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翔之社土風舞同樂日會
      日期      日期      日期      日期 :  2014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20日日日日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    2:00 pm~~7:00  pm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 彩雲社區會堂彩雲社區會堂彩雲社區會堂彩雲社區會堂

1 .1 .1 .1 . 洗滌心靈洗滌心靈洗滌心靈洗滌心靈 19.19.19.19. 我的人生故事 我的人生故事 我的人生故事 我的人生故事 37.37.37.37. 毋忘我 毋忘我 毋忘我 毋忘我 **** 55.55.55.55. 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 73.73.73.73. 最後一夜 最後一夜 最後一夜 最後一夜 ****

2 .2 .2 .2 . 依然回來依然回來依然回來依然回來 20.20.20.20. 依拉依拉 依拉依拉 依拉依拉 依拉依拉 **** 38.38.38.38. 痛別離 痛別離 痛別離 痛別離 * * * * 56.56.56.56. 週末晚上週末晚上週末晚上週末晚上 74.74.74.74. 危險之旅危險之旅危險之旅危險之旅

3 .3 .3 .3 . 唱和跳 唱和跳 唱和跳 唱和跳 21.21.21.21. 舒約科 舒約科 舒約科 舒約科 **** 39.39.39.39. 花之戀 花之戀 花之戀 花之戀 * * * * 57.57.57.57. 今夜無眠今夜無眠今夜無眠今夜無眠 75.75.75.75. 春之詩歌春之詩歌春之詩歌春之詩歌

4 .4 .4 .4 . 佳柔娜佳柔娜佳柔娜佳柔娜 22.22.22.22. 及時行樂 及時行樂 及時行樂 及時行樂 40.40.40.40. 瑪 地瑪 地瑪 地瑪 地 58.58.58.58. 倒 霉倒 霉倒 霉倒 霉 76.76.76.76. 延續聖靈 延續聖靈 延續聖靈 延續聖靈 

5 .5 .5 .5 . 歸來的遊子歸來的遊子歸來的遊子歸來的遊子 23.23.23.23. 迷途者 迷途者 迷途者 迷途者 41.41.41.41. 火雞湯火雞湯火雞湯火雞湯 59.59.59.59. 生命的一刻 生命的一刻 生命的一刻 生命的一刻 **** 77.77.77.77. 喔喔喔喔！！！！跳舞吧 跳舞吧 跳舞吧 跳舞吧 ****

6 .6 .6 .6 . 高 興 高 興 高 興 高 興 24.24.24.24. 歌歌歌歌 42.42.42.42. 吉卜賽狂歡 吉卜賽狂歡 吉卜賽狂歡 吉卜賽狂歡 ((((短版短版短版短版)))) 60.60.60.60. 美麗的神話 美麗的神話 美麗的神話 美麗的神話 **** 78.78.78.78. 心滿意足 心滿意足 心滿意足 心滿意足 * * * * 

7 .7 .7 .7 . 黃芝士黃芝士黃芝士黃芝士 25.25.25.25. 想念你想念你想念你想念你 43.43.43.43. 女鼓手女鼓手女鼓手女鼓手 61.61.61.61. 小村婚禮小村婚禮小村婚禮小村婚禮 79.79.79.79. 天命難違 天命難違 天命難違 天命難違 

8 .8 .8 .8 . 夜傾情 夜傾情 夜傾情 夜傾情 * * * * 26.26.26.26. 孤雛夢 孤雛夢 孤雛夢 孤雛夢 **** 44.44.44.44. 五彩繽紛 五彩繽紛 五彩繽紛 五彩繽紛 **** 62.62.62.62. 慶 典慶 典慶 典慶 典 80.80.80.80. 手舞足蹈 手舞足蹈 手舞足蹈 手舞足蹈 

9 .9 .9 .9 . 人生之歌 人生之歌 人生之歌 人生之歌 **** 27.27.27.27. 葡萄戀歌 葡萄戀歌 葡萄戀歌 葡萄戀歌 **** 45.45.45.45. 愛爾蘭探戈 愛爾蘭探戈 愛爾蘭探戈 愛爾蘭探戈 **** 63.63.63.63. 初戀的地方初戀的地方初戀的地方初戀的地方 81.81.81.81. 直至最後 直至最後 直至最後 直至最後 ****

10 .10 .10 .10 . 總有你鼓勵總有你鼓勵總有你鼓勵總有你鼓勵 28.28.28.28. 以色列茉莉以色列茉莉以色列茉莉以色列茉莉 46.46.46.46. 庫爾德人庫爾德人庫爾德人庫爾德人 64.64.64.64. 抬頭望一望抬頭望一望抬頭望一望抬頭望一望 82.82.82.82. 盼 望 盼 望 盼 望 盼 望 ****

11 .11 .11 .11 . 最炫民族風最炫民族風最炫民族風最炫民族風 29.29.29.29. 崇高的上帝崇高的上帝崇高的上帝崇高的上帝 47.47.47.47. 莉 雅 莉 雅 莉 雅 莉 雅 65.65.65.65. 神鵰俠侶 神鵰俠侶 神鵰俠侶 神鵰俠侶 **** 83.83.83.83. 摩登舞會 摩登舞會 摩登舞會 摩登舞會 

12 .12 .12 .12 . 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 30.30.30.30. 流浪貓 流浪貓 流浪貓 流浪貓 48.48.48.48. 雙 眸雙 眸雙 眸雙 眸 66.66.66.66. 舊情人 舊情人 舊情人 舊情人 **** 84.84.84.84. 謎 謎 謎 謎 

13 .13 .13 .13 . 前赴聖城前赴聖城前赴聖城前赴聖城 31.31.31.31. 觸摸你的心觸摸你的心觸摸你的心觸摸你的心 49.49.49.49. 七人舞會 七人舞會 七人舞會 七人舞會 ## ## ## ## 67.67.67.67. 駐顏有術 駐顏有術 駐顏有術 駐顏有術 **** 85.85.85.85. 土耳其之吻土耳其之吻土耳其之吻土耳其之吻

14 .14 .14 .14 . 一點愛 一點愛 一點愛 一點愛 **** 32.32.32.32. 風向使者 風向使者 風向使者 風向使者 ######## 50.50.50.50. 第五十一師 第五十一師 第五十一師 第五十一師 ######## 68.68.68.68. 蘇丹神話蘇丹神話蘇丹神話蘇丹神話 86.86.86.86. 希望華爾滋希望華爾滋希望華爾滋希望華爾滋

15 .15 .15 .15 . 難兄難弟 難兄難弟 難兄難弟 難兄難弟 **** 33.33.33.33. 紅磨坊 紅磨坊 紅磨坊 紅磨坊 ######## 51.51.51.51. 池畔舞影 池畔舞影 池畔舞影 池畔舞影 **** 69.69.69.69. 哈囉女孩哈囉女孩哈囉女孩哈囉女孩 87.87.87.87. 森林之愛森林之愛森林之愛森林之愛

16 .16 .16 .16 . 醒 來醒 來醒 來醒 來 34.34.34.34. 茂林情歌茂林情歌茂林情歌茂林情歌 52.52.52.52. 牛仔華士 牛仔華士 牛仔華士 牛仔華士 **** 70.70.70.70. 美 麗 美 麗 美 麗 美 麗 88.88.88.88. 恰好的愛情 恰好的愛情 恰好的愛情 恰好的愛情 

17 .17 .17 .17 . 魔 笛魔 笛魔 笛魔 笛 35.35.35.35. 小妹妹 小妹妹 小妹妹 小妹妹 53.53.53.53. 茶葉青茶葉青茶葉青茶葉青 71.71.71.71. 詩般的夢幻 詩般的夢幻 詩般的夢幻 詩般的夢幻 **** 89.89.89.89. 小山丘小山丘小山丘小山丘

18 .18 .18 .18 . 來吧 來吧 來吧 來吧 ! ! ! ! 蘇蘇蘇蘇姗姗姗姗娜 娜 娜 娜 36.36.36.36. 樹的歌 樹的歌 樹的歌 樹的歌 ((((舊版舊版舊版舊版)))) 54.54.54.54. 湖光山色湖光山色湖光山色湖光山色 72.72.72.72. 藍色探戈 藍色探戈 藍色探戈 藍色探戈 **** 90.90.90.90. 捨不得你捨不得你捨不得你捨不得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