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藝坊十三週年慶土風舞同樂會 

 

1. 珠曼阿鐵克 （以色列） 44. 希臘水手 （希 臘） 

2. 積高的梯子         （以色列） 45. 山地天氣好 （台 灣） 

3. 愉快的舞者 （羅馬尼亞） 46. 違背她意 （土耳其） 

4. 夢境成真 （羅馬尼亞） 47. 卡普華徵兵舞 （匈牙利） 

5. 火鷄湯 （羅馬尼亞） 48. 匈牙利旋律 （匈牙利） 

6. 露絲高斯 （保加利亞） 49. 荷塘月色      （新 編） 

7. 水 舞 （以色列） 50. 我們曾經年輕 （新 編） 

8. 戈蘭高地      （以色列） 51. 海法 50 分鐘旅程★ （以色列） 

9. 茶葉青 （新 編） 52. 法國拍掌舞★ （法  國） 

10. 月桃花   （新 編） 53. 白色酒店 （羅馬尼亞） 

11. 安息日 （以色列） 54. 圓轉撲克 （波 蘭） 

12. 多美麗             （以色列） 55. 斯卓特單人舞 （波 蘭） 

13. 土耳其之吻   （以色列） 56. 最 愛 （亞美尼亞） 

14. 舞在比西斯托夫 （斯洛伐克） 57. 阿里郎 （新  編） 

15. 亞營呼拉 （以色列） 58. 肚皮舞 （以色列） 

16. 哈達圓環 （以色列） 59. 純潔的人兒 （以色列） 

17. 週末晚上 （美  國） 60. 楓葉飄飄★ （美  國） 

18. 快樂水手★ （美  國） 61. 葡 萄       （摩爾瓦多） 

19. 魁特島 （希 臘） 62. 婚禮客人之舞 （羅馬尼亞） 

20. 泰 山      （希 臘） 63. 哭泣的遊戲★  （以色列） 

21. 和平之舞 （以色列） 64. 康乃馨 （保加利亞） 

22. 金色華爾滋        （以色列） 65. 愛 慕   （保加利亞） 

23. 荳 莎 （中 亞） 66. 中世紀詩人 （亞美尼亞） 

24. 普哥尼 （阿爾巴尼亞） 67. 無盡的愛 （以色列） 

25. 站在高崗上   （新  編） 68. 探戈舞會★ （新  編） 

26. 拜訪春天     （新  編） 69. 格魯吉亞戰士 （以色列） 

27. 邵族迎賓舞 （台 灣） 70. 紡織女孩 （羅馬尼亞） 

28. 比亞法城雙人舞★ （以色列） 71. 波斯地氊 （以色列） 

29. 販子舞★ （俄羅斯） 72. 萬物之神 （以色列） 

30. 古月照今塵 （新  編） 73. 舊曲旋律★ （以色列） 

31. 聽 泉 （新  編） 74. 高傲的少女 （以色列） 

32. 永不孤單 （以色列） 75. 哥薩克雪球樹        （俄羅斯） 

33. 脫 困 （以色列） 76. 他他魯其卡 （俄羅斯） 

34. 願歸聖土 （以色列） 77. 週末黃昏 （以色列） 

35. 卓克廸 （羅馬尼亞） 78. 辮子姑娘 （以色列） 

36. 誰是幸運兒 （羅馬尼亞） 79. 胡素勒卡 （烏克蘭） 

37. 愛不在就放手 （新 編） 80. 烏克蘭小品 （烏克蘭） 

38. 金劍雕翎 （新 編） 81. 少女美拉卓 （以色列） 

39. 勇格西 （土耳其） 82. 木 筏 （以色列） 

40. 野 花 （土耳其） 83. 森林之愛 （以色列） 

41. 燭光與香水★ （以色列） 84. 天 父 （以色列） 

42. 美麗的海洋 （以色列） 85. 為你歡唱 （以色列） 

43. 卡拉夠娜 （希 臘） 86. 毋須介懷 （以色列） 
   
 

＊日期～16-9-2016（星期五）     ＊時間～2:15-7:15pm.     ＊地點～彩雲社區會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