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藝坊十二週年慶土風舞同樂日 

 
 
 

1. 天 父 （以色列） 44. 蘇穆基女娘 （匈牙利） 

2. 水 舞 （以色列） 45. 旋律狄布開 （黎巴嫩） 

3. 張開你的眼 （以色列） 46. 追求者眾 （以色列） 

4. 卡拉夠娜 （希 臘） 47. 山蔭道上 （以色列） 

5. 康乃馨 （保加利亞） 48. 華士旋律  （以色列） 

6. 溫泉山莊 （馬其頓） 49. 希臘水手 （希 臘） 

7. 葉亞布 （以色列） 50. 勇格西 （土耳其） 

8. 誠感主恩 （以色列） 51. 盛裝的女孩 （克羅地亞） 

9. 週末晚上 （美  國） 52. 中歐少女 （匈牙利） 

10. 桔梗花 （朝  鮮） 53. 波斯地氈 （以色列） 

11. 土耳其之吻 （以色列） 54. 古月照今塵 （新  編） 

12. 美麗的大地 （以色列） 55. 出塞曲 （新  編） 

13. 燭光與香水  （以色列） 56. 阿勃列老人舞 （羅馬尼亞） 

14. 多啊狄布開 （以色列） 57. 布內克 2015 （保加利亞） 

15. 瑪 地 （羅馬尼亞） 58. 可人兒 （保加利亞） 

16. 火鷄湯 （羅馬尼亞） 59. 希望華爾玆 （以色列） 

17. 三月桃花  （台  灣） 60. 困惑  （以色列） 

18. 邵族迎賓舞 （台  灣） 61. 牧羊人 （羅馬尼亞） 

19. 雀 躍 （以色列） 62. 違背她意 （土耳其） 

20. 蓮 娜 （以色列） 63. 野 花 （土耳其） 

21. 惠基圓環 2012 （羅馬尼亞） 64. 最 愛 （亞美尼亞） 

22. 娃 娃 （羅馬尼亞） 65. 可愛的森巴  （美  國） 

23. 舞 步 （以色列） 66. 西部牛仔  （美  國） 

24. 蘿莉女孩 （亞美尼亞） 67. 小辣椒 （以色列） 

25. 亞美恰恰/優美的舞姿 （台灣/阿美族） 68. 聖 靈 （以色列） 

26. 茂林情歌 （台 灣） 69. 哭泣的遊戲  （以色列） 

27. 金劍雕翎 （新  編） 70. 辮子姑娘 （以色列） 

28. 八重的故鄉 （新  編） 71. 洛花狄布開 （以色列） 

29. 黑眼睛的女孩 （亞美尼亞） 72. 格魯吉亞戰士 （以色列） 

30. 亞美尼亞蜜色羅 （亞美尼亞） 73. 利亞寶貝 （以色列） 

31. 小提琴華士  （以色列） 74. 光陰似箭 （以色列） 

32. 圓轉撲克 （波  蘭） 75. 夜玫瑰  （以色列） 

33. 斯卓特單人舞 （波  蘭） 76. 美麗的海洋 （以色列） 

34. 舞在比西斯托夫 （斯洛伐克） 77. 中世紀詩人 （亞美尼亞） 

35. 誰是幸運兒 （羅馬尼亞/吉卜賽） 78. 成長的奧秘 （以色列） 

36. 美麗的裝飾 （吉爾吉斯） 79. 水之歌 （以色列） 

37. 法國拍掌舞  （法  國） 80. 遠居異地 （以色列） 

38. 葡萄牙之舞  （葡萄牙） 81. 舊曲旋律  （以色列） 

39. 月桃花 （台 灣） 82. 我會留下來 （以色列） 

40. 週未黃昏 （以色列） 83. 為你歡唱 （以色列） 

41. 俄國圓環舞 （俄羅斯） 84. 捨不得你 （以色列） 

42. 高漢斯 （俄羅斯） 85. 毋須介懷 （以色列） 

43. 卡那村的牧人 （匈牙利）    

 

＊日期～6-9-2015（星期日）    ＊時間～2:15-6:45pm.    ＊地點～官塘社區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