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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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仁愛牧者 以色列   29. 害羞的人 阿爾巴尼亞 （全）  57. 完成任務** 以色列 （土） 

2. 春日時光 亞美尼亞   30. 西部牛仔** 美 國 （旭）  58. 蕾絲裙** 新 編 （翔） 

3. 森林之愛 以色列 （方）  31. 直至最後** 以色列 （旋）  59. 菊花台 新 編 （土） 

4. 皇后來了 以色列 （飄）  32. 風中繁星 以色列 （旋）  60. 巴士登之舞 西班牙 （往） 

5. 迷途的小鳥 希 臘 （旭）  33. 美麗的裝飾 吉爾吉斯 （往）  61. 以色列人 以色列 （飄） 

6. 田納西華士** 美 國 （旭）  34. 骨牌五# 蘇格蘭 （方）  62. 妳是多麼的美 以色列 （土） 

7. 嘉倫維安娜** 以色列 （翔）  35. 祝福你 以色列 （方）  63. 東歐女子舞 俄羅斯 （全） 

8. 大麗花 以色列 （旭）  36. 神 蹟 以色列 （方）  64. 採茶姑娘** 新 編 （翔） 

9. 祼足女孩 黎巴嫩 （飄）  37. 腳踏車華士** 新 編 （翔）  65. 駐顏有術** 以色列 （旋） 

10. 棋 子 新 編 （飄）  38. 金劍雕翎 新 編 （全）  66. 陶醉夏德西**  匈牙利 （全） 

11. 停不了 以色列 （旭）  39. 卡那烈 以色列 （旭）  67. 斯卓特單人舞 波 蘭 （全） 

12. 天長地久** 以色列 （飄）  40. 雪寶兒 以色列 （翔）  68. 出塞曲 新 編 （全） 

13. 探戈舞會** 新 編 （旋）  41. 嘉路維小屋# 蘇格蘭 （旋）  69. 哭泣的遊戲** 以色列 （往） 

14. 黃金歲月 土耳其 （往）  42. 巴富公爵# 蘇格蘭 （翔）  70. 情牽你心** 以色列 （旋） 

15. 夜闌人靜 以色列 （方）  43. 紅星戰士 保加利亞 （方）  71. 烏克蘭小品 烏克蘭 （旭） 

16. 純 情 以色列 （翔）  44. 我的祈禱 以色列 （飄）  72. 自由鬥士 阿爾巴尼亞 （往） 

17. 古月照今塵 新 編 （全）  45. 達娜與妲娜** 以色列 （土）  73. 婚禮的祝福 以色列 （翔） 

18. 楓葉飄飄** 美 國 （全）  46. 藍色探戈** 新 編 （翔）  74. 年青的樹 以色列 （方） 

19. 盼 望** 以色列 （土）  47. 小天鵝 俄羅斯 （旭）  75. 瑪 地 羅馬尼亞 （飄） 

20. 魔 笛 以色列 （飄）  48. 月下待杜鵑 新 編 （旭）  76. 火 魂 保加利亞 （往） 

21. 那布拉耶 克羅地亞 （往）  49. 山蔭路上 以色列 （方）  77. 常盼望**  以色列 （土） 

22. 我們曾經年輕 新 編 （旭）  50. 吉卜賽狂歡 羅馬尼亞 （往）  78. 快樂願望** 以色列 （方） 

23. 日出朝陽 以色列 （土）  51. 蓮娜小姐** 德 國 （旋）  79. 親愛的女兒 匈牙利/吉卜賽 （往） 

24. 艾 娜** 以色列 （土）  52. 晶瑩剔透**  以色列 （土）  80. 毋須介懷 以色列 （全） 

25. 美麗的姑娘** 新 編 （翔）  53. 地中海 以色列 （方）  81. 川流不息 以色列 （飄） 

26. 誰是幸運兒 羅馬尼亞 （旋）  54. 杜那托里跳躍舞 匈牙利 （全）  82. 一千夜 以色列 （旋） 

27. 希望華爾滋 以色列 （旋）  55. 歐帕古帕可樂 塞爾維亞 （往）  83. 黒眼睛的女孩 亞美尼亞  

28. 敖 曼 以色列 （土）  56. 樹的歌 以色列 （飄）  84. 幸福人生 以色列  

              

（方）方圓社 （飄）飄躍社 （旭）旭穎社 （翔）翔之社 （全）全藝坊 （土）土風舞之友 （旋）旋藝社 （往）往日情懷 

1 香港土風舞聯會～土風舞同樂會  
 

12/12/2021（星期日） 
下午 1:15 - 5:30 
銅鑼灣社區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