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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 9:45pm6:00 ~ 9:45pm6:00 ~ 9:45pm6:00 ~ 9:45pm

麗港城茜草灣鄰里社區中心麗港城茜草灣鄰里社區中心麗港城茜草灣鄰里社區中心麗港城茜草灣鄰里社區中心

序舞序舞序舞序舞 Part IIPart IIPart IIPart II〔〔〔〔90 90 90 90 minsminsminsmins....〕〕〕〕

多美麗 〔以色列〕 教我如何讚美你 * 〔以色列〕 朱曼亞鐵克 〔以色列〕 葉地尼夫斯 〔以色列〕

所羅門王之光輝 〔以色列〕 山谷圓環舞 〔以色列〕 夜闌人靜 〔以色列〕 叫我來 〔以色列〕

蛇　舞 〔希　臘〕 月桃花 〔自　編〕 偉大的祖國 〔以色列〕 辛丘那 〔以色列〕

求雨舞 〔以色列〕 木鞋舞 * 〔立陶宛〕 尼可達 〔以色列〕 哭牆之樂 〔以色列〕

奇姬地 * 〔愛沙尼亞〕 兩朵玫瑰 * 〔以色列〕 他他魯其卡 〔俄羅斯〕 歡樂歌曲 〔以色列〕

…………………………………… 週末晚上 〔美    國〕 到小島之路 * 〔蘇格蘭〕 農家子弟 〔羅馬尼亞〕

Part IPart IPart IPart I〔〔〔〔90 90 90 90 minsminsminsmins....〕〕〕〕 光明在前 〔以色列〕 空軍舞 * 〔美　國〕 困擾的駱駝 〔土耳其〕

晨　曦 〔以色列〕 苦盡甘來 〔以色列〕 方形探戈 * 〔英、美國〕 狄布卡歐德 〔以色列〕

戈蘭高地 〔以色列〕 二人同樂 * 〔愛爾蘭〕 天降福星 〔以色列〕 夜玫瑰 * 〔以色列〕

白雪滿城 〔以色列〕 蓮娜小姐 * 〔德    國〕 春之詩歌 〔以色列〕 仙杜雲尼拉 * 〔意大利〕

奮起舞 〔以色列〕 馬車夫 〔以色列〕 無盡的愛 〔以色列〕 飛鴿傳訊 * 〔以色列〕

阿露娜 〔羅馬尼亞〕 黛綠年華 * 〔以色列〕 農民舞 ## 〔德    國〕 勇士舞 * 〔波    蘭〕

拉里古拉拉 * 〔自    编〕 沙漠之歌 * 〔美　國〕 羚羊舞 〔以色列〕 巴康之歌 * 〔自　編〕

栗樹舞 * 〔英　國〕 自由的呼聲 〔以色列〕 龍　舞 〔以色列〕 真善美 * 〔自　編〕

凡格里探戈 * 〔美　國〕 先知以利亞 〔以色列〕 四男舞 # 〔德    國〕 燭光與香水 * 〔以色列〕

哈達圓環 〔以色列〕 探戈華士 * 〔自　編〕 小風車 # 〔拉脫維亞〕 以色列以色列 〔以色列〕
阿特巴尼 〔以色列〕 山地賞月舞 〔自　編〕 尊榮華士 * 〔美　國〕 喀什噶爾舞曲 〔自　編〕

純潔的人兒 〔以色列〕 比亞法城 〔以色列〕 奧克拉荷馬混合舞 ** 〔美　國〕 可利多 * 〔墨西哥〕

蘇珊娜 ## 〔美　國〕 和諧舞 〔以色列〕 雙重拍掌撲克 ** 〔捷    克〕 舊　情 * 〔以色列〕

農家樂 〔以色列〕 金色小麥 〔以色列〕 以色列馬則卡 * 〔美　國〕 中古戰士 〔匈牙利〕

保拿加利 〔以色列〕 不要怕 〔以色列〕 坦托里 * 〔瑞    典〕 在我的駱駝背上 〔以色列〕

四人萊茵河 # 〔德　國〕 耶路撒冷圓環 〔以色列〕 迷途的小鳥 〔自    编〕 松樹舞 〔以色列〕

希望在明天 Δ 〔以色列〕 保志美士 〔保加利亞〕 藍色探戈 * 〔自　編〕 快樂水手 * 〔美　國〕

碰碰撲克 * 〔美　國〕 快樂恰恰 〔塞爾維亞〕 尼查林 〔以色列〕 牧羊女 〔以色列〕

風流寡婦 * 〔自　編〕 潑水舞〔舊法〕 〔以色列〕 載歌載舞 〔以色列〕 ……………………………………

街頭舞者 ** 〔美　國〕 國際撲克 * 〔自　編〕 以色列鈴鼓舞 * 〔以色列〕 珍重再見珍重再見珍重再見珍重再見

吉卜賽撲克 ** 〔丹　麥〕 三生緣 * 〔以色列〕 花都圓環舞 * 〔葡萄牙〕 販子舞 * 〔俄羅斯〕
魏吉斯 * 〔瑞    士〕 意大利鈴鼓舞 * 〔意大利〕 甜蜜的大地 〔以色列〕 手足情深 〔以色列〕

快樂農村 〔自　編〕 亞歷山大 * 〔俄羅斯〕 祝福我們 〔以色列〕 沙漠進行曲 〔以色列〕

小茶店 * 〔自　編〕 藝術家的生涯 * 〔自　編〕 田納西華士 * 〔美　國〕 積高的梯子 〔以色列〕
銀翼飛飛 〔以色列〕 愛曲難忘 * 〔以色列〕 站在高崗上 〔自　編〕 營火圓環 〔以色列〕

** ** ** ** 為切合主題 為切合主題 為切合主題 為切合主題 ~ ~ ~ ~ 聞歌起舞聞歌起舞聞歌起舞聞歌起舞，，，，兩部份的舞曲將隨机播放兩部份的舞曲將隨机播放兩部份的舞曲將隨机播放兩部份的舞曲將隨机播放。。。。太多想跳太多想跳太多想跳太多想跳，，，，如未能盡如人意如未能盡如人意如未能盡如人意如未能盡如人意，，，，請下回再聚共舞請下回再聚共舞請下回再聚共舞請下回再聚共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