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土風舞聯會主辦土風舞同樂日會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 2014年年年年5月月月月25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2:15pm ~ 6:30pm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茜草灣鄰里社區中心茜草灣鄰里社區中心茜草灣鄰里社區中心茜草灣鄰里社區中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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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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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歌唱歌唱歌唱歌唱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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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從新開始從新開始從新開始從新開始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2) 他基杜拿他基杜拿他基杜拿他基杜拿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2) 紫丁香紫丁香紫丁香紫丁香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2 舞在比西斯托夫 舞在比西斯托夫 舞在比西斯托夫 舞在比西斯托夫 斯洛伐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

3) 卡噹慈卡噹慈卡噹慈卡噹慈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3) 慶典慶典慶典慶典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3) 週末晚上週末晚上週末晚上週末晚上 美  國美  國美  國美  國 63 希臘水手 希臘水手 希臘水手 希臘水手 希臘希臘希臘希臘

4) 高興高興高興高興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4) 朗頓狄布開朗頓狄布開朗頓狄布開朗頓狄布開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4) 歌歌歌歌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4 戴帽的男人戴帽的男人戴帽的男人戴帽的男人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 一千夜一千夜一千夜一千夜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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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圓轉撲克 圓轉撲克 圓轉撲克 圓轉撲克 波蘭波蘭波蘭波蘭 65 琵琶曲琵琶曲琵琶曲琵琶曲******** 自  編自  編自  編自  編

6) 天父天父天父天父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6) 和平聖城和平聖城和平聖城和平聖城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6) 故事人生故事人生故事人生故事人生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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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野花 野花 野花 野花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27) 鄉村行 鄉村行 鄉村行 鄉村行 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 47) 卻蕾斯基卻蕾斯基卻蕾斯基卻蕾斯基 捷克捷克捷克捷克 67 蜜糖蜜糖蜜糖蜜糖舆舆舆舆牛奶牛奶牛奶牛奶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 痛別離痛別離痛別離痛別離********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8) 爱爱爱爱爾蘭探戈爾蘭探戈爾蘭探戈爾蘭探戈******** 自  編自  編自  編自  編 48) 紅磨坊紅磨坊紅磨坊紅磨坊#### 蘇格蘭蘇格蘭蘇格蘭蘇格蘭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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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母忘我母忘我母忘我母忘我********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9) 上路上路上路上路********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9) 風向使者風向使者風向使者風向使者#### 蘇格蘭蘇格蘭蘇格蘭蘇格蘭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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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幸運熊 幸運熊 幸運熊 幸運熊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30) 希望華爾滋希望華爾滋希望華爾滋希望華爾滋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0) 魔笛魔笛魔笛魔笛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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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創傷創傷創傷創傷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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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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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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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手足情手足情手足情手足情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2) 微風微風微風微風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2 亞卡娜亞卡娜亞卡娜亞卡娜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72 請說妳愛我請說妳愛我請說妳愛我請說妳愛我********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3) 月下待杜鵑月下待杜鵑月下待杜鵑月下待杜鵑 自  編自  編自  編自  編 33) 水中舞水中舞水中舞水中舞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3 西班牙蝴蝶西班牙蝴蝶西班牙蝴蝶西班牙蝴蝶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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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喜慶喜慶喜慶喜慶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4) 少女瑪莎哪少女瑪莎哪少女瑪莎哪少女瑪莎哪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4 詩般的夢幻詩般的夢幻詩般的夢幻詩般的夢幻******** 自  編自  編自  編自  編 74 最愛 最愛 最愛 最愛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15) 快樂願望快樂願望快樂願望快樂願望********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5) 喔跳舞吧喔跳舞吧喔跳舞吧喔跳舞吧********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5 真善美真善美真善美真善美 ** ** ** ** 奧地利奧地利奧地利奧地利 75 盛裝的女孩 盛裝的女孩 盛裝的女孩 盛裝的女孩 克羅地亞克羅地亞克羅地亞克羅地亞

16) 探戈舞會探戈舞會探戈舞會探戈舞會******** 自  編自  編自  編自  編 36) 存在有妳存在有妳存在有妳存在有妳********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6 來吧來吧來吧來吧!!!!蘇姍娜蘇姍娜蘇姍娜蘇姍娜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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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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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跳躍的拍手跳躍的拍手跳躍的拍手跳躍的拍手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7 純真純真純真純真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7 江河水江河水江河水江河水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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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無人能比無人能比無人能比無人能比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8 華麗的女孩華麗的女孩華麗的女孩華麗的女孩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19) 花之戀花之戀花之戀花之戀********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9) 池畔舞影池畔舞影池畔舞影池畔舞影******** 自  編自  編自  編自  編 59 田納西華士田納西華士田納西華士田納西華士******** 美  國美  國美  國美  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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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舒約科舒約科舒約科舒約科********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0 夜雨夜雨夜雨夜雨********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