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2018年12月23日(星期日)              地點：黃大仙社區中心禮堂                       時間：2:00－ 7:00 p.m.

1 小呼吸 (以色列) 26 來吧來吧 (亞美尼亞) 51 奇諾夫 (保加利亞) 77 托巴露圓環 (馬其頓)

2 一見鍾情 (以色列) 27 派蘭祖 (亞美尼亞) 52 彼蓮士高圓環* (保加利亞) 78 彎曲的圓環 (保加利亞)

3 永不孤單 (以色列) 28 保姆 (阿爾巴尼亞) 53 團團轉 (保加利亞) 79 奔跑吧 (保加利亞)

4 我的愛人 (以色列) 29 達雲列斯 (阿爾巴尼亞) 54 聽我禱告 (以色列) 80 戈代奇約葳 (保加利亞)

5 地圖 (以色列) 30 魯戈瓦 (阿爾巴尼亞) 55 聖靈 (以色列) 81 巴布撲夫力簡拿 (保加利亞)

6 馬卡連 (以色列) 31 庭院之歌* (俄羅斯) 56 波斯地氈 (以色列) 82 拾穗 2013 (保加利亞)

7 五村婦 (克羅地亞) 32 馬車夫 (吉爾吉斯) 57 飛鴿傳訊 (以色列) 83 撒瑪女郎 (匈牙利)

8 史勞華士奇恰恰 (塞爾維亞) 33 胡素勒卡 (烏克蘭) 58 神之子 (以色列) 84 52亞阿里帕沙 (土耳其)

9 琴卡女子舞 (保加利亞) 34 馬國之婚 (馬其頓) 59 創世紀 (以色列) 85 美麗的裝飾 (中亞)

10 巴布村歐巴斯 (保加利亞) 35 新郎的阿母 (馬其頓) 60 全屬於你 * (以色列) 86 項鏈裝飾 (羅馬尼亞)

11 最愛 (亞美尼亞) 36 馬奇卡 (土耳其) 61 歡聚一刻* (以色列) 87 羅國跛子舞 (羅馬尼亞)

12 庫德混合舞 (土耳其) 37 佛拉斯高 (保加利亞) 62 舞動時刻 (以色列) 88 科卓尼男子舞 (羅馬尼亞)

13 隆加旋律 (土耳其) 38 嘉巴村向左走 (保加利亞) 63 土斯瑪 (亞美尼亞) 89 菲力亞製餅舞 (羅馬尼亞)

14 特庫 (羅馬尼亞) 39 莎拉的歌聲 (以色列) 64 中世紀詩人 (亞美尼亞) 90 藤籃 (以色列)

15 碧絲翠特 (羅馬尼亞) 40 庫爾德之愛 (以色列) 65 牧羊人圓環 (馬其頓) 91 嫁妝 (以色列)

16 愛人五十了 (以色列) 41 婚禮 (以色列) 66 尼亞拉女子舞 (匈牙利) 92 戀人 * (以色列)

17 幸運五號 (以色列) 42 印度式猶太婚禮 (以色列) 67 尼亞拉旋轉 * (匈牙利) 93 艾爾* (以色列)

18 幸運相隨 (以色列) 43 直至婚禮 (以色列) 68 捷可斯雲尼亞男子舞 (羅馬尼亞) 94 真相 (以色列)

19 愛人如己 (以色列) 44 婚禮圓環 (以色列) 69 伊扎跳躍舞 (羅馬尼亞) 95 謊言 (以色列)

20 心滿意足* (以色列) 45 歡樂婚禮* (以色列) 70 察巴拉托潘拉沙 (羅馬尼亞) 96 蘇丹神話 (以色列)

21 往都市之路* (以色列) 46 青春舞曲* (以色列) 71 官邸圓環舞 (羅馬尼亞) 97 暴風雨 (以色列)

22 坐在園中 (保加利亞) 47 珍寶鄉村圓環 (摩爾多瓦) 72 拉斯哥婚禮舞* (捷克) 98 回到屋簷下 (以色列)

23 弗拉福村小步舞 (保加利亞) 48 巴卡鄉村舞 (羅馬尼亞) 73 羊之舞 (土耳其) 99 地中海之窗 (以色列)

24 特蘇娜 (保加利亞) 49 巴杜雷尼村之舞 (羅馬尼亞) 74 漢森行列舞 (土耳其) 100 母親的英雄 (以色列)

25 江湖行 (自編) 50 冬季到台北來看雨 (自編) 75 來跳舞吧 (土耳其) 101 捨不得你 (以色列)

76 甜蜜如今晚* (自編) 102 等你回來 (以色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