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手足情深 以色列 25)
維拉美**

以色列 49) 魔笛 以色列 73) 靈鳥 以色列

2) 金花 以色列 26) 駐顏有術** 以色列 50) 舞動時刻 以色列 74) 小腰帶 羅馬尼亜

3) 杜亞狄布開 以色列 27) 雪寶兒 以色列 51) 風笛 羅馬尼亜 75) 藍色的山** 以色列

4) 快樂恰恰 保加利亞 28) 大快人心 以色列 52) 月光曲 自編 76) 露珠** 以色列

5) 快樂水手** 美國 29) 自由鬥士 阿爾巴尼亞53)
探戈舞會**

自編 77) 川流不息 以色列

6) 毋忘我** 以色列 30)
一舞定情**

自編 54)
盼望**

以色列 78) 不醉無歸 以色列

7) 我要留下來 以色列 31)
希臘情歌**

自編 55) 森林之愛 以色列 79) 小天鵝 俄羅斯

8) 美洲第七天 以色列 32)
心有所屬

以色列 56) 藤篮 以色列 80) 夜來香** 以色列

9) 波斯地毯 以色列 33) 微風 以色列 57) 阿勃列老人舞 羅馬尼亜 81) 花之戀** 以色列

10) 俄國圆環 俄羅斯 34) 莫札特屠夫樂 希臘 58) 羅馬尼亜圓環 羅馬尼亜 82) 光照我的心 以色列

11) 柔情** 以色列 35)
夜半無人私語時**

以色列 59)
跟我走吧**

以色列 83) 印度 以色列

12) 甚麽熱** 以色列 36)
我為卿狂**

以色列 60)
醉人的歌**

以色列 84) 刺蝟 羅馬尼亞

13) 金劍雕翎 自編 37) 與我同在 以色列 61) 小山丘 以色列 85) 楓葉飄飄** 美國

14) 馬車夫 以色列 38)
珍重

以色列 62) 五步舞 希臘 86) 暗戀妳** 以色列

15) 唱和跳 以色列 39) 散步 美國 63)
孤雛夢**

以色列 87) 桔梗花 自編

16) 春之詩歌 以色列 40)
自動機器##

蘇格蘭 64) 我等著你** 以色列 88) 棋子 自編

17) 斯卓特單人舞 波蘭 41) 甜蜜的擁抱** 以色列 65)
故事人生

以色列 89) 圖像 以色列

18) 西班牙的心** 以色列 42)
捷克旋律**

捷克 66) 十一少 以色列 90) 哈囉女孩 以色列

19) 真善美** 自編 43) 月琴 自編 67) 路哥夫 阿爾巴尼亞 91) 中古戰士 匈牙利

20) 聽泉 自編 44) 埃隆狄布開 以色列 68) 愛爾蘭流浪## 蘇格蘭 92) 微笑時分** 以色列

21) 美麗的大地 以色列 45) 樹的歌 以色列 69) 葡萄牙之舞### 葡萄牙 93) 話稀** 以色列

22) 流浪者 以色列 46) 泰山 希臘 70)
甜蜜的日子**

以色列 94) 歌 以色列

23) 短暫的愛 以色列 47) 痛別離** 以色列 71)
喜迎親**

以色列 95) 歌聲 以色列

24) 紅星戰士 保加利亞 48)
華士旋律**

以色列 72) 心想事成 以色列 96) 大躍進 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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