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木船 以色列 26. 五段恰恰 塞爾維亞 51. 小天鵝 俄羅斯 76. 以色列人 以色列 

2. 皇后來了 以色列 27. 親愛的馬勒琴 以色列 52. 瑪 地 羅馬尼亞 77. 砂灣湖 亞美尼亞 

3. 大地的主宰 以色列 28. 愛的光芒** 以色列 53. 大衛旋律 以色列 78. 沙漠兒女** 自 編 

4. 歌 以色列 29. 情牽你心** 以色列 54. 心 亂 以色列 79. 藍色的山** 以色列 

5. 紅星戰士 保加利亞 30. 胡素勒卡 烏克蘭 55. 露 珠** 以色列 80. 天與地 以色列 

6. 愛不在就放手 自 編 31. 冬季到台北來看雨 自 編 56. 美麗的姑娘** 自 編 81. 真心表白 以色列 

7. 愛人七十了 以色列 32. 神 蹟 以色列 57. 戴勒女子舞 保加利亞 82. 風笛演奏者 科索沃 

8. 恰好的愛情 以色列 33. 番紅花 以色列 58. 牧羊人旋律 以色列 83. 舞影翩翩** 自 編 

9. 兩朵玫瑰** 以色列 34. 半顆心 以色列 59. 樹的歌 以色列 84. 滿懷思念** 以色列 

10. 蓮娜小姐** 德 國 35. 撒拉瑪 土耳其 60. 艾 爾** 以色列 85. 川流不息 以色列 

11. 裸足女孩 黎巴嫩 36. 藍色多瑙河** 自 編 61. 田納西華士** 美 國 86. 四 季 以色列 

12. 牧羊人之歌 以色列 37. 浪漫情歌** 以色列 62. 歐帕古帕可樂 塞爾維亞 87. 年青的樹 以色列 

13. 大麗花 以色列 38. 妙舞翩躚 以色列 63. 遠居異地 以色列 88. 葡萄俏佳人 阿爾巴尼亞 

14. 靈 鳥 以色列 39. 祝福你 以色列 64. 來 吧 以色列 89. 捷沙圓環 羅馬尼亞 

15. 美好莊園 波 蘭 40. 高傲的少女 以色列 65. 約瑟 約瑟 以色列 90. 夜來香** 以色列 

16. 蘭蘭之舞** 自 編 41. 我愛你中國 自 編 66. 初戀的地方 自 編 91. 天長地久** 以色列 

17. 直到最後** 以色列 42. 蘿莉女孩 亞美尼亞 67. 西部牛仔** 美 國 92. 優 秀 以色列 

18. 仙嘉莉拉 以色列 43. 嘉倫維安娜** 以色列 68. 晶瑩剔透** 以色列 93. 古埃及太陽神 以色列 

19. 凝 眸 以色列 44. 艾 娜** 以色列 69. 祝你快樂 以色列 94. 阿爾巴尼亞圓環 阿爾巴尼亞 

20. 科斯狄拉達 希  臘 45. 干卿底事 以色列 70. 卡噹慈 以色列 95. 親愛的女兒 匈牙利 

21. 楓葉飄飄** 美 國 46. 吉卜賽舞會 羅馬尼亞 71. 月下待杜鵑 自 編 96. 擁抱着我** 以色列 

22. 華士旋律** 以色列 47. 天堂上的檸檬樹 希 臘 72. 週末晚上 美 國 97. 夜玫瑰** 以色列 

23. 魔 笛 以色列 48. 希望華爾滋 以色列 73. 落泊的遊民** 以色列 98. 一千夜 以色列 

24. 洗滌心靈 以色列 49. 也門新娘** 以色列 74. 喔跳舞吧** 以色列 99. 金 花 以色列 

25. 美麗的裝飾 吉爾吉斯 50. 駐顏有術** 以色列 75. 阿里巴巴 以色列 100. 隨心所欲 以色列 

            
＜各位來賓請注意安全及妥為保管攜來物品，如發生意外受傷或有財物損失，本會概不負責。＞ 

 

1 香港土風舞聯會～土風舞同樂會  
 

20/6/2021（星期日） 
下午 1:30 - 6:30 

彩雲社區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