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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積高的梯子 （以色列） 28) 成長的奧秘 （以色列） 55) 夜半無人私語時 ＊ （以色列）

2) 水    舞 （以色列） 29) 圓轉撲克 （波    蘭） 56) 山蔭道上 （以色列）

3) 山谷圓環舞 （以色列） 30) 尋夢舞一號 ＊ （波    蘭） 57) 遠居異地 （以色列）

4) 大衛旋律 （以色列） 31) 自強不息 （亞美尼亞） 58) 小天鵝 （俄羅斯）

5) 自由的呼聲 （以色列） 32) 蘿莉女孩 （亞美尼亞） 59) 盛開的花朶 （俄羅斯）

6) 安息日 （以色列） 33) 歌    蒂 （土耳其） 60) 卻雷斯基 （捷    克）

7) 愛    慕 （保加利亞） 34) 男子競技舞 （匈牙利） 61) 杜那托里跳躍舞 （匈牙利）

8) 意得利 （羅馬尼亞） 35) 華夏先生 ＊ （以色列） 62) 莫札特屠夫樂 （希　臘）

9) 施爾蘭德 （羅馬尼亞） 36) 大海之歌 （以色列） 63) 花利士之舞 （希　臘）

10) 兩朶玫瑰 ＊ （以色列） 37) 歐帕古帕可樂 （塞爾維亞） 64) 美麗的裝飾 （吉爾吉斯）

11) 無盡的愛 （以色列） 38) 來吧蘇珊娜 （以色列） 65) 漢雲斯基查得士 （捷    克）

12) 最愛的兒子 （以色列） 39) 水之歌 （以色列） 66) 印    度 （以色列）

13) 匈牙利旋律 （匈牙利） 40) 那布拉耶 （克羅地亞） 67) 堅信不移 （以色列）

14) 蘇穆基女郎 （匈牙利） 41) 盛裝的女孩 （克羅地亞） 68) 在遊逛場上 （以色列）

15) 樹的歌 （以色列） 42) 木    槌 （土耳其） 69) 幸運熊 （羅馬尼亞）

16) 悅耳的音符 （以色列） 43) 伊斯潘諾屠夫 （土耳其） 70) 伊娜伊娜 （羅馬尼亞）

17) 高士亞路娜 （羅馬尼亞） 44) 俄國圓環 （俄羅斯） 71) 楓葉飄飄 ＊ （美    國）

18) 野    花 （土耳其） 45) 期    待 （俄羅斯） 72) 美洲第七天 （以色列）

19) 振奮吧 （以色列） 46) 新斯波雲卡 （保加利亞） 73) 葉亞布 （以色列）

20) 森林之愛 （以色列） 47) 搖搖擺擺 （以色列） 74) 利亞寶貝 （以色列）

21) 美好途徑 （以色列） 48) 及時行樂 （以色列） 75) 舊曲旋律 ＊ （以色列）

22) 希望華爾滋 （以色列） 49) 嗩吶之舞 （亞美尼亞） 76) 愛的火花 （以色列）

23) 曼第尼男子舞 （羅馬尼亞） 50) 活潑的女孩 （羅馬尼亞） 77) 想念你 （以色列）

24) 站在高崗上 （新　編） 51) 啼    鳥 ＊ （以色列） 78) 週末黃昏 （以色列）

25) 出塞曲 （新　編） 52) 探戈舞會 ＊ （新　編） 79) 一千夜 （以色列）

26) 藍色的山 ＊ （以色列） 53) 不渝愛情 （以色列） 80) 美麗的海洋 （以色列）

27) 冼滌心靈 （以色列） 54) 狄布卡歐德 （以色列） 81) 幸福人生 （以色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