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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創世之光 以色列 31 小小家用 * 以色列 61 雅蒂娜 * 以色列

2 美麗的大地 以色列 32 預兆 * 以色列 62 波波夫多斯高 保加利亞

3 樹的歌 以色列 33 鼓掌歡迎 / 掌聲 以色列 63 紅星戰士 保加利亞

4 川流不息 以色列 34 不醉無歸 以色列 64 瑪莉夏尼 以色列

5 皇后來了 以色列 35 班舒依提 土耳其 65 安雪 以色列

6 阿爾巴尼亞圓環 阿爾巴尼亞 36 黃金歲月 土耳其 66 隨風而逝 以色列

7 普哥尼 阿爾巴尼亞 37 喲喲 土耳其 67 遠居異地 以色列

8 在遊逛場上 以色列 38 巴士登之舞 西班牙 68 我的故鄉 新編

9 叫我來 以色列 39 華拉斯高 保加利亞 69 愛不在就放手 新編

10 風聲 以色列 40 西娜塔 保加利亞 70 旋律狄布開 黎巴嫩

11 沙漠兒女 * 新編 41 週末晚上 美國 71 南國之詩 馬其頓

12 浪跡天涯 * 新編 42 聽泉 新編 72 難兄難弟 * 新編

13 流浪者 以色列 43 酒祭 以色列 73 小茶店 * 新編

14 卡噹慈 / 小人物 以色列 44 格魯吉亞戰士 / 美查高士尼 以色列 74 天涯海角 以色列

15 純潔的人兒 以色列 45 到此為止 * 以色列 75 舞動時刻 以色列

16 金色華爾滋 以色列 46 浪漫情歌 * 以色列 76 惦記母親 / 夢話 以色列

17 牧羊女 以色列 47 誰在俯瞰 / 天意 以色列 77 美好莊園 / 我的御花園 波蘭

18 愛在明眸中 / 愛的眼神 以色列 48 四季 以色列 78 東西文化 以色列

19 田納西華士 * 美國 49 奔放圓環 以色列 79 愛人七十了 / 七十慶典 以色列

20 西部牛仔 * 美國 50 雅音圓環 以色列 80 少女美拉卓 以色列

21 小土舍 羅馬尼亞 51 拜訪春天 新編 81 心滿意足 * 以色列

22 庫科洛夫斯高 保加利亞 52 站在高崗上 新編 82 快樂願望 * 以色列

23 三次的旋律 保加利亞 53 翠堤菩提 保加利亞 83 高傲的少女 以色列

24 手足情 以色列 54 康乃馨 保加利亞 84 星語 以色列

25 四大部落 以色列 55 保志美士4號 保加利亞 85 天父 以色列

26 阿里阿里 亞美尼亞 56 徘徊 以色列 86 一千夜 以色列

27 自強不息 亞美尼亞 57 光陰似箭 以色列 87 以色列茉莉 以色列

28 天與地 以色列 58 中歐少女 匈牙利 88 喝采 / 雅素 以色列

29 晨曦 Boker 以色列 59 卡那村的牧人 匈牙利 89 幸福人生 以色列

30 印度式猶太婚禮 以色列 60 天長地久 * 以色列 90 雅歌 以色列

   臻青社土風舞同樂日會
日期 : 18-11-2018    時間 :  14:00 ~ 18:30 PM     地點 :  東頭社區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