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4201420142014年年年年10101010月月月月2222日日日日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30103010301030----1530153015301530

1 手足情 以色列 27 哥薩克森林 俄羅斯 53 名媛群芳舞 格魯吉亞 79 飲勝 羅馬尼亞

2 重歸我土 以色列 28 月彎彎      (單扇) 自編 54 河塘月色 新編 80 土耳其風笛 土耳其

3 小柳樹 羅馬尼亞 29 為愛情乾杯 新編 55 辣妹子     (雙扇) 新編 81 和丹奇 馬其頓

4 巴拿蒂安拿 羅馬尼亞 30 四大部落 以色列 56 小莎拉 以色列 82 天 地 以色列

5 右向女子圓環 保加利亞 31 冼滌心靈 以色列 57 最愛的兒子 以色列 83 祝福你 以色列

6 少年卡利路 保加利亞 32 手舞足蹈 保加利亞 58 太 太 ** 希臘 84 塞爾維亞小步舞 塞爾維亞

7 美好途徑 以色列 33 伊利伊利2013 保加利亞 59 希臘雙人舞  ** 希臘 85 年青人可樂 塞爾維亞

8 一千夜 以色列 34 卡麗露絲芙 俄羅斯 60 安 娜 羅馬尼亞 86 小提琴華士 ** 以色列

9 舊曲旋律 ** 以色列  35 盛開的花朵 俄羅斯 61 梅赫丁茨 羅馬尼亞 87 龍之家族 ** 以色列

10 探戈依斯康地諾 ** 美國 36 亞爾巴尼亞女子舞 阿爾巴尼亞 62 索瑪女郎 土耳其 88 斯特比斯 羅馬尼亞

11 溫泉山莊 馬其頓 37 安妮摩莉露茜 阿爾巴尼亞 63 波德魯鐵匠 土耳其 89 牧羊人 羅馬尼亞

12 的多迷里的多 馬其頓 38 誠心禱告 ** 以色列 64 冬 至 以色列 90 創世之光 以色列

13 水之歌 以色列 39 醉人的歌 ** 以色列 65 大躍進 以色列 91 瑪莉波莎 以色列

14 真 相 以色列 40 吉普賽女郎 吉普賽 66 嗩吶之舞 亞美尼亞 92 黑貓探戈 ** 新編

15 賀帕之舞 土耳其 41 貝也塔 中亞 67 蘿莉女孩 亞美尼亞 93 歡樂的跳吧 ** 維吾爾族

16 歸來之歌 日本 42 阿里巴巴 以色列 68 我的戈蘭高原 以色列 94 恰好的愛情 以色列

17 百合花 ** 以色列 43 斯 瑪 以色列 69 年青的樹 以色列 95 阿拉伯鼓舞 以色列

18 流 光* 以色列 44 砂灣湖 亞美尼亞 70 標 奇  ** 捷克 96 布內克女子舞 保加利亞

19 娜沙利 亞美尼亞 45 法沙利 亞美尼亞 71 巴布手舞 保加利亞 97 六拍皮帶舞 羅馬尼亞

20 最 愛 亞美尼亞 46 可人兒 保加利亞 72 米 特 保加利亞 98 春天華爾滋 以色列

21 錫比多比 保加利亞 47 美麗的卡蒂亞 保加利亞 73 美妙的日子 以色列 99 十一少 以色列

22 牽 手 保加利亞 48 祼足女孩 黎巴嫩 74 光照我的心 以色列 100 歸來舞吧 以色列

23 觸摸妳的心 以色列 49 舍哈利 亞述 75 跟我走吧** 以色列 101 桌上共舞 以色列

24 渴望之歌 以色列 50 埃隆狄布開 以色列 76 一把情種 新編 102 回到屋簷下 以色列

25 歸來的帥哥  ** 克羅地亞 51 及時行樂 以色列 77 絲路之旅 新編 103 我會留下來 以色列

26 捷克之夜 ** 俄羅斯 52 山地女子舞 格魯吉亞 78 羅馬子民 羅馬尼亞 104 三寸天堂 新編

土風舞同樂日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 : : 黃大仙社區中心黃大仙社區中心黃大仙社區中心黃大仙社區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