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天涯海角 以色列 31 干卿底事 以色列 61 鼓樂喧天 土耳其 91 瑪蒂妮湯匙舞 土耳其

2 天地 以色列 32 九九女兒紅 自編 62 土耳其風笛 土耳其 92 今山古道 自編

3 少年卡利路 保加利亞 33 桃花過渡 自編 63 甜蜜如今晚 ** 自編 93 冬季到台北看雨 自編

4 托多拉女孩 保加利亞 34 歡樂婚禮 ** 以色列 64 別靠近我 ** 以色列 94 格羅希之舞 羅馬尼亞

5 扭轉乾坤 羅馬尼亞 35 達達與坦娜  ** 以色列 65 達雲列斯 阿爾巴尼亞 95 華道那鴨子 羅馬尼亞

6 牧羊樂 羅馬尼亞 36 謊  言 以色列 66 魯戈瓦 阿爾巴尼亞 96 想知道 以色列

7 紅辣椒 土耳其 37 磨練的愛情 以色列 67 洽蘇魯時鐘 羅馬利亞 97 擁有你 以色列

8 野  花 土耳其 38 華斯諾之舞 保加利亞 68 科德魯男子舞 羅馬利亞 98 阿達那 亞美尼亞

9 啦啦樂園 以色列 39 古古尼斯高2015 保加利亞 69 雅  可 保加利亞 99 可愛的鄉村 亞美尼亞

10 四大部落 以色列 40 風笛演奏者 科索沃 70 巴布手舞 保加利亞 100 保士美士 #4 保加利亞

11 分  手 ** 以色列 41 塞爾維亞組曲 塞爾維亞 71 琴  卡 保加利亞 101 史逹士卡逹 保加利亞

12 誠心禱告   ** 以色列 42 母與女 土耳其 72 愛比天高 以色列 102 魔  笛 以色列

13 尼亞拉女子舞 匈牙利 43 庫德混合舞 土耳其 73 歡迎歡迎 以色列 103 一千夜 以色列

14 芭姬女子舞 匈牙利 44 問  主 ** 以色列 74 最後華士 ** 自編 104 跳動圓環舞 羅馬尼亞

15 客家細妺 自編 45 歸  途 ** 以色列 75 腳踏車華士 ** 自編 105 摩查切圓環舞 羅馬尼亞

16 月  琴 自編 46 木笛之舞 馬其頓 76 卡左芳 土耳其 106 喜悅的阿爾瑪 以色列

17 燈  火 保加利亞 47 天域斯高 馬其頓 77 月彎彎 自編 107 與我共舞 以色列

18 狄佛丁斯可 保加利亞 48 美好的日子 以色列 78 辣妹子 自編

19 祼足女孩 黎巴嫩 49 美妙的日子 以色列 79 跛  行 羅馬利亞

20 黎巴嫩辮子舞 黎巴嫩 50 歡樂的跳吧 ** 維吾爾族 80 卓傑棍舞 羅馬尼亞

21 擁抱著我  ** 以色列 51 歸來的帥哥  ** 克羅地亞 81 小櫻桃 捷克

22 誠心誠意  ** 以色列 52 保斯泰 蘇格蘭 82 希臘雙人舞 ** 希臘

23 貝也塔 中亞 53 安尼沙拉 羅馬尼亞 83 太  太  ** 希臘

24 荳  莎 中亞 54 巴提沙巴舞 羅馬尼亞 84 的多迷里的多 馬其頓

25 期  待 俄羅斯 55 名媛群芳舞 喬治亞 85 賽薇亞之舞 馬其頓

26 卡麗露絲芙 俄羅斯 56 最  愛 亞美尼亞 86 扎拉摩 馬其頓

27 盛開的花朵 俄羅斯 57 瑪洛琪的舞蹈 亞美尼亞 87 歡樂舞伴 ** 以色列

28 羅勒葉 羅馬尼亞 58 奇妙的天空 以色列 88 窗中美女 ** 以色列

29 模仿遊戲 羅馬尼亞 59 天使來了 以色列 89 纏綿 土耳其

30 十一少 以色列 60 和平之舞 以色列 90 波德魯鐵匠 土耳其

日期: 2018年 五月一日　                  　地點：黃 大 仙 社 區 中 心                                                         Time:1210 ~ 1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