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1/7/2014 (星期二)                    地點：啟業社區會堂        時間：2:00 - 7:00p.m.

1 就是現在 (以色列) 26 白色教堂 (保加利亞) 51 情願 (自編) 76 非男非女 (自編)

2 歡迎舞 (以色列) 27 青鬱的森林 (俄羅斯) 52 伊利伊利 2013 (保加利亞) 77 翠堤菩提 2005 (保加利亞)

3 小柳樹 (羅馬尼亞) 28 蜜蘇娜 (以色列) 53 拾穗 2013 (保加利亞) 78 舒維利 * (以色列)

4 婦女圓環 (羅馬尼亞) 29 比亞法城 (以色列) 54 東方鈴聲 (以色列) 79 西班牙戀曲 * (以色列)

5 叫我來 (以色列) 30 野花 (土耳其) 55 沙漠之夜 (以色列) 80 伏卡拿之舞 (羅馬尼亞)

6 午夜共舞 (以色列) 31 今生摯愛 (土耳其) 56 草原之歌 (捷克) 81 佐內坦尼拉沙巴 (羅馬尼亞)

7 來吧來吧 (亞美尼亞) 32 因為愛 (以色列) 57 斯洛伐克夏得西 * (斯洛伐克) 82 阿拉伯鼓舞 (以色列)

8 閃亮的女孩 (亞美尼亞) 33 舉棋不定 (以色列) 58 路哥殊雙人舞 * (羅馬尼亞) 83 巫醫 (以色列)

9 美麗的海洋 (以色列) 34 為了你 * (以色列) 59 撒瑪女郎 (匈牙利) 84 波依娜 (保加利亞)

10 美麗的大地 (以色列) 35 分手 * (以色列) 60 魔笛 (以色列) 85 貝拉 (保加利亞)

11 寒冷恰恰 (自編) 36 笑擁江山夢 (自編) 61 阿里巴巴 (以色列) 86 和丹奇 (馬其頓)

12 土耳其男子舞 (土耳其) 37 阿達那 (亞美尼亞) 62 美麗的卡蒂亞 (保加利亞) 87 少女祈雨舞 (塞爾維亞)

13 和平天使 (以色列) 38 埃沙朗 (亞美尼亞) 63 土耳其風笛 (土耳其) 88 刺蝟 (羅馬尼亞)

14 情火 * (以色列) 39 比定遊戲 (保加利亞) 64 愛的光芒 * (以色列) 89 戈沙 (保加利亞)

15 啼鳥 * (以色列) 40 迎仲夏 (波蘭) 65 愛的呼喚 * (以色列) 90 紡織奶奶 (保加利亞)

16 天命難違 (以色列) 41 鷹姿 (波蘭) 66 舞步 (以色列) 91 因愛而來 * (以色列)

17 毋需介懷 (以色列) 42 天地 (以色列) 67 一路順風 (自編) 92 暴風雨 (以色列)

18 夜闌人靜 (以色列) 43 我要留下來 (以色列) 68 卡魯袖 (羅馬尼亞) 93 鄉土情懷 (以色列)

19 入伍 (羅馬尼亞) 44 酒不醉人人自醉 (以色列) 69 邦士弟男子舞 (羅馬尼亞) 94 夏天之末 * (以色列)

20 小心翼翼 (羅馬尼亞) 45 巴布手舞 (保加利亞) 70 這一首歌 (以色列) 95 短暫相聚 * (以色列)

21 天與地 (以色列) 46 尤利沃翠堤菩提 (保加利亞) 71 誰能及你 (以色列) 96 夜光芒 (以色列)

22 莫舒雅 (以色列) 47 英雄峰 (以色列) 72 探戈舞會 * (自編) 97 地中海 (以色列)

23 滾滾紅塵 (自編) 48 天長地久 * (以色列) 73 美麗的姑娘 * (自編) 98 為主歌唱 (以色列)

24 鄉愁 * (自編) 49 雨中情 * (以色列) 74 土魯克狄布開 (以色列) 99 一千夜 (以色列)

25 歸來的帥哥 * (克羅地亞) 50 雷肯斯可 (馬其頓) 75 天使狄布開 (以色列) 100 看著我 (以色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