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015年五月一日 地 點 : 啟 業 社 區 中 心 禮 堂 時 間 : 1500-1930 
1 每年 以色列 31 叫我來 以色列 61 以我全心 以色列

2 及時行樂 以色列 32 特巴斯 以色列 62 沙漠之夜 以色列

3 安尼沙拉 羅馬尼亞 33 波得魯鐵匠 土耳其 63 無賴英雄 印度

4 小柳樹 羅馬尼亞 34 土耳其男子舞 土耳其 64 四大部落 以色列

5 快樂願望 ** 以色列 35 米蘭恰恰 自編 65 啦啦樂園 以色列

6 多麼可惜 ** 以色列 36 山地女子舞 格魯吉亞 66 亞菲達 ** 以色列

7 摩西教律 以色列 37 名媛群芳舞 格魯吉亞 67 迎仲夏                    波蘭

8 秘密 以色列  38 安娜 羅馬尼亞 68 可人兒 保加利亞

9 月光曲 保加利亞 39 飲勝 羅馬尼亞 69 和丹奇 馬其頓

10 班高華珍尼沙 保加利亞 40 期待 俄羅斯 70 阿爾巴尼亞圓環 阿爾巴尼亞

11 安妮摩莉露茜 阿爾巴尼亞 41 盛開的花朵 俄羅斯 71 烏格魯 匈牙利

12 科德魯男子舞 羅馬尼亞  42 捷克之夜 ** 俄羅斯 72 尼亞拉女子舞 匈牙利12 科德魯男子舞 羅馬尼亞  42 捷克之夜 ** 俄羅斯 72 尼亞拉女子舞 匈牙利

13 烏克蘭重踏舞 烏克蘭 43 天堂路 印度 73 波希米亞女子跳躍舞 ** 捷克

14 別列茲尼安卡 ** 烏克蘭  44 斯特比斯 羅馬尼亞 74 標奇  ** 捷克

15 胡素勒卡 烏克蘭 45 天與地 以色列 75 逹阿尼 羅馬尼亞

16 索瑪女郎 土耳其 46 蓬車隊 以色列 76 跛行 羅馬尼亞

17 52亞阿里帕沙 土耳其 47 月彎彎 自編 (單扇) 77 我的戈蘭高原 以色列

18 水之歌 以色列 48 辣妹子 自編 (雙扇) 78 埃隆狄布開 以色列

19 潑水舞 以色列 49 梅赫丁茨 羅馬尼亞 79 斯洛伐克夏得西 ** 斯洛伐克

20 雷肯斯可 馬其頓 50 奧比古達 羅馬尼亞 80 觸摸妳的心 以色列

21 十一少 以色列 51 外喀爾巴阡舞 烏克蘭 81 以色列、以色列 以色列
22 春天華爾滋 以色列 52 比托尼諾圓環 保加利亞 82 帕杜露尼斯 羅馬尼亞

23 強盜舞 波蘭 53 酒祭 以色列 83 呼拉混合舞 羅馬尼亞

24 斯卓特單人舞 波蘭 54 歌唱 以色列 84 喜迎親 ** 以色列

25 瑪雲 以色列 55 純情 以色列 85 摩西的好友 以色列

26 激情狄布開 以色列 56 九段 保加利亞 86 地中海之窗 以色列

27 夜的心** 以色列 57 希臘雙人舞 ** 希臘 87 謎 以色列

28 沙漠之夜 ** 以色列 58 夜般甜密  ** 自編 88 天地 以色列

29 基輔戈帕克舞 ** 烏克蘭 59 河達跳躍 羅馬尼亞 89 午夜樂韻 以色列

30 烏克蘭拍掌舞 烏克蘭 60 布林丁呼拉 羅馬尼亞 90 我要留下來 以色列30 烏克蘭拍掌舞 烏克蘭 60 布林丁呼拉 羅馬尼亞 90 我要留下來 以色列

舞蹈介紹時間:1415-1500   **鳴謝 : 劉定國先生 / 馮杏美女士 光臨指導 **       歡迎光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