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015年3月22日(日)       時間: 2:00pm - 7:00pm       地點: 九龍灣啟業社區會堂 (免費入場)   

1 卡噹慈 以色列 26 煙花 以色列 51 樂與怒** 以色列 76 瑪雲 以色列

2 以色列人 以色列 27 鼓與長笛 以色列 52 短暫相聚** 以色列 77 心有所屬 以色列

3 故事人生 以色列 28 好運到 以色列 53 短暫的愛 以色列 78 微風 以色列

4 斯卡狄布開 以色列 29 利沙瑪 以色列 54 伊隆狄布開 以色列 79 天地 以色列

5 創世之光 以色列 30 高傲的少女 以色列 55 恰好的愛情 以色列 80 風雨情 以色列

6 花之戀** 以色列 31 夜來香** 以色列 56 喜迎親** 以色列 81 完成任務** 以色列

7 駐顔有術** 以色列 32 桃花香** 以色列 57 婚禮頌** 以色列 82 心中話** 以色列

8 的多迷你的多 馬其頓 33 從新開始 以色列 58 大法師 以色列 83 娜菲莉的歌聲 以色列

9 月下待杜鵑 自編 34 古月照今麈 自編 59 真相 以色列 84 Ben 自編

10 棋子 自編 35 絲路之旅 自編 60 昨日的夢 以色列 85 畢業生 自編

11 祝福你 以色列 36 與我同在 以色列 61 那裡的天 以色列 86 哈囉 以色列

12 水中舞 以色列 37 誠感主恩 以色列 62 午夜共舞 以色列 87 皇者巴素加 以色列

13 水之歌 以色列 38 不倒翁 以色列 63 沙漠之花 以色列 88 地中海 以色列

14 希臘水手 希臘 39 維拉美** 以色列 64 我的戈蘭高原 以色列 89 摩西他 以色列

15 歌唱 以色列 40 甜蜜的日子** 以色列 65 小鎮公主 以色列 90 香車美人 以色列

16 跟我走吧** 以色列 41 愛在明眸中 以色列 66 春風滿面 自編 91 小天鹅 俄羅斯

17 喔！跳舞吧** 以色列 42 幽暗之光 以色列 67 最後一夜** 自編 92 碎布標記吉卜賽 以色列

18 我的祈禱 以色列 43 別問我 以色列 68 腳踏車華士** 美國 93 期盼 以色列

19 我會留下來 以色列 44 雨點 以色列 69 羡慕 以色列 94 田園小徑** 以色列

20 希望之歌 以色列 45 別靠近我** 以色列 70 船長 以色列 95 路上交叉點** 以色列

21 希望在主 以色列 46 痛別離** 以色列 71 猶太旋律 以色列 96 高興 以色列

22 醒來 以色列 47 擁抱黑夜 以色列 72 愛與關懷 以色列 97 祈禱 以色列

23 圖像 以色列 48 桌上共舞 以色列 73 傳說 以色列 98 我們的國土 以色列

24 醉人的歌** 以色列 49 和平聖城 以色列 74 小小家用** 以色列 99 揮手 以色列

25 生命中的一刻** 以色列 50 哈囉 ! 女孩 以色列 75 母忘我** 以色列 100 祝禱以色列 以色列

土風舞之友集會時間為逢星期日 7:00pm-9:00pm

地點：保安道體育館舞蹈室  導師：鄒振強先生 (歡迎探社)

本社下次同樂會日期為: 2015年10月11日(星期日)

       土風舞之友    土風舞同樂日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