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ny Sir 與你共舞 (八)       土風舞同樂會 
 

★ 2023 年 4 月 9 日（星期日）                       ★ 2:15-6:45 pm                                        ★順利社區會堂  
~~~~~~~~~~~~~~~~~~~~~~~~~~~~~~~~~~~~~~~~~~~~~~~~~~~~~~~~~~~~~~~~~~~~~~~~~~~~~~~~~~~~~~~~~~~~~~~~~~~~~~~~~~~~~~~~~~~~~~~~~~~~~~~~~~~~~~~~~~~~~~~ 

1 泰    山  希    臘 24 火雞湯  羅馬尼亞 47 眼前一亮 以色列 70 情人華爾滋* 以色列 

2 營火呼拉 以色列 25 詩般的夢幻*  新    編 48 新斯波雲卡   保加利亞 71 沉默之聲* 以色列 

3 春日時光 亞美尼亞 26 五段恰恰 塞爾維亞 49 東西文化 以色列 72 高傲的少女 以色列 

4 戈蘭高地  以色列 27 黃金歲月 土耳其 50 靈糧味道* 以色列 73 到市鎮之路 以色列 

5 約瑟。約瑟  以色列 28 卡普華徵兵舞  匈牙利 51 小提琴華士* 以色列 74 花利士之舞 希    臘 

6 週末黃昏  以色列 29 吉卜賽狂歡 羅馬尼亞/吉卜賽 52 特    基 土耳其 75 楓葉飄飄* 美    國 

7 舞在比西斯托夫 斯洛伐克 30 四人萊茵河** 德    國 53 土耳其男子舞 土耳其 76 西部牛仔* 美    國 

8 玩    具 以色列 31 魏吉斯* 瑞   士 54 永恆之歌  亞美尼亞 77 天與地 以色列 

9 大衛旋律 以色列 32 利沙瑪 以色列 55 舊曲旋律* 以色列 78 惦記母親  以色列 

10 露    珠* 以色列 33 野    花 土耳其 56 濃情蜜意* 以色列 79 幸運熊 羅馬尼亞 

11 歸來之歌 日    本 34 布可維納走步舞  烏克蘭 57 齊唱跳 羅馬尼亞 80 啼    鳥* 以色列 

12 天    父 以色列 35 落泊的遊民* 以色列 58 悲哀的婚禮 阿爾巴尼亞 81 心心相印* 以色列 

13 黑眼睛的女孩  亞美尼亞 36 俄國旋律*  俄羅斯 59 我的愛人在新疆 新    編 82 莫斯科圓環 俄羅斯 

14 開拓者 保加利亞 37 莉    莉  保加利亞 60 真善美* 奧地利 83 手舞足蹈 保加利亞 

15 愛人五十了 以色列 38 吉卜賽錫人舞  羅馬尼亞 61 探戈舞會* 新    編 84 普哥尼 阿爾巴尼亞 

16 樹的歌 以色列 39 風中紅花  以色列 62 葡萄俏佳人 阿爾巴尼亞 85 大麗花 以色列 

17 光陰似箭 以色列 40 瑞典維沙維尼*  瑞    典 63 卡拉沙德瓦 羅馬尼亞 86 川流不息 以色列 

18 洪荒大師 以色列 41 美麗的裝飾 吉爾吉斯 64 格魯吉亞戰士 以色列 87 歌 以色列 

19 奮起舞 以色列 42 伊斯潘諾屠夫 土耳其 65 醉人的歌* 以色列 88 想念你  以色列 

20 夜玫瑰* 以色列 43 史拔牧歌 羅馬尼亞 66 夜半無人私語時* 以色列 89 最愛的兒子 以色列 

21 馬車伕 吉爾吉斯 44 辮子姑娘  以色列 67 少女約威  保加利亞 90 幸福人生 以色列 

22 毋須介懷 以色列 45 手巾尋夢舞* 波    蘭 68 為我歡唱 以色列    

23 施爾蘭德 羅馬尼亞 46 陶醉夏德西* 匈牙利 69 風中繁星 以色列    
~~~~~~~~~~~~~~~~~~~~~~~~~~~~~~~~~~~~~~~~~~~~~~~~~~~~~~~~~~~~~~~~~~~~~~~~~~~~~~~~~~~~~~~~~~~~~~~~~~~~~~~~~~~~~~~~~~~~~~~~~~~~~~~~~~~~~~~~~~~~~~~ 

* 雙人舞          **四人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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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