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你共舞迎新歲 
 

日期：3-2-2019（星期日）  時間：上午 11時至下午 4時  地點：油塘社區會堂 
  
 

  

1. 朱曼阿鐵克 以色列 47. 阿爾巴尼亞圓環 阿爾巴尼亞 
2. 金色華爾滋   以色列 48. 如果你信上帝 阿爾巴尼亞 
3. 童 年 集體舞 49. 老歌聯唱 集體舞 
4. 茶葉青 新 編 50. 艾娜華士 集體舞 
5. 邵族迎賓舞        台 灣 51. 掀起你的蓋頭來 集體舞 
6. 多美麗 以色列 52. 惦記母親 以色列 
7. 以色列歌手 以色列 53. 我的愛人 以色列 
8. 炭坑節 日 本 54. 若有緣再相見 集體舞 
9. 肚皮舞 以色列 55. 天地人 新 編 
10. 仁愛牧者 以色列 56. 悲哀的婚禮 阿爾巴尼亞 
11. 皇后來了 以色列 57. 倒在你的鞋面上 集體舞 
12. 山地痴情夢 集體舞 58. 愛人七十了 以色列 
13. 單程票 集體舞 59. 夜玫瑰* 以色列 
14. 田納西華士（單人） 集體舞 60. 臉上的雨水 以色列 
15. 初 戀 集體舞 61. 晨 曦 以色列 
16. 情花開 集體舞 62. 出塞曲 新 編 
17. 杖鼓舞 朝 鮮 63. 燭光與香水* 以色列 
18. 春之詩歌 以色列 64. 愛不在就放手 新 編 
19. 夢境成真         羅馬尼亞 65. 踏雪尋梅 集體舞 
20. 跳舞皇后 集體舞 66. 拜訪春天 新 編 
21. 我的故鄉 新 編 67. 瑪 地 羅馬尼亞 
22. 他他魯其卡 俄羅斯 68. 法國拍掌舞*      法 國 
23. 三月桃花*       新 編 69. 荷塘月色 新 編 
24. 山地天氣好 台 灣 70. 週末晚上 美 國 
25. 長壽森巴          集體舞 71. 玫瑰玫瑰我愛你 集體舞 
26. 寒冷恰恰 集體舞 72. 歡樂週末 集體舞 
27. 愉快的舞者 羅馬尼亞 73. 海草舞 集體舞 
28. 琵琶曲（單人） 集體舞 74. 草原祝酒歌 集體舞 
29. 西班牙姑娘 集體舞 75. 舞動中國 集體舞 
30. 中世紀詩人   亞美尼亞 76. 茂林情歌 台  
31. 金劍雕翎 新 編 77. 我的晚上 以色列 
32. 袋代相傳 台 灣 78. 福從天降 以色列 
33. 敲敲門 集體舞 79. 求雨舞 以色列 
34. 神農谷 集體舞 80. 阿里郎 朝 鮮 
35. 初戀的地方 集體舞 81. 古月照今塵 新 編 
36. 一生的愛戀 集體舞 82. 摩登舞會 羅馬尼亞 
37. 聽我禱告 以色列 83. 優美的舞姿 台 灣 
38. 印度式猶太婚禮 以色列 84. 積高的梯子 以色列 
39. 阿哥阿妹跳起來 集體舞 85. 頌讚和平 以色列 
40. 姊姊妹妹站起來 集體舞 86. 無盡的愛 以色列 
41. 月桃花 新 編 87. 手足情 以色列 
42. 古色古香 羅馬尼亞 88. 玩 具 以色列 
43. 歡樂的跳吧 新 編 89. 桔梗花 朝 鮮 
44. 醉在雨河 集體舞 90. 土耳其之吻 以色列 
45. 向陽花 集體舞 91. 純潔的人兒 以色列 
46. 明日恩典 新 編 92. 站在高崗上 新 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