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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麗的大地 （以色列） 25. 華道拿鴨子 （羅馬尼亞） 49. 一隻小山羊 （以色列） 73. 不管怎麼説 （以色列） 

2. 皇后來了 （以色列） 26. 羅勒葉 （羅馬尼亞） 50. 讓我飛翔 （以色列） 74. 她的舞蹈 （以色列） 

3. 萬物之靈 （以色列） 27. 看着我 （以色列） 51. 一千夜 （以色列） 75. 沉默之聲* （以色列） 

4. 為主歌唱 （以色列） 28. 珍格拉 （以色列） 52. 客棧風情畫 （以色列） 76. 盼  望* （以色列） 

5. 歸來的遊子 （以色列） 29. 夜傾情*  （以色列） 53. 藝術家生涯* （新 編） 77. 誰是幸運兒 （羅馬尼亞） 

6. 昨日的夢 （以色列） 30. 依利依利* （以色列） 54. 藍色探戈* （新 編） 78. 違背她意 （土耳其） 

7. 天與地 （以色列） 31. 高傲的少女 （以色列） 55. 勇格西 （土耳其） 79. 前赴聖城 （以色列） 

8. 特拉維夫* （以色列） 32. 格魯吉亞戰士 （以色列） 56. 特 庫 （羅馬尼亞） 80. 喔！跳舞吧* （以色列） 

9. 微 風 （以色列） 33. 站在高崗上 （台 灣） 57. 心滿意足* （以色列） 81. 雨  點 （以色列） 

10. 蜜糖與牛奶 （以色列） 34. 我的故鄉我的歌* （新 編） 58. 為我歡唱 （以色列） 82. 比亞法城 （以色列） 

11. 胡素勒卡 （烏克蘭） 35. 仁愛牧者 （以色列） 59. 瑪 地 （羅馬尼亞） 83. 小茶店* （新 編） 

12. 草原之歌 （捷  克） 36. 鼓掌歡迎 （以色列） 60. 捷沙圓環 （羅馬尼亞） 84. 可愛的森巴* （以色列） 

13. 風中美女* （以色列） 37. 留待明天 （以色列） 61. 甜蜜的擁抱* （以色列） 85. 以色列 （以色列） 

14. 微笑時份* （以色列） 38. 為何是我倆* （以色列） 62. 我等著你* （以色列） 86. 萬語千言 （以色列） 

15. 紫丁香 （以色列） 39. 小天鵝 （俄羅斯） 63. 桌上共舞 （以色列） 87. 直至最後* （以色列） 

16. 奇諾夫 （保加利亞） 40. 圍牆之間 （以色列） 64. 紅星戰士 （保加利亞） 88. 惠基圓環 2012  （羅馬尼亞） 

17. 孤雛夢* （以色列） 41. 華士旋律* （以色列） 65. 舞動時刻 （以色列） 89. 中世紀詩人 （亞美尼亞） 

18. 別靠近我* （以色列） 42. 土耳其男子舞 （土耳其） 66. 輕快的小號 （以色列） 90. 莫斯科圓環 （俄羅斯） 

19. 卡麗露絲芙 （俄羅斯） 43. 木 槌 （土耳其） 67. 午夜樂韻 （以色列） 91. 烏克蘭重踏舞 （烏克蘭） 

20. 強盜舞 （波 蘭） 44. 快樂願望* （以色列） 68. 三生緣* （以色列） 92. 阿爾巴尼亞圓環 （阿爾巴尼亞） 

21. 潑水舞 （以色列） 45. 話 稀* （以色列） 69. 依隆狄布開 （以色列） 93. 奇妙的天空 （以色列） 

22. 大法師 （以色列） 46. 香車美人 （以色列） 70. 巴富公爵# （蘇格蘭） 94. 她只想跳舞 （以色列） 

23. 思 戀* （以色列） 47. 獻給主 （以色列） 71. 抬頭望一望 （新 編） 95. 天涯海角 （以色列） 

24. 心 扉* （以色列） 48. 摩西他 （以色列） 72. 田納西華士* （美 國） 96. 珍 重 （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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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7-3-2016（星期日）   

＊時間～2:00-7:00pm.     

＊地點～彩雲社區中心 

 
 

香 港 土 風 舞 聯 會  

土 風 舞 同 樂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