7)27)27)27) 雲彩雲彩雲彩雲彩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4)54)54)54) 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1)81)81)81) 五段恰恰五段恰恰五段恰恰五段恰恰 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塞爾維亞 108)108)108)108) 心想事成心想事成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老友鬼鬼                           老友鬼鬼                           老友鬼鬼                           老友鬼鬼～～～～主辦主辦主辦主辦

              紀念李玉冰老師土風舞日會              紀念李玉冰老師土風舞日會              紀念李玉冰老師土風舞日會              紀念李玉冰老師土風舞日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