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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想念你 以色列 31. 扭扭花歡樂跳 中國 61. 如果你信上帝 阿爾巴尼亞

2. 天父 以色列 32. Hip Hop Fun 新編 62. 夏巴斯女子舞/巴卡什 阿爾巴尼亞

3. 白雪滿城 以色列 33. 天涯海角 以色列 63. 潑水舞 以色列

4. 萬物之靈 以色列 34. 停不了 以色列 64. 振奮吧 以色列

5. 東方浪潮 以色列 35. 火海之地 以色列 65. 地中海之窗 以色列

6. 聖靈 A-U-Ma 以色列 36. 榮歸 以色列 66. 玫瑰華士 * 以色列

7. 駝峰 以色列 37. 音樂的旋律 以色列 67. 華士旋律 * 以色列

8. 甘美拉 以色列 38. 愛就是美 以色列 68. 棋子 新編

9. 跳舞吧 新編 39. 魔笛 以色列 69. 刀劍如夢 新編

10. 愛不在就放手 新編 40. 女子拍腿舞 羅馬尼亞 70. 勁爆初戀 新編

11. 歡樂週末/哥倫比亞假期 以色列 41. 河達跳躍 羅馬尼亞 71. 跳動圓環舞 羅馬尼亞

12. 為你歡唱 以色列 42. 喲喲 土耳其 72. 瑪地 羅馬尼亞

13. 仙嘉莉拉 以色列 43. 班舒依提 土耳其 73. 微風 以色列

14. 班傑明 以色列 44. 寒冷恰恰 新編 74. 歐米爾 以色列

15. 美好途徑 以色列 45. 火熱動感 La La La 新編 75. 黃昏後 以色列

16. 及時行樂 以色列 46. 三月桃花 * 新編 76. 鼓掌歡迎 以色列

17. 滑浪板 以色列 47. 浪跡天涯 * 新編 77. 桌上共舞 以色列

18. 美基馬刺 克羅地亞 48. 不渝愛情 以色列 78. 高傲的少女 以色列

19. 烏克蘭重踏舞 烏克蘭 49. 惦記母親/夢話 以色列 79. 瀟洒走一回 新編

20. 月光曲 新編 50. 燕芭狄布開 以色列 80. 我們曾經年輕 新編

21. 逃跑恰恰 新編 51. 好運到 以色列 81. 心滿意足 * 以色列

22. 快樂願望 * 以色列 52. 好運將至 以色列 82. 直至最後 * 以色列

23. 卡拉達格 * 科索沃 53. 回想曲 以色列 83. 斯卡狄布開 以色列

24. 紅星戰士 保加利亞 54. 細微的喜悅 以色列 84. 喝采 / 雅素 以色列

25. 比托尼諾圓環 保加利亞 55. 美好莊園 波蘭 85. 明天/布卡拉 以色列

26. 巫醫/阿巴西蒙 以色列 56. 風笛演奏者 科索沃 86. 湖光山色 以色列

27. 幸運星 以色列 57. 金劍雕翎 新編 87. 愛的火花 以色列

28. 瑪莉夏尼 以色列 58. 古月照今塵 新編 88. 山蔭路上 以色列

29. 鼓與長笛 以色列 59. 抬頭望一望 新編 89. 綠洲 以色列

30. 誰是幸運兒 羅馬尼亞 60. 波波夫多斯高 保加利亞 90. 風中繁星 以色列

若認為有需要，請自行購買保險。

* 雙人舞 

請各出席人仕注意安全及小心保管攜來物品。如遇意外或有財物損失，本社一概不會負責。

   臻青社土風舞同樂日會
日期 : 3-9-2017    時間 :  14:00 ~ 18:30 PM     地點 :  啟業社區會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