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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愛人七十了 以色列 26. 白色的秋天* 以色列 51. 珍 惜 以色列 76. 洗滌心靈 以色列 

2. 仁愛牧者 以色列 27. 誰是幸運兒 羅馬尼亞 52. 紅星戰士 保加利亞 77. 流水行雲 保加利亞 

3. 玩 具 以色列 28. 積高的梯子 以色列 53. 悅耳的音符 以色列 78. 茂林情歌 自 編 

4. 阿爾巴尼亞圓環 阿爾巴尼亞 29. 大法師 以色列 54. 偉大的祖國 以色列 79. 站在高崗上 自 編 

5. 印度式猶太婚禮 以色列 30. 大麗花 以色列 55. 探戈舞會* 自 編 80. 偷心者 以色列 

6. 田納西華士* 美 國 31. 少女美拉卓 以色列 56. 詩般的夢幻* 自 編 81. 甜蜜蜜 以色列 

7. 燭光與香水* 以色列 32. 手足情 以色列 57. 眺 望 以色列 82. 莫札特屠夫樂 希 臘 

8. 肚皮舞 以色列 33. 四 季 以色列 58. 普哥尼 阿爾巴尼亞 83. 森林之愛 以色列 

9. 美好莊園 波 蘭 34. 所羅門王之光輝 以色列 59. 最愛的兒子 以色列 84. 週末黃昏 以色列 

10. 風 聲 以色列 35. 金色華爾滋 以色列 60. 夢境成真 羅馬尼亞 85. 雅 歌 以色列 

11. 祼足女孩 黎巴嫩 36. 美麗的大地 以色列 61. 營火圓環 以色列 86. 愛不在就放手 自 編 

12. 天與地 以色列 37. 惦記母親 以色列 62. 驚喜的愛情* 以色列 87. 葡萄戀歌* 以色列 

13. 多美麗 以色列 38. 荷塘月色 自 編 63. 快樂願望* 以色列 88. 三生緣* 以色列 

14. 愉快的舞者 羅馬尼亞 39. 無盡的愛 以色列 64. 蘋 果 希 臘 89. 頌讚和平 以色列 

15. 川流不息 以色列 40. 週末晚上 美 國 65. 小天鵝 俄羅斯 90. 舞在比西斯托夫 斯洛伐克 

16. 幸福人生 以色列 41. 暗戀你* 以色列 66. 中世紀詩人 亞美尼亞 91. 藍色的山* 以色列 

17. 春之詩歌 以色列 42. 楓葉飄飄* 美 國 67. 手足情深 以色列 92. 也門新娘* 以色列 

18. 瑪 地 羅馬尼亞 43. 樹的歌 以色列 68. 木 船 以色列 93. 十一少 以色列 

19. 月下待杜鵑 自 編 44. 希臘水手 希 臘 69. 以色列歌手 以色列 94. 戈蘭高地 以色列 

20. 的多迷你的多 馬其頓 45. 三月桃花* 自 編 70. 卡麗露絲芙 俄羅斯 95. 分 手* 以色列 

21. 俄國圓環 俄羅斯 46. 天長地久* 以色列 71. 自由鬥士 阿爾巴尼亞 96. 心 橋* 以色列 

22. 皇后來了 以色列 47. 年青的樹 以色列 72. 希望華爾滋 以色列 97. 他他魯其卡 俄羅斯 

23. 康乃馨 保加利亞 48. 朱曼亞鐵克 以色列 73. 我的祈禱 以色列 98. 卡拉夠那 希 臘 

24. 惠基圓環 2012 羅馬尼亞 49. 艾 娜* 以色列 74. 金寶島之音 希 臘 99. 生死與共 以色列 

25. 落泊的遊民* 以色列 50. 飛鴿傳訊* 以色列 75. 哈達圓環 以色列 100. 捨不得你 以色列 
 
 

 

香港土風舞聯會  ～ 2019 聯會 Top 100 土風舞同樂日 
 

29/12/2019（星期日）  1:30 pm - 6:30 pm   啟業社區會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