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祝 賀 台 灣 悠 遊 十 週 年 慶 ~~

2017年11月5日〔星期日〕                   2:15 ~ 6:45 pm                九龍灣啟業社區會堂

1) 珠曼阿鐵克 〔以色列〕 45) 知知叫 * 〔土耳其〕

2) 風聲 〔以色列〕 46) 黑妞 〔保加利亞〕

3) 多美麗 〔以色列〕 47) 科斯狄拉達 〔希臘〕

4) 溫泉山莊 〔馬其頓〕 48) 斯卡狄布開 〔以色列〕

5) 亞米娜 〔羅馬尼亞〕 49) 我的祈禱 / 祈禱 〔以色列〕

6) 莉莉安諾 〔保加利亞〕 50) 歐達尼亞之旅 / 科易士加 〔羅馬尼亞〕

7) 你很美麗 * 〔以色列〕 51) 太太 * 〔希臘〕

8) 比亞法城雙人舞 * 〔以色列〕 52) 困惑 * 〔以色列〕

9) 撒巴斯之歌 〔以色列〕 53) 舊曲旋律 * / 懷念老歌 * 〔以色列〕

10) 蘇穆基女郎 〔匈牙利〕 54) 美麗的大地 〔以色列〕

11) 愉快的舞者 〔羅馬尼亞〕 55) 無盡的愛/ 洛哈地 〔以色列〕

12) 馬其頓女郎 / 那瑪旋律 〔馬其頓〕 56) 俄國圓環 / 俄羅斯圓環舞 〔俄羅斯〕

13) 哈得利      〔以色列〕 57) 曼第尼男子舞 / 曼第尼亞舞 〔羅馬尼亞〕

14) 夏天之末 * 〔以色列〕 58) 偉大的祖國 〔以色列〕

15) 啼鳥 * 〔以色列〕 59) 情人 〔以色列〕

16) 月光 〔亞美尼亞〕 60) 鎖上記憶* / 愛的呼喚* 〔以色列〕

17) 婦女圓環 / 歐達尼亞女子舞 〔羅馬尼亞〕 61) 藍色的山 * 〔以色列〕

18) 俄羅斯舞者 / 小天鵝 〔俄羅斯〕 62) 手舞足蹈 / 魯卡 〔保加利亞〕

19) 戈蘭高地 〔以色列〕 63) 南國之詩 〔馬其頓〕

20) 法拉弗 * 〔以色列〕 64) 樹的歌 〔以色列〕

21) 白色的秋天 * 〔以色列〕 65) 百加美 / 巴克敏 〔以色列〕

22) 阿里帕沙 〔土耳其〕 66) 湖光山色 〔以色列〕

23) 漢雲斯基查得士 / 幽谷少女 〔匈牙利〕 67) 翠堤菩提 〔保加利亞〕

24) 烏吉卡 〔羅馬尼亞〕 68) 卓克迪 〔羅馬尼亞〕

25) 悅耳的音符         〔以色列〕 69) 濃情蜜意 * 〔以色列〕

26) 在遊逛場上 〔以色列〕 70) 苦戀 * 〔以色列〕

27) 白雪滿城 〔以色列〕 71) 星光閃閃 / 天琴星 〔以色列〕

28) 哭泣的遊戲 * / 感動 * 〔以色列〕 72) 川流不息 / 我心似清泉 〔以色列〕

29) 害羞的新娘 * 〔阿爾巴尼亞〕 73) 少女約威 / 少女約葳 〔保加利亞〕

30) 舍通卡 / 牧場遊戲 〔塞爾維亞〕 74) 流浪者 〔以色列〕

31) 康乃馨 〔保加利亞〕 75) 夜闌人靜 / 夜半歌聲 〔以色列〕

32) 生命之愛 No. 1 / 生命之愛 〔以色列〕 76) 卡拉夠娜 〔希臘〕

33) 搖搖擺擺 / 萬物之始 〔以色列〕 77) 土耳其男子舞 〔土耳其〕

34) 的多迷你狄多 / 狄多米里狄多 〔馬其頓〕 78) 夜傾情 * / 暗夜 * 〔以色列〕

35) 快樂水手 * 〔美國〕 79) 落泊的遊民 * / 落魄的遊民 * 〔以色列〕

36) 那瑪小姐 * 〔以色列〕 80) 每年 〔以色列〕

37) 徘徊 〔以色列〕 81) 農家子弟 〔羅馬尼亞〕

38) 木船 〔以色列〕 82) 杜那托里跳躍舞 〔匈牙利〕

39) 州那拉狄可 No. 1 〔希臘〕 83) 露斯高斯 〔保加利亞〕

40) 緬都巴里 〔土耳其〕 84) 莫札特屠夫樂 / 哈薩匹克莫札特 〔希臘〕

41) 多啊！狄布開 〔以色列〕 85) 雅露狄布開 / 亞隆狄布開 〔以色列〕

42) 積高的梯子 / 雅各的襪絲 〔以色列〕 86) 天父 / 天堂 〔以色列〕

43) 情話綿綿 〔以色列〕 87) 幸福人生 〔以色列〕

44) 葡萄戀歌 * / 葡萄柚之戀 * 〔以色列〕 88) 歸鄉 / 雪寶兒 〔以色列〕

                        B & J    有朋自遠方來？ ~~  土風舞同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