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   港   土   風   舞   聯   會     2020年9月27日［星期日］

    鰂魚涌社區會堂

~~ 土 風 舞 同 樂 日 ~~     1:15 ~ 5:45 pm

1) 大法師 以色列 31) 船歌 以色列 61) 裸足天使 以色列

2) 昨日的夢 以色列 32) 希望華爾滋 以色列 62) 創基亞女子舞 土耳其

3) 皇后來了 以色列 33) 班傑明 以色列 63) 五段恰恰 塞爾維亞

4) 以色列人 以色列 34) 心心相印 * 以色列 64) 艾娜 * 以色列

5) 美好莊園 波　蘭 35) 愛爾蘭探戈 * 新　編 65) 快樂願望 * 以色列

6) 棋子 新　編 36) 科易士加 羅馬尼亞 66) 小山丘 以色列

7) 歌 以色列 37) 誠感主恩 以色列 67) 烏克蘭小品 烏克蘭

8) 惦記母親 以色列 38) 地中海 以色列 68) 盛開的花朵 俄羅斯

9) 求雨舞 以色列 39) 金色華爾滋 以色列 69) 蜜糖牛奶 以色列

10) 浪漫情歌 * 以色列 40) 東京撲克 新　編 70) 偉大的祖國 以色列

11) 沙漠兒女 * 新　編 41) 風笛演奏者 科索沃 71) 聖經之光 以色列

12) 中世紀詩人 亞美尼亞 42) 美麗的海洋 以色列 72) 舒約科* 以色列

13) 歸來的遊子 以色列 43) 遠居異地 以色列 73) 探戈探戈 * 新　編

14) 春之詩歌 以色列 44) 哭泣的遊戲 * 以色列 74) 窩爾窩丁斯高圓環 保加利亞

15) 酒祭 以色列 45) 晶瑩剔透 * 以色列 75) 娜菲莉的歌聲 以色列

16) 天長地久 * 以色列 46) 俄羅斯之茶 俄羅斯 76) 婚禮的祝福 以色列

17) 藝術家的生涯 * 新　編 47) 紅星戰士 保加利亞 77) 自由鬥士 阿爾巴尼亞

18) 快樂恰恰 塞爾維亞 48) 悅耳的音符 以色列 78) 販子舞 * 俄羅斯

19) 印度式猶太婚禮 以色列 49) 她祇想跳舞 以色列 79) 駐顏有術 * 以色列

20) 愛人七十了 以色列 50) 萬物之靈 以色列 80) 川流不息 以色列

21) 舊地重遊 以色列 51) 雅歌 以色列 81) 愛的俘虜 以色列

22) 蜜糖舞 以色列 52) 愛不在就放手 新　編 82) 歐帕古帕可樂 塞爾維亞

23) 旋律狄布開 黎巴嫩 53) 二人同樂 * 愛爾蘭 83) 自強不息 亞美尼亞

24) 亞美尼亞蜜色羅 亞美尼亞 54) 直至最後 * 以色列 84) 所羅門王的光輝 以色列

25) 桃花香 * 以色列 55) 新姑爺 以色列 85) 情火 * 以色列

26) 孤雛夢 * 以色列 56) 晨曦 Boker 以色列 86) 法拉弗 * 以色列

27) 史朗姆的女兒 以色列 57) 亞路娜 羅馬尼亞 87) 惠基圓環 2012 羅馬尼亞

28) 週末黃昏 以色列 58) 俄國圓環 俄羅斯 88) 阿爾巴尼亞圓環舞 阿爾巴尼亞

29) 烘焙咖啡 土耳其 59) 哈囉女孩 以色列 89) 山蔭道上 以色列

30) 悲哀的婚禮 阿爾巴尼亞 60) 祝福你 以色列 90) 幸福人生 以色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