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 : : 2014201420142014年年年年3 3 3 3 月月月月9 9 9 9 日日日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 : : 啟業社區中心禮堂    時間啟業社區中心禮堂    時間啟業社區中心禮堂    時間啟業社區中心禮堂    時間: : : : 1400140014001400----1830183018301830

1111 早禱之歌早禱之歌早禱之歌早禱之歌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7474747 啊啊啊啊！！！！我的太太我的太太我的太太我的太太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2222 卡噹慈卡噹慈卡噹慈卡噹慈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8484848 戈沙戈沙戈沙戈沙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3333 與花共舞與花共舞與花共舞與花共舞 科科科科索索索索沃沃沃沃 49494949 創世紀 創世紀 創世紀 創世紀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444 撒卡山圓環撒卡山圓環撒卡山圓環撒卡山圓環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50505050 卡丹小子卡丹小子卡丹小子卡丹小子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555 匹林之美匹林之美匹林之美匹林之美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51515151 客家細妹客家細妹客家細妹客家細妹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6666 黑貓探戈   黑貓探戈   黑貓探戈   黑貓探戈   ********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52525252 帕里區雙人舞 帕里區雙人舞 帕里區雙人舞 帕里區雙人舞 ********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7777 絲路之旅絲路之旅絲路之旅絲路之旅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53535353 女子拍腿舞女子拍腿舞女子拍腿舞女子拍腿舞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8888 龐德路秀龐德路秀龐德路秀龐德路秀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54545454 來吧來吧來吧來吧來吧來吧來吧來吧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9999 小土舍小土舍小土舍小土舍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55555555 尼亞拉女子舞尼亞拉女子舞尼亞拉女子舞尼亞拉女子舞 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

10101010 水之歌水之歌水之歌水之歌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6565656 苦盡甘來苦盡甘來苦盡甘來苦盡甘來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1111111 四海歸心四海歸心四海歸心四海歸心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7575757 天地天地天地天地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2121212 捷克之夜捷克之夜捷克之夜捷克之夜   ** 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 58585858 史史史史逹逹逹逹士卡士卡士卡士卡逹逹逹逹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13131313 相思比夢長相思比夢長相思比夢長相思比夢長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59595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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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41414 阿達那阿達那阿達那阿達那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60606060 桃花香  桃花香  桃花香  桃花香  ** ** **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5151515 美麗的卡蒂亞美麗的卡蒂亞美麗的卡蒂亞美麗的卡蒂亞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61616161 從軍歌從軍歌從軍歌從軍歌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6161616 小夥子小夥子小夥子小夥子，，，，開始喝酒吧開始喝酒吧開始喝酒吧開始喝酒吧！！！！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62626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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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71717 步步為營步步為營步步為營步步為營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63636363 秘密秘密秘密秘密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8181818 迷惑迷惑迷惑迷惑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64646464 喜慶喜慶喜慶喜慶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9191919 英雄峰英雄峰英雄峰英雄峰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5656565 紅磨坊    紅磨坊    紅磨坊    紅磨坊    ######## 蘇格蘭蘇格蘭蘇格蘭蘇格蘭

20202020 絮絮不休絮絮不休絮絮不休絮絮不休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6666666 克斯泰重踏舞克斯泰重踏舞克斯泰重踏舞克斯泰重踏舞 **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21212121 酷熱之地酷熱之地酷熱之地酷熱之地 希臘希臘希臘希臘 67676767 祈雨圓環祈雨圓環祈雨圓環祈雨圓環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22222222 達比基里達比基里達比基里達比基里 希臘希臘希臘希臘 68686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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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仲夏迎仲夏迎仲夏迎仲夏 波蘭波蘭波蘭波蘭 69696969 午夜共舞午夜共舞午夜共舞午夜共舞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4242424 彎曲的圓環彎曲的圓環彎曲的圓環彎曲的圓環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70707070 賽薇亞之舞賽薇亞之舞賽薇亞之舞賽薇亞之舞 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

25252525 種豆舞種豆舞種豆舞種豆舞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71717171 古老的馬其頓圓環古老的馬其頓圓環古老的馬其頓圓環古老的馬其頓圓環 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

2626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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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727272 征兵 征兵 征兵 征兵 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

27272727 小提琴華爾滋 小提琴華爾滋 小提琴華爾滋 小提琴華爾滋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3737373 巴因格拉巴因格拉巴因格拉巴因格拉  ** 北印度北印度北印度北印度

28282828 和丹奇和丹奇和丹奇和丹奇 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 74747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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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92929 察曼拿察曼拿察曼拿察曼拿 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     75757575 布肯那須提沙巴舞布肯那須提沙巴舞布肯那須提沙巴舞布肯那須提沙巴舞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30303030 森林之愛森林之愛森林之愛森林之愛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6767676 卡里維奧拿皮帶舞卡里維奧拿皮帶舞卡里維奧拿皮帶舞卡里維奧拿皮帶舞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31313131 雅歌雅歌雅歌雅歌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7777777 母與女母與女母與女母與女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32323232 一千零一夜  一千零一夜  一千零一夜  一千零一夜  ********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 78787878 木槌木槌木槌木槌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3333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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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797979 鴿子情緣鴿子情緣鴿子情緣鴿子情緣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3434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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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08080 美麗的神話  美麗的神話  美麗的神話  美麗的神話  ********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35353535 阿里巴巴阿里巴巴阿里巴巴阿里巴巴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1818181 與我共舞與我共舞與我共舞與我共舞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636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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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28282 細微的喜悅細微的喜悅細微的喜悅細微的喜悅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7373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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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838383 丹奧丹奧丹奧丹奧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38383838 戈蘭高地戈蘭高地戈蘭高地戈蘭高地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4848484 艾琳娜之舞艾琳娜之舞艾琳娜之舞艾琳娜之舞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39393939 瑪莉玻沙瑪莉玻沙瑪莉玻沙瑪莉玻沙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5858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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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04040 親咀橋     親咀橋     親咀橋     親咀橋     ######## 蘇格蘭蘇格蘭蘇格蘭蘇格蘭 86868686 來吧 來吧 來吧 來吧 ! ! ! ! 蘇珊娜蘇珊娜蘇珊娜蘇珊娜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1414141 山地女子舞山地女子舞山地女子舞山地女子舞 喬治亞喬治亞喬治亞喬治亞 87878787 朝陽  朝陽  朝陽  朝陽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2424242 名媛群芳舞名媛群芳舞名媛群芳舞名媛群芳舞 喬治亞喬治亞喬治亞喬治亞 88888888 姻緣再牽姻緣再牽姻緣再牽姻緣再牽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3434343 江湖行江湖行江湖行江湖行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89898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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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4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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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909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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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54545 天命難違天命難違天命難違天命難違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6464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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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 風 舞 同土 風 舞 同土 風 舞 同土 風 舞 同 樂 日 樂 日 樂 日 樂 日

歡迎光臨歡迎光臨歡迎光臨歡迎光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