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藝坊十一週年慶土風舞同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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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隨心所欲 （以色列） 45. 瑪 雲 （以色列） 

2. 天 父 （以色列） 46. 科易士加 （羅馬尼亞） 
3. 毋須介懷 （以色列） 47. 砂灣湖 （亞美尼亞） 
4. 葉亞布 （以色列） 48. 快樂水手  （美  國） 
5. 積高的梯子 （以色列） 49. 親愛的祖國 （以色列） 
6. 多啊狄布開 （以色列） 50. 阿爾巴尼亞女子舞 （阿爾巴尼亞） 
7. 淚 水 （以色列） 51. 醉人的歌  （以色列） 
8. 振奮吧 （以色列） 52. 歐塔尼亞女子舞 （羅馬尼亞） 
9. 誠感主恩 （以色列） 53. 奇哈瑪女子舞 （羅馬尼亞） 

10. 戴勒女子舞 （保加利亞） 54. 天降福星 （以色列） 
11. 週末晚上 （美  國） 55. 舞吧 2013 （以色列） 
12. 美麗的大地 （以色列） 56. 安 娜 （羅馬尼亞） 
13. 三月桃花  （台  灣） 57. 牽 手 （保加利亞） 
14. 史拔牧歌 （羅馬尼亞） 58. 優雅的女士 （亞美尼亞） 
15. 火鷄湯 （羅馬尼亞） 59. 小茶店   （新  編） 
16. 魁特島 （希  臘） 60. 沙漠之花 （以色列） 
17. 高傲的少女 （以色列） 61. 絮絮不休 （以色列） 
18. 惠基圓環 2012 （羅馬尼亞） 62. 蜜糖舞 （以色列） 
19. 溫泉山莊 （馬其頓） 63. 小提琴華士  （以色列） 
20. 烏克蘭小品 （烏克蘭） 64. 格魯吉亞戰士 （以色列） 
21. 金色華爾滋 （以色列） 65. 四人萊茵河  （德 國） 
22. 土耳其之吻 （以色列） 66. 薩瑪女郎 （匈牙利） 
23. 瑪 地 （羅馬尼亞） 67. 卡普華徵兵舞 （匈牙利） 
24. 安妮沙拉 （羅馬尼亞） 68. 國際撲克  （美  國） 
25. 燭光與香水  （以色列） 69. 吉卜賽狂歡 （羅馬尼亞） 
26. 茂林情歌 （台  灣） 70. 達阿尼 （羅馬尼亞） 
27. 杖鼓舞 （朝  鮮） 71. 祼足女孩 （塞爾維亞） 
28. 晨曦漫步 （羅馬尼亞） 72. 我會留下來 （以色列） 
29. 克里特旋律 （希  臘） 73. 勇士舞  （波  蘭） 
30. 週末黃昏 （以色列） 74. 張開你的眼 （以色列） 
31. 三生緣  （以色列） 75. 秘 密 （以色列） 
32. 勇格西 （土耳其） 76. 田納西華士  （美  國） 
33. 違背她意 （土耳其） 77. 荷塘月色 （新  編） 
34. 森林之愛 （以色列） 78. 桔梗花 （朝  鮮） 
35. 安息日 （以色列） 79. 印 度 （以色列） 
36. 誰是幸運兒 （羅馬尼亞/吉卜賽） 80. 聖 靈 （以色列） 
37. 胡素勒卡 （烏克蘭） 81. 黛綠年華  （以色列） 
38. 販子舞  （俄羅斯） 82. 天與地 （以色列） 
39. 遠居異地 （以色列） 83. 瑪里波薩 （以色列） 
40. 祝福你 （以色列） 84. 隨風而逝 （以色列） 
41. 來吧來吧 （亞美尼亞） 85. 水之歌 （以色列） 
42. 蘿莉女孩 （亞美尼亞） 86. 少女美拉卓 （以色列） 
43. 閃亮的女孩 （亞美尼亞） 87. 光陰似箭 （以色列） 
44. 舊曲旋律  （以色列） 88. 為你歡唱 （以色列） 

 

＊日期～6-9-2014（星期六）     ＊時間～4:15-8:45pm.     ＊地點～紅磡社區會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