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 : : 1215121512151215----1745174517451745

1 我要高飛 以色列 27 莉雅 以色列 53 挑水姑娘 馬其頓 79 喜慶 以色列

2 卡噹慈 以色列 28 歡呼 以色列 54 立陶村莊 馬其頓 80 朗頓狄布開 以色列

3 珍格拉 以色列 29 歸途  ** 以色列 55 胡素勒卡 烏克蘭 81 天路           (長絲巾 ) 新編

4 卡麗露絲芙 俄羅斯 30 巴因格拉  ** 印度 56 基輔戈帕克舞 ** 烏克蘭 82 芭姬女子舞 匈牙利

5 青鬱的森林 俄羅斯 31 戴勒女子舞 保加利亞 57 斯洛伐克夏德西 ** 斯洛伐克 83 吉普賽女郎 吉普賽

6 湖西河圓環 羅馬尼亞 32 布內克女子舞    保加利亞 58 瑪莉波莎 以色列 84 阿里巴巴 以色列

7 安娜                    羅馬尼亞 33 絲路之旅 新編 59 珍惜好時光 以色列 85 卡丹小子 以色列

8 中古戰士 匈牙利 34 一把情種 新編 60 小天鵝 俄羅斯 86 流光 ** 以色列

9 尼亞拉女子舞 匈牙利 35 年青的樹 以色列 61 捷克之夜 ** 俄羅斯 87 波德魯鐵匠 土耳其

10 馬林 土耳其 36 好運到 以色列 62 卡馬倫斯卡雙人舞** 俄羅斯 88 賀帕之舞 土耳其

11 索瑪女郎 土耳其 37 蘿莉女孩 亞美尼亞 63 至少還有你 新編 89 手舞足蹈           保加利亞

12 心滿意足 ** 以色列 38 亞美尼亞王子 亞美尼亞 64 撒拉瑪 土耳其 90 跳起來  2014               羅馬尼亞

13 小小家用 ** 以色列 39 天地 以色列 65 黑葡萄 土耳其 91 惠基圓環 1997 羅馬尼亞

14 客家細妺 新編 40 真相 以色列 66 絮絮不休 以色列 92 火雞湯 羅馬尼亞

15 美麗的神話  ** 新編 41 白色馬珠兒 ** 波蘭 67 舞之子 以色列 93 三寸天堂     (長飄扇) 新編

16 名媛群芳舞 格魯吉亞 42 馬珠兒2號  ** 波蘭 68 牧羊人              羅馬尼亞 94 簫波希伯諾 保加利亞

17 可人兒 保加利亞 43 小辣椒 以色列 69 馬吉尼              羅馬尼亞 95 保志美士  # 4 保加利亞

18 古古尼斯高 保加利亞 44 十一少 以色列 70 春天華爾滋 以色列 96 百萬星宿 以色列

19 午夜樂韻 以色列 45 月琴 新編 71 埃隆狄布開 以色列 97 歸來舞吧 以色列

20 午夜共舞 以色列 46 月彎彎       (單扇) 新編 72 辣妹子             (雙扇) 新編 98 觸摸妳的心 以色列

21 阿達娜 亞美尼亞 47 歐巴斯2013 保加利亞 73 沙塵滾滾 羅馬尼亞 99 我會留下來 以色列

22 亞卡娜 亞美尼亞 48 伊利伊利 2013 保加利亞 74 大歡樂              羅馬尼亞  

23 新的一天降臨 土耳其 49 舒約科 ** 以色列 75 波波夫多斯高 保加利亞

24 違背她意 土耳其 50 跟我走吧** 以色列 76 優雅的女士      亞美尼亞

25 和丹奇 馬其頓 51 六拍皮帶舞       羅馬尼亞 77 新大地兒女 土耳其

26 溫泉山莊 馬其頓 52 安尼沙拉           羅馬尼亞 78 夢難圓 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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