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藝坊全藝坊全藝坊全藝坊土風舞同樂日土風舞同樂日土風舞同樂日土風舞同樂日    

 

1.1.1.1.    隨心所欲隨心所欲隨心所欲隨心所欲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6.46.46.46.    愛慕愛慕愛慕愛慕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2.2.2.2.    積高的梯子積高的梯子積高的梯子積高的梯子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7.47.47.47.    東歐女子舞東歐女子舞東歐女子舞東歐女子舞    （（（（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    

3.3.3.3.    天父天父天父天父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8.48.48.48.    東方浪潮東方浪潮東方浪潮東方浪潮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4.4.4.    愉快的舞者愉快的舞者愉快的舞者愉快的舞者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49.49.49.49.    燭光與香水燭光與香水燭光與香水燭光與香水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5.5.5.    志的高志的高志的高志的高    （（（（希希希希        臘臘臘臘））））    50.50.50.50.    羅國女子舞羅國女子舞羅國女子舞羅國女子舞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6.6.6.6.    手足情深手足情深手足情深手足情深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5551111....    山地女子舞山地女子舞山地女子舞山地女子舞    （（（（格魯吉亞格魯吉亞格魯吉亞格魯吉亞））））    

7.7.7.7.    葉亞布葉亞布葉亞布葉亞布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5552222....    張開你的眼張開你的眼張開你的眼張開你的眼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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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53333....    烏克蘭小品烏克蘭小品烏克蘭小品烏克蘭小品    （（（（烏克蘭烏克蘭烏克蘭烏克蘭））））    

9.9.9.9.    三月桃花三月桃花三月桃花三月桃花    ＊＊＊＊    （（（（新新新新        編編編編））））    55554444....    勇格西勇格西勇格西勇格西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10.1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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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55555....    草原之歌草原之歌草原之歌草原之歌    （（（（捷捷捷捷        克克克克））））    

11.11.11.11.    戴勒女子舞戴勒女子舞戴勒女子舞戴勒女子舞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5555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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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12.12.    甜姐兒甜姐兒甜姐兒甜姐兒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55557777....    德妮莎德妮莎德妮莎德妮莎    （（（（吉普賽吉普賽吉普賽吉普賽////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13.13.13.13.    週末黃昏週末黃昏週末黃昏週末黃昏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555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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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4.14.14.    瑪里波薩瑪里波薩瑪里波薩瑪里波薩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5559999....    鼓掌歡迎鼓掌歡迎鼓掌歡迎鼓掌歡迎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5.15.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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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60.0.0.0.    醉人的歌醉人的歌醉人的歌醉人的歌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6.16.16.16.    突尼西突尼西突尼西突尼西呼拉呼拉呼拉呼拉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61.61.61.61.    週末晚上週末晚上週末晚上週末晚上    （（（（美美美美        國國國國））））    

17.17.17.17.    歌蒂歌蒂歌蒂歌蒂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62.62.62.62.    野花野花野花野花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18.18.18.18.    魁特島魁特島魁特島魁特島    （（（（希希希希        臘臘臘臘））））    63.63.6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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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19.19.    販子舞販子舞販子舞販子舞    ＊＊＊＊    （（（（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    64.64.64.64.    高興高興高興高興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0.20.20.20.    來吧蘇珊娜來吧蘇珊娜來吧蘇珊娜來吧蘇珊娜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5.65.65.65.    天與地天與地天與地天與地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1.21.21.21.    獨特的女人獨特的女人獨特的女人獨特的女人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6.66.66.66.    莫札特屠夫樂莫札特屠夫樂莫札特屠夫樂莫札特屠夫樂    （（（（希希希希        臘臘臘臘））））    

22.22.22.22.    那布拉耶那布拉耶那布拉耶那布拉耶    （（（（克羅地亞克羅地亞克羅地亞克羅地亞））））    67.67.67.67.    呼拉混合舞呼拉混合舞呼拉混合舞呼拉混合舞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23.23.23.23.    愛不在就放手愛不在就放手愛不在就放手愛不在就放手    （（（（新新新新        編編編編））））    68.68.6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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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4.24.24.    意得利意得利意得利意得利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69.69.6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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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5.25.25.    秘密秘密秘密秘密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0.70.70.70.    美好途徑美好途徑美好途徑美好途徑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6.26.26.26.    水之歌水之歌水之歌水之歌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1.71.71.71.    米特米特米特米特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27.27.27.27.    牽手牽手牽手牽手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72.72.72.72.    茂林情歌茂林情歌茂林情歌茂林情歌    （（（（台台台台        灣灣灣灣））））    

28.28.28.28.    史拔牧歌史拔牧歌史拔牧歌史拔牧歌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73.73.73.73.    土耳其男子舞土耳其男子舞土耳其男子舞土耳其男子舞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29.29.29.29.    莫斯科圓環莫斯科圓環莫斯科圓環莫斯科圓環    （（（（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    74.74.7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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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0.30.30.    法國拍掌舞法國拍掌舞法國拍掌舞法國拍掌舞    ＊＊＊＊    （（（（法法法法        國國國國））））    75.75.75.75.    為你歡唱為你歡唱為你歡唱為你歡唱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1.31.31.31.    哨吶之聲哨吶之聲哨吶之聲哨吶之聲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76.76.76.76.    荷塘月色荷塘月色荷塘月色荷塘月色    （（（（新新新新        編編編編））））    

32.32.32.32.    親愛的祖國親愛的祖國親愛的祖國親愛的祖國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7.77.77.77.    愛的火花愛的火花愛的火花愛的火花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3.33.33.33.    無盡的愛無盡的愛無盡的愛無盡的愛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8.78.78.78.    摩西他摩西他摩西他摩西他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4.34.34.34.    少女美拉卓少女美拉卓少女美拉卓少女美拉卓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9.79.7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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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5.35.35.    惠基圓環惠基圓環惠基圓環惠基圓環 2012 2012 2012 2012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80.80.80.80.    寂寞的心寂寞的心寂寞的心寂寞的心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6.36.36.36.    新斯波雲卡新斯波雲卡新斯波雲卡新斯波雲卡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81.81.81.81.    午夜樂韻午夜樂韻午夜樂韻午夜樂韻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7.37.37.37.    優雅的女士優雅的女士優雅的女士優雅的女士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82.82.82.82.    快樂水手快樂水手快樂水手快樂水手    ＊＊＊＊    （（（（美美美美        國國國國））））    

38.38.38.38.    高傲的少女高傲的少女高傲的少女高傲的少女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3.83.83.83.    安息日安息日安息日安息日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9.39.39.39.    小提琴華士小提琴華士小提琴華士小提琴華士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4.84.84.84.    遠居異地遠居異地遠居異地遠居異地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0.40.40.40.    瑪地瑪地瑪地瑪地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85.85.85.85.    痛別離痛別離痛別離痛別離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1.41.41.41.    露絲高斯露絲高斯露絲高斯露絲高斯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86.86.86.86.    別離之歌別離之歌別離之歌別離之歌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2.42.42.42.    聖名雅露卡聖名雅露卡聖名雅露卡聖名雅露卡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7.87.87.87.    隨風而逝隨風而逝隨風而逝隨風而逝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3.43.4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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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8.88.88.    想念你想念你想念你想念你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4.44.44.44.    宜灣組曲宜灣組曲宜灣組曲宜灣組曲    （（（（台台台台        灣灣灣灣））））    89.89.8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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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5.45.45.    溫泉山莊溫泉山莊溫泉山莊溫泉山莊    （（（（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    90.90.9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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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11113333----4444----2012012012014444（（（（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時時時時間間間間：：：：2:2:2:2:15151515----6:6:6:6:45454545pm.    pm.    pm.    pm.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紅磡紅磡紅磡紅磡社區會堂社區會堂社區會堂社區會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