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ny Sir 與你共舞    2023 土風舞同樂日(一)   啟動禮 
★ 2023 年 1 月 2 日（星期一）                ★ 1:30-7:45pm                      ★茜草灣鄰里社區中心  
~~~~~~~~~~~~~~~~~~~~~~~~~~~~~~~~~~~~~~~~~~~~~~~~~~~~~~~~~~~~~~~~~~~~~~~~~~~~~~~~~~~~~~~~~~~~~~~~~~~~~~~~~~~~~~~~~~~~~~~~~~~~~~~~~~~~~~~~~~~~~~~ 

1 亞營呼拉 以色列 31 在我的駱駝背上  以色列 61 格魯吉亞戰士 以色列 91 雅契克女郎 亞美尼亞  

2 晨    曦   以色列 32 張開你的眼 以色列 62 阿里帕沙 土耳其 92 砂灣湖 亞美尼亞  

3 雙向圓環  羅馬尼亞 33 藍色尋夢舞  以色列 63 蘇穆基女娘 匈牙利 93 創基亞女子舞* 土耳其  

4 小莎拉 以色列 34 月桃花 新    編 64 偉大的祖國 以色列 94 歸來的遊子   以色列  

5 比亞法城雙人舞*  以色列 35 小提琴華士* 以色列 65 奇諾夫 保加利亞 95 親愛的馬勒琴 以色列  

6 科斯狄拉達  希    臘 36 銀色村莊  保加利亞 66 聖    靈 以色列 96 芭姫女子舞 匈牙利  

7 希望華爾滋 以色列 37 少女約威   保加利亞 67 卡那村的牧人 匈牙利 97 凝    眸 以色列  

8 小土舍 羅馬尼亞 38 旋律狄布開 黎巴嫩 68 美麗的裝飾 吉爾吉斯 98 販子舞* 俄羅斯  

9 拜訪春天 新    編 39 紅星戰士 保加利亞 69 生死與共 以色列 99 帖兒帕斯卡魯卡   保加利亞  

10 濃情蜜意* 以色列 40 陶醉夏德西* 匈牙利 70 羅勃勇士舞* 波    蘭 100 在遊逛場上  以色列  

11 親愛的祖國 以色列 41 我的愛人在新疆   新    編 71 我的祈禱 以色列 101 牧羊人之歌 以色列  

12 自強不息 亞美尼亞 42 希臘水手 希    臘 72 吉卜賽錫人舞 羅馬尼亞 102 遠居異地 以色列  

13 黑眼睛的女孩  亞美尼亞 43 手舞足蹈 保加利亞 73 風中紅花 以色列 103 醉人的歌* 以色列  

14 盛裝的女孩 克羅地亞 44 自由鬥士 阿爾巴尼亞 74 卡普華徵兵舞 匈牙利 104 小禮物 以色列  

15 你令我著迷*  以色列 45 舊曲旋律* 以色列 75 約瑟約瑟 以色列 105 裸足女孩   黎巴嫩  

16 純    情  以色列 46 四    季 以色列 76 歐帕古帕可樂 塞爾維亞 106 天與地 以色列  

17 火    魂 保加利亞 47 巴卡鄉村舞 羅馬尼亞 77 草原之歌 捷    克 107 木    筏 以色列  

18 開拓者 保加利亞 48 出塞曲 新    編  78 華士旋律* 以色列 108 楓葉飄飄 * 美    國  

19 烏克蘭小品 烏克蘭 49 愛的俘虜  以色列 79 卻雷斯基  捷    克 109 東方浪潮 以色列  

20 教我如何讚美你*  以色列 50 農民舞# 德     國 80 永恆之歌 亞美尼亞 110 利亞寶貝 以色列  

21 山蔭道上 以色列 51 東張西望  俄羅斯 81 印度式猶太婚禮 以色列 111 俄國圓環 俄羅斯  

22 成長的奧秘 以色列 52 溫泉山莊   馬其頓 82 戴勒女子舞 保加利亞 112 雅    歌 以色列  

23 古月照今塵 新    編 53 誰的巧克力  以色列 83 困    惑*  以色列 113 燭光與香水* 以色列  

24 快 來吧  以色列 54 普哥尼 阿爾巴尼亞 84 施爾蘭德 羅馬尼亞 114 惦記母親 以色列  

25 詩般的夢幻*  新    編 55 索比洋卡# 俄羅斯 85 華拉斯高  保加利亞 115 哈利路亞 以色列  

26 與我共舞  以色列 56 花利士之舞 希    臘 86 聽我禱告 以色列 116 眼前一亮 以色列  

27 天堂上的檸檬樹   希    臘 57 鄉村行  俄羅斯 87 手巾尋夢舞* 波    蘭 117 就是現在  以色列  

28 卓帕克  俄羅斯 58 舍通卡 塞爾維亞 88 吉卜賽狂歡 羅馬尼亞/吉卜賽 118 幸福人生  以色列  

29 築屋高手  亞美尼亞 59 亞妮女郎 馬其頓 89 五段恰恰 塞爾維亞     

30 歸來的帥哥*  克羅地亞 60 昂    首 以色列 90 悲哀的婚禮 阿爾巴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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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雙人舞         #八人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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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