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2015年5月17日(星期日)                       時間：2:00－ 7:00 p.m.

1 鼓掌歡迎 (以色列) 26 和丹奇 (馬其頓) 51 迪卡狄布開 (以色列) 76 無賴英雄 (印度)

2 布卡拉 (以色列) 27 廸夫雷圓環 (馬其頓) 52 悦耳的長笛 (以色列) 77 槍林彈雨 (印度)

3 天與地 (以色列) 28 埃沙朗 (亞美尼亞) 53 誠信 (以色列) 78 我們結婚吧 (亞美尼亞)

4 卡鮮查之花 (羅馬尼亞) 29 搖擺的塔蜜兒 (亞美尼亞) 54 真相 (以色列) 79 阿達那 (亞美尼亞)

5 帕杜露尼斯 (羅馬尼亞) 30 永恒之歌 (亞美尼亞) 55 歌 (以色列) 80 龐圖里 (羅馬尼亞)

6 庫德混合舞 (土耳其) 31 小牧童 (羅馬尼亞) 56 情人山* (以色列) 81 小柳樹 (羅馬尼亞)

7 阿塞拜疆女子舞 (土耳其) 32 步步為營 (羅馬尼亞) 57 哭泣的遊戲* (以色列) 82 保索維卡 (羅馬尼亞)

8 三次的旋律 (保加利亞) 33 變奏的察巴拉 (羅馬尼亞) 58 舒維利 * (以色列) 83 雙人跳起來* (羅馬尼亞)

9 比托尼諾圓環 (保加利亞) 34 法拉弗* (以色列) 59 來吧蘇珊娜 (以色列) 84 歐古柏村之舞 (保加利亞)

10 俄羅斯圓環 (俄羅斯) 35 路上交义點* (以色列) 60 托多拉女孩 (保加利亞) 85 波亞利伊士卡 (保加利亞)

11 卡麗露絲芙 (俄羅斯) 36 噢!夜晚* (以色列) 61 依士魯強卡 (保加利亞) 86 拉莉 (保加利亞)

12 少女祈雨舞 (塞爾維亞) 37 圓轉撲克 (波蘭) 62 真古依沙2015 (保加利亞) 87 彼蓮士高圓環* (保加利亞)

13 卡克美 (塞爾維亞) 38 斯卓特單人舞 (波蘭) 63 盲人遊戲 (保加利亞) 88 江湖行 (自編)

14 希臘雙人舞* (希臘) 39 迎仲夏 (波蘭) 64 斯里文翠堤菩提 (保加利亞) 89 夢駝鈴 (自編)

15 卓貝卡雙人舞* (斯洛伐克) 40 青鬱的森林 (俄羅斯) 65 土耳其風笛 (土耳其) 90 心窗 (以色列)

16 午夜共舞 (以色列) 41 高漢斯 (俄羅斯) 66 勇格西 (土耳其) 91 每年 (以色列)

17 天命難違 (以色列) 42 三寸天堂 (自編) 67 巴提沙巴舞 (羅馬尼亞) 92 嫁妝 (以色列)

18 昨日的夢 (以色列) 43 烏克蘭拍掌舞 (烏克蘭) 68 梅赫丁茨 (羅馬尼亞) 93 莫舒亞 (以色列)

19 東方之牆 (以色列) 44 外喀爾巴阡舞 (烏克蘭) 69 跳起來 (羅馬尼亞) 94 水之歌 (以色列)

20 心滿意足* (以色列) 45 胡素勒卡 (烏克蘭) 70 慕雷斯男子舞 (羅馬尼亞) 95 夜闌人靜 (以色列)

21 心心相印* (以色列) 46 美麗的裝飾 (吉爾吉斯) 71 卻雷斯基 (捷克) 96 磨練愛情 (以色列)

22 塞外夢鄉* (自編) 47 黃蘋果 (保加利亞) 72 拉斯哥馬珠兒* (捷克) 97 歸來舞吧 (以色列)

23 站在高崗上 (自編) 48 美麗的卡蒂亞 (保加利亞) 73 愛情故事* (捷克) 98 給阿薩夫的歌 (以色列)

24 魯瑪利悠族之舞 (印度) 49 碧斯提沙科巴尼沙 (保加利亞) 74 傳情達意 (印度) 99 我的戈蘭高原 (以色列)

25 拉賈斯坦寶萊塢 (印度) 50 天堂路 (印度) 75 風和日麗 (印度) 100 我要留下來 (以色列)

             地點：油塘社區會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