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世界舞蹈日 World Dance Day．全民共舞、心連心 All Dance As One 

Date (日期)：2018 年 4 月 29 日(星期日)   Time (時間)：中午 12:00 至下午 18:00  Venue (地點)：Kowloon Park Sports Centre 九龍公園體育館 

V I P 齊齊跳舞蹈    1. 馬其頓女郎 - 馬其頓     2. 祖父之舞 - 羅馬尼亞     3. 豐收之歌  - 羅馬尼亞 

本地四種舞蹈介紹及齊齊跳  1.中國舞齊齊跳 - 新彊舞  2. Easy Dance for All - Jazz  3. Ballet Fun - Ballet  4. Vesela je Šokadija 無憂無慮 - Croatia 

同樂舞蹈 

  舞蹈名稱 國家 團體/負責老師     舞蹈名稱 國家 團體/負責老師     舞蹈名稱 國家 團體/負責老師 

1 新的面孔 排排 樂善舞揚/唐家霖   22 康乃馨 保加利亞 樂舞者/姜宜超   43 花落花開 自編 樂藝義工舞蹈團/陳德玉 

2 袋袋相傳 山地 英姿舞飛揚/楊麗卿   23 大日子 排排 珍陽舞集/歐陽鎮梅   44 黎明不要來 排排 珍陽舞集/歐陽鎮梅 

3 龍舞 以色列 華筠/羅錦華   24 山地痴情花 排排 輕鬆好友組/伍寶芳   45 春風恰恰 排排 輕鬆好友組/伍寶芳 

4 火之舞 羅馬尼亞 蓓蕾/劉定國   25 我的心仍然屬你 排排 樂善舞揚/唐家霖   46 墮入愛河 排排 樂善舞揚/唐家霖 

5 喜氣洋洋 自編 城市/曾金全   26 棋子 自編 英姿舞飛揚/楊麗卿   47 荷塘月色 自編 英姿舞飛揚/楊麗卿 

6 牛仔搖擺 美國 舞部落/區世傑   27 誰是幸運兒 羅馬尼亞/吉卜賽 華筠/羅錦華   48 站在高崗上 山地 華筠/羅錦華 

7 月光曲 自編 桑奇/廖素真   28 跳動圓環舞（2） 羅馬尼亞 蓓蕾/劉定國   49 手足情 以色列 蓓蕾/劉定國 

8 愛不在就放手 自編 桑奇/王美幸   29 似火探戈 自編 城市/曾金全   50 歡樂周末 美國 城市/曾金全 

9 失戀陣線聯盟 自編 廖素真,王美幸   30 艾娜華士 排排 舞部落/區世傑   51 肚皮舞 以色列 舞部落/區世傑 

10 我的故鄉 自編 全藝坊/周全輝   31 天地人 自編 全藝坊/周全輝   52 中世紀詩人 亞美尼亞 全藝坊/周全輝 

11 愛人七十了 以色列 盈風社/容惠蘭   32 無盡的愛 以色列 盈風社/容惠蘭   53 如果不是 以色列 盈風社/容惠蘭 

12 波斯情歌 以色列 以色列舞蹈匯聚坊/曾慶成   33 婚禮 以色列 以色列舞蹈匯聚坊/曾慶成   54 四季 以色列 以色列舞蹈匯聚坊/曾慶成 

13 愛情陷阱  自編 賞舞軒/李可兒   34 我們的情歌 排排 賞舞軒/李可兒   55 Suzzy on the dance floor   排排 賞舞軒/李可兒 

14 初戀的地方 自編 匯妍雅義工舞蹈團/陳德娜   35 請飲一杯上馬酒 排排 菁娜舞蹈坊/陳德娜   56 天越藍我就越想你 自編 德玉舞蹈團/陳德玉 

15 菊花爆滿山 排排 菁娜舞蹈坊/陳德娜   36 藕斷絲連 排排 匯妍雅義工舞蹈團/陳德娜   57 販子舞 * 俄羅斯 翔之社/馮晚佳 

16 巴拿馬 排排 德玉舞蹈團/陳德玉   37 家鄉的姑娘(雙扇) 自編 德玉舞蹈團/陳德玉   58 夢境成真 羅馬尼亞 Folk Dance 123/區熾海 

17 玫瑰華士 * 以色列 翔之社/馮晚佳   38 黑貓探戈 * 美國 翔之社/馮晚佳   59 長壽森巴舞 排排 舞天地/姜宜亮 

18 營火呼拉 以色列 Folk Dance 123/區熾海   39 普哥尼 阿爾巴尼亞 Folk Dance 123/區熾海   60 惠基圓環 2012 羅馬尼亞 樂舞者/姜宜超 

19 我的愛  排排 雲峰體育會/陳德玉   40 阿爾巴尼亞圓環 阿爾巴尼亞 樂舞者/姜宜超   61 爆了 排排 雲峰體育會/陳德玉 

20 雲在飛(雙扇) 排排 樂藝義工舞蹈團/陳德玉   41 四大部落 以色列 舞天地/姜宜亮   62 是我的 排排 樂藝義工舞蹈團/陳德玉 

21 土耳其之吻 以色列 舞天地/姜宜亮   42 好好珍惜(絲巾扇) 自編 雲峰體育會/陳德玉   63 春花開在紅塵裡 排排 輕鬆好友組/伍寶芳 

        (尚餘未跳之舞蹈，會於晚宴時段繼續齊齊跳)   * 雙人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