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014年10月12日(日)         時間: 3:30pm - 8:30pm         地點: 蒲崗村道(樂歡樓)慈雲山社區會堂

1 天命難違 以色列 26 走天涯 新編 51 小天鹅 俄羅斯 76 微風 以色列
2 心亂 以色列 27 你令我快樂過 新編 52 真善美** 新編 77 卡噹慈 以色列
3 小姑娘 以色列 28 風雨愛人 新編 53 白色馬珠兒** 波蘭 78 哈囉！女孩 以色列
4 總有妳鼓勵 新編 29 籐籃 以色列 54 來吧蘇珊娜 以色列 79 喔！跳舞吧** 以色列
5 聽一聽 新編 30 與我同在 以色列 55 我的邦尼 以色列 80 卡馬倫斯卡** 俄羅斯
6 巴西狂歡 以色列 31 圖像 以色列 56 特巴斯 以色列 81 純真 以色列
7 毋忘我** 以色列 32 歌唱 以色列 57 祝福你 以色列 82 美妙的音樂 以色列
8 夜雨** 以色列 33 跟我走吧** 以色列 58 愛的呼喚** 以色列 83 夜來香** 以色列
9 古月照今塵 新編 34 苦戀** 以色列 59 甜蜜的擁抱** 以色列 84 完成任務** 以色列

10 我的驕傲 新編 35 不愛請閃開 新編 60 擁有你 以色列 85 月下待杜鵑 新編
11 故鄉 新編 36 鴿子情缘 新編 61 木船 以色列 86 肚皮舞 以色列
12 地中海 以色列 37 縴夫之愛 新編 62 樹的歌 以色列 87 瑪雲 以色列
13 年青的樹 以色列 38 誠感主恩 以色列 63 愛的諾言 以色列 88 羨慕 以色列
14 我會留下來 以色列 39 煙花 以色列 64 搖動著我 以色列 89 策騎 以色列
15 花之戀** 以色列 40 駐顔有術** 以色列 65 朵兒尋夢舞** 波蘭 90 猶太旋律 以色列
16 我家在那裏** 新編 41 探戈舞會** 新編 66 可愛的森巴** 以色列 91 皇后來了 以色列
17 姊姊妹妹站起來 新編 42 希利 以色列 67 短暫的愛 以色列 92 和平 以色列
18 舞月亮 新編 43 風雪中的佳人 俄羅斯 68 仁愛牧者 以色列 93 和平和平 以色列
19 呼喚 新編 44 一團糟 以色列 69 哈囉 以色列 94 和平聖城 以色列
20 站在高崗上 台灣 45 午夜共舞 以色列 70 土耳其之吻 以色列 95 和平萬歲 以色列
21 馬尼夏利 以色列 46 天地 以色列 71 創世紀 以色列 96 和平頌 以色列
22 高興 以色列 47 阿蒂娜** 以色列 72 痛別離** 以色列 97 祈求和平 以色列
23 唱和跳 以色列 48 盼望** 以色列 73 最後華士** 新編 98 頌讚和平 以色列
24 請說妳愛我** 以色列 49 俄羅斯之茶 俄羅斯 74 伊隆狄布開 以色列
25 醉人的歌** 以色列 50 沙漠之花 以色列 75 從新開始 以色列

土風舞之友集會時間為逢星期日 7:00pm-9:00pm

地點：保安道大活動室   導師：鄒振強先生 (歡迎探社)

本社下次同樂會日期為: 2015年3月22日(星期日)

       土風舞之友主辦：27週年社慶土風舞同樂日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