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自備飲品、口罩

日期 : 12-07-2020    時間 :  14:00 ~ 18:30 PM     地點 :  順利社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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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大法師     以色列 23. 朱曼亞鐵克 / 古之歌舞     以色列 45. 印度式猶太婚禮     以色列 67. 風笛 羅馬尼亞

2. 所羅門王之光輝     以色列 24. 川流不息     以色列 46. 愛人七十了     以色列 68. 中世紀詩人     亞美尼亞

3. 風聲     以色列 25. 以色列人     以色列 47. 鼓掌歡迎 / 掌聲     以色列 69. 烏克蘭小品 烏克蘭

4. 仁愛牧者     以色列 26. 茂林情歌 新編 48. 我的祈禱     以色列 70. 俄國圓環 / 俄羅斯圓環 俄羅斯

5. 的多迷你的多 馬其頓 27. 美好莊園 波蘭 49. 探戈舞會 * 新編 71. 舞在比西斯托夫 斯洛伐克

6. 美麗的大地     以色列 28. 莫札特屠夫樂 希臘 50. 詩般的夢幻 * 新編 72. 斯卡狄布開     以色列

7. 蘋果 希臘 29. 浪漫情歌 * 以色列 51. 愛不在就放手 新編 73. 無盡的愛     以色列

8. 金寶島之音 希臘 30. 哭泣的遊戲 * 以色列 52. 週末晚上 美國 74. 田納西華士 * 美國

9. 三月桃花 * 新編 31. 營火呼拉 / 營火圓環     以色列 53. 裸足女孩 黎巴嫩 75. 快樂願望 * 以色列

10. 燭光與香水 * 以色列 32. 亞營呼拉     以色列 54. 快樂恰恰 塞爾維亞 76. 大地的主宰 以色列

11. 普哥尼     阿爾巴尼亞 33. 新斯波雲卡     保加利亞 55. 愛慕     保加利亞 77. 眼前一亮     以色列

12. 阿爾巴尼亞圓環     阿爾巴尼亞 34. 三次的旋律     保加利亞 56. 愛的火花     以色列 78. 娜菲莉的歌聲     以色列

13. 康乃馨     保加利亞 35. 瑪地 羅馬尼亞 57. 婚禮圓環     以色列 79. 魔笛     以色列

14. 紅星戰士 / 紅星     保加利亞 36. 火雞湯 羅馬尼亞 58. 天父     以色列 80. 惦記母親 / 夢話     以色列

15. 惠基圓環 2012 羅馬尼亞 37. 肚皮舞     以色列 59. 少女美拉卓     以色列 81. 皇后來了     以色列

16. 誰是幸運兒 羅馬尼亞 38. 金色華爾滋 / 金色華士     以色列 60. 四季     以色列 82. 樹的歌     以色列

17. 森林之愛     以色列 39. 夜傾情 * 以色列 61. 優秀 / 卓越     以色列 83. 雅歌     以色列

18. 卡噹慈 / 小人物     以色列 40. 天長地久 *     以色列 62. 舒約科 *     以色列 84. 大麗花     以色列

19. 藍色的山 * 以色列 41. 天涯海角     以色列 63. 娜瑪小姐 *     以色列 85. 星語     以色列

20. 落泊的遊民 * 以色列 42. 最愛的兒子     以色列 64. 手足情     以色列 86. 幸福人生     以色列

21. 偉大的祖國     以色列 43. 天與地     以色列 65. 玩具 / 玩偶     以色列

22. 隨心所欲     以色列 44. 木船     以色列 66. 小土舍 羅馬尼亞

   臻青社土風舞同樂日會

* 雙人舞 

請各出席人仕注意安全及小心保管攜來物品。如遇意外或有財物損失，本社一概不會負責。

若認為有需要，請自行購買保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