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誠感主恩 (以色列) 26 馬其頓牧羊人 (馬其頓) 51 勇敢的克里科 (阿塞拜疆) 76 婚禮巡遊舞 (羅馬尼亞)

2 看著我 (以色列) 27 托巴露圓環 (馬其頓) 52 雅契克女郎 (亞美尼亞) 77 斯洛保沙重踏舞 (羅馬尼亞)

3 歡呼 (以色列) 28 卡美諾波斯可 (保加利亞) 53 妳在何方 (亞美尼亞) 78 德雷尼巴圖塔 (羅馬尼亞)

4 愛人五十了 (以色列) 29 古拉達村之舞 (保加利亞) 54 新少女約葳 (保加利亞) 79 花蕾 (羅馬尼亞)

5 愛人七十了 (以色列) 30 年青有為 (保加利亞) 55 琴卡女子舞 (保加利亞) 80 女神狄安嘉 (羅馬尼亞)

6 尼亞拉女子舞 (匈牙利) 31 波亞利伊士卡 (保加利亞) 56 雅可 (保加利亞) 81 來跳舞吧 (土耳其)

7 奧比古達 (羅馬尼亞) 32 盛開的櫻花 (亞美尼亞) 57 黑泉 (保加利亞) 82 馬奇卡 (土耳其)

8 伊娜伊娜 (羅馬尼亞) 33 可愛的鄉村 (亞美尼亞) 58 天使來了 (以色列) 83 斯美琳女子舞 (土耳其)

9 察巴拉托潘拉沙 (羅馬尼亞) 34 巴比狄斯 (羅馬尼亞) 59 天涯海角 (以色列) 84 丘卡達 (馬其頓)

10 蒙答湖沙巴舞 (羅馬尼亞) 35 卡鮮查之花 (羅馬尼亞) 60 天意 (以色列) 85 馬其頓女郎 (馬其頓)

11 塞爾維亞色雷斯 (塞爾維亞) 36 官邸圓環舞 (羅馬尼亞) 61 天與地 (以色列) 86 彎曲的圓環 (保加利亞)

12 年青人可樂 (塞爾維亞) 37 風笛 (羅馬尼亞) 62 平常 (以色列) 87 戀人到來 (保加利亞)

13 野花 (土耳其) 38 格羅希之舞 (羅馬尼亞) 63 艾爾* (以色列) 88 妮達的願望 (保加利亞)

14 隆加旋律 (土耳其) 39 普克新娘 (阿爾巴尼亞) 64 西班牙戀曲* (以色列) 89 彼連士卡達 (保加利亞)

15 萍嘉捉魚 (保加利亞) 40 達雲尼斯 (阿爾巴尼亞) 65 天域斯高 (馬其頓) 90 坐在園中 (保加利亞)

16 巴布村歐巴斯 (保加利亞) 41 今生摯愛 (土耳其) 66 科拉弗村 (馬其頓) 91 創世之光 (以色列)

17 戈沙 (保加利亞) 42 烘焙咖啡 (土耳其) 67 青鬱的森林 (俄羅斯) 92 格魯吉亞戰士 (以色列)

18 伊利伊利 2013 (保加利亞) 43 留待明天 (以色列) 68 風雪中的佳人 (俄羅斯) 93 西蒙狄布開 (以色列)

19 田野小徑* (以色列) 44 真相 (以色列) 69 縫書包* (斯洛伐克) 94 吉卜賽 (以色列)

20 全屬於你* (以色列) 45 祝你快樂 (以色列) 70 情困 (以色列) 95 莫舒雅 (以色列)

21 我的戈蘭高原 (以色列) 46 祝賀 (以色列) 71 小莎拉 (以色列) 96 駝峰 (以色列)

22 我們一起在這裡 (以色列) 47 神之子 (以色列) 72 泰迪狄布開 (以色列) 97 燃燒 (以色列)

23 庫爾德之愛 (以色列) 48 誠心誠意* (以色列) 73 透徹 (以色列) 98 創傷 (以色列)

24 珍寶鄉村圓環 (摩爾多瓦) 49 甜蜜如今晚* (自編) 74 沉默之聲* (以色列) 99 雨點 (以色列)

25 葡萄 (摩爾多瓦) 50 菊花台 (自編) 75 又見山裡紅 (自編) 100 蘇丹神話 (以色列)

日期︰2018年7月2日 (一) 地點︰鳳德社區中心禮堂 時間︰2:00pm - 7: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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