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  24/5/2015                               時間 : 2:00 pm ~ 7:00 pm 地點:順利社區會堂
1 創世之光 (以) 26 最愛 (亞) 51 天長地久* (以) 76 遲來的愛 * (以)

2 光陰似箭 (以) 27 野花 (土) 52 創傷 (以) 77 最後華士 * (新)

3 恰好的愛情 (以) 28 煙花 (以) 53 祝福你 (以) 78 土耳其男子舞 (土)

4 卡拿烈 (以) 29 毋忘我 * (以) 54 斯卓特單人舞 (波) 79 舞在比西斯托夫 (斯)

5 米蘭恰恰 (新) 30 孤雛夢 * (以) 55 火雞湯 (羅) 80 美麗的海洋 (以)

6 小茶店 * (新) 31 真善美 * (奧) 56 分手* (以) 81 思戀 * (以)

7 兩朶玫瑰 * (以) 32 逃跑恰恰 (新) 57 舊情人* (以) 82 醉人的歌 * (以)

8 光照我的心 (以) 33 以色列呼拉 (以) 58 歡樂舞伴 * (以) 83 情牽你心 * (以)

9 我會留下來 (以) 34 風中繁星 (以) 59 月光曲 (新) 84 水之歌 (以)

10 克里特旋律 (希) 35 妙厨娘 (羅) 60 摩查切圓環舞 (羅) 85 鼓掌歡迎 (以)

11 印度 (以) 36 可人兒 (保) 61 駝峯 (以) 86 藤 籃 (以)

12 水中舞 (以) 37 藍色探戈 * (新) 62 嗩吶之聲 (亞) 87 舞影翩翩 * (新)

13 一點愛 * (以) 38 池畔舞影 * (新) 63 維拉美 * (以) 88 愛爾蘭探戈 * (新)

14 花之戀 * (以) 39 蘋果 (希) 64 喜迎親 * (以) 89 盼望 * (以)

15 人生之歌* (新) 40 西班牙蝴蝶 (以) 65 最後一夜 * (新) 90 洛花狄布開 (以)

16 米特 (保) 41 巫醫 (以) 66 盲人遊戲 (保) 91 特巴斯 (以)

17 午夜樂韻 (以) 42 依士魯強卡 (保) 67 卡噹慈 (以) 92 歌唱 (以)

18 倒霉 (以) 43 五十一師 # (蘇) 68 故事人生 (以) 93 手足情 (以)

19 瑪地 (羅) 44 一三一四 # (蘇) 69 小羊皮 # (蘇) 94 哥拉森 * (以)

20 愛不在就放手 (新) 45 吉卜賽狂歡 (羅) 70 風向使者 # (蘇) 95 夜來香 * (以)

21 美麗的神話 * (新) 46 森林之愛 (以) 71 九九女兒紅 (新) 96 直至最後 * (以)

22 以色列馬則卡 * (以) 47 希望之歌 (以) 72 捷沙圓環 (羅) 97 流浪者 (以)

23 你令我着迷 * (以) 48 阿里巴巴 (以) 73 惠基圓環 2012 (羅) 98 妙舞翩躚 (以)

24 唱和跳 (以) 49 荊莿冠冕 * (以) 74 幽暗之光 (以) 99 歌 (以)

25 親愛的馬勒琴 (以) 50 沉黙之聲 * (以) 75 龍之家族 * (以) 100 以色列人 (以)

    旋藝社土風舞同樂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