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 2016年3月5 日 時間: 1700-2145

1 每年 以色列 45 歸來之歌 日本

2 祝福你 以色列  46 古月照今塵 自編

3 馬林 土耳其 47 安尼沙拉 羅馬尼亞  

4 新的一天降臨 土耳其 48 摩查切圓環舞 羅馬尼亞

5 露絲高絲 保加利亞 49 為何是我倆 **  以色列

6 阿爾巴尼亞圓環 阿爾巴尼亞 50 亞菲達 ** 以色列

7 藍色雙人舞 ** 美國 51 天地 以色列

8 兩朵玫瑰 ** 以色列 52 不要怕 以色列

9 酷的可愛 以色列 53 瑪雲 以色列

10 啦啦樂園 以色列 54 黑妞 保加利亞

11 優美的舞姿 台灣阿美族 55 五一村屠夫舞 保加利亞

12 哥力察尼  ** 克羅地亞 56 最愛 亞美尼亞

13 希臘雙人舞 ** 希臘 57 阿達那 亞美尼亞

14 安娜 羅馬尼亞 58 牧羊女 以色列

15 特庫 羅馬尼亞 59 獻給祢  以色列

16 祼足女孩 黎巴嫩 60 黑海少女 土耳其

17 亞卡娜 黎巴嫩 61 賀帕之舞 土耳其

18 黑葡萄 土耳其 62 磨練的愛情 以色列

19 男追女 ** 土耳其 63 埃隆狄布開 以色列

20 舒約科  ** 以色列 64 特拉維夫 ** 以色列

地點 : 鳳德社區中心禮堂

土  風  舞  同  樂  晚  會

21 天涯海角 以色列 65 腳踏車華士 ** 自編

22 無所遁形 以色列 66 月彎彎 新編

23 百合花 ** 以色列 67 辣妹子 新編

24 拉丁旋律 ** 新編 68 哦! 我的太太 保加利亞

25 羅勒葉 羅馬尼亞 69 斯卓特單人舞 波蘭

26 洽蘇魯時鐘 羅馬尼亞 70 為你歡唱 以色列

27 分手 ** 以色列 71 午夜樂韻 以色列

28 思戀 ** 以色列 72 托多拉女孩 保加利亞

29 天空 以色列 73 胡士速奇斯高 保加利亞

30 真相 以色列 74 馬車伕 吉爾吉斯

31 年輕不要留白 自編 75 天賜聖日 ** 新編

32 名媛群芳舞 喬治亞 76 歡樂的跳吧 ** 維吾爾族

33 卡麗露絲芙 俄羅斯 77 絲路之旅 新編

34 哥薩克森林 俄羅斯 78 華道那鴨子 羅馬尼亞

35 華士旋律  ** 以色列 79 變奏的察巴拉 羅馬尼亞

36 最後華士 ** 自編 80 歸來舞吧 以色列

37 紅 星 保加利亞 81 桌上共舞 以色列

38 可人兒 保加利亞 82 卡拉逹 希臘

39 珍格拉 以色列 83 達比基里 希臘

40 美好途徑 以色列 84 埃隆狄布開 以色列

41 鼓樂喧天 以色列 85 絮絮不休 以色列

42 十一少 以色列 86 和平之舞 以色列

43 搖籃曲 土耳其  87 和平頌 以色列

44 索瑪女郎 土耳其 88 舞動時刻 以色列44 索瑪女郎 土耳其 88 舞動時刻 以色列

歡迎光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