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 1-5-2019（星期三）   時間 ~ 2:05 至 6:30pm.   地點 ~ 茜草灣鄰里社區中心 

~~~~~~~~~~~~~~~~~~~~~~~~~~~~~~~~~~~~~~~~~~~~~~~~~~~~~~~~~~~~~~~~~~~~~~~~ 

1. 夢境成真 羅馬尼亞 41. 森林之愛 以色列 

2. 仁愛牧者 以色列 42. 愛不在就放手 新 編 

3. 天 父 以色列 43. 媽咪嗲 D 以色列 

4. 四 季 以色列 44. 愛人 70了 以色列 

5. 優美的舞姿 台 灣 45. 俄國圓環 俄羅斯 

6. 聖 靈 以色列 46. 吉卜賽狂歡    羅馬尼亞/吉卜賽 

7. 天涯海角 以色列 47. 聽說您的名字 以色列 

8. 巴士登之舞 西班牙 48. 英雄的母親 以色列 

9. 手足情 以色列 49. 田納西華士* 美 國 

10. 阿爾巴尼亞圓環 阿爾巴尼亞 50. 歌薩克雪球樹 俄羅斯 

11. 木 船 以色列 51. 優 秀 以色列 

12. 平 常  以色列 52. 舊地重遊 以色列 

13. 玩 具  以色列 53. 晨 曦 以色列 

14. 快樂水手* 美 國 54. 斯卓特單人舞 波 蘭 

15. 我知道 以色列 55. 沙漠兒女* 新 編 

16. 亞營呼拉 以色列 56. 每 年 以色列 

17. 拜訪春天 新 編 57. 裸足天使 以色列 

18. 聽我禱告 以色列 58. 帖兒伯斯卡‧魯卡 保加利亞 

19. 眼前一亮 以色列 59. 嘉倫維安娜* 以色列 

20. 拉里的葡萄 阿爾巴尼亞 60. 沙漠進行曲  以色列 

21. 中世紀詩人 亞美尼亞 61. 辮子姑娘 以色列 

22. 長壽森巴          新 編 62. 燭光與香水* 以色列 

23. 迎仲夏 波 蘭 63. 真心表白 以色列 

24. 快樂願望*  以色列 64. 安息日女皇 以色列 

25. 悲哀的婚禮 阿爾巴尼亞 65. 落泊的遊民* 以色列 

26. 我的愛人 以色列 66. 毋須介懷 以色列 

27. 美麗的海洋 以色列 67. 希望之海 以色列 

28. 起 初 以色列 68. 印 度 以色列 

29. 自由鬥士 阿爾巴尼亞 69. 歌 蒂 土耳其 

30. 天地人 新 編 70. 土耳其婚禮舞 土耳其 

31. 惦記母親 以色列 71. 印度式猶太婚禮 以色列 

32. 驚喜的愛情*  以色列 72. 夜傾情*  以色列 

33. 黃金歲月 土耳其 73. 隨心所欲 以色列 

34. 野 花 土耳其 74. 天與地 以色列 

35. 甜蜜蜜 以色列 75. 讓我們一起走* 以色列 

36. 莫札特屠夫樂 希 臘 76. 阿哈巴琶 以色列 

37. 瑪 地 羅馬尼亞/吉卜賽 77. 頌讚和平 以色列 

38. 施爾蘭德 羅馬尼亞 78. 小天鵝 俄羅斯 

39. 斯卡狄布開 以色列 79. 聖 誦 以色列 

40. 普哥尼 阿爾巴尼亞 80. 節日快樂 以色列 
 
 

薈萃區周十週年  

土風舞同樂會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jR7s_Jt1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qwlP1OQSfo&t=6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cSJmOFiBS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AWAe3hD9WA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8hdG7NAfKc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Mr0JNn9Dq4&feature=player_embedd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_Vwv7PfaK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1RNr0dDoB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vy-lc-rTL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wvp0diq72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Y7zg_bwD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QTYfzWp85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0MGQBjSHjk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0t8Ezl-mZo&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Q4Wf_V01D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RsVmAfJXt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MDD9pBn7X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y2WLQo5Lp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NBDZSzLKPQ&feature=channel_pag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HxU9g8rD9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JWBn1ELLeo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1OOOVupZa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bj6UKW_gN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4rLVWsKmMw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RG2uh84CUA&feature=channel_pag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yyx_UJd7yA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ywSy3U2BME&feature=channel_pag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bZkxghUIZM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CLnHtGmZsi0HSil7gyNpo3NVZl7NIec/view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GLu28ZAmy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9nXki61ey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0BzP7cKzNo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B2kOvRtKH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f6MeB9Luw4&feature=channel_pag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dwC8uR-ITk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6n9X84CTOc&feature=relat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HI8i7cUHxg
http://www.youtube.com/watch?gl=HK&feature=channel&hl=zh-TW&v=ZfvKgfgqTs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WJJKN91tu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