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金花 以色列 31 軍人舞 匈牙利 61 多比瑙皮帶舞 羅馬尼亞

2 雅歌 以色列 32 中世紀詩人 亞美尼亞 62 在遊逛場上  以色列

3 天父    以色列 33 馬其頓女郎 馬其頓 63 策騎 以色列

4 風聲 以色列 34 娜菲莉的歌聲 以色列 64 與花共舞 科索沃

5 星語 以色列 35 回到屋簷下 以色列 65 快樂願望 * 以色列

6 純情 以色列 36 創傷 以色列 66 你是我我是你的 * 以色列

7 川流不息 以色列 37 自動機器 ## 蘇格蘭 67 求同存異 羅馬尼亞

8 聖靈 A-U-MA 以色列 38 愛丁堡之花 ## 蘇格蘭 68 重踏圓環舞 羅馬尼亞

9 愉快的舞者 羅馬尼亞 39 頌讚我神 以色列 69 編織舞 南斯拉夫

10 小柳樹 羅馬尼亞 40 尊崇的樂章 以色列 70 賓拉斯高圓環 南斯拉夫

11 普哥尼 阿爾巴尼亞 41 勃拉新富塔 羅馬尼亞 71 古月照今塵 新編

12 肚皮舞 以色列 42 科易士加 羅馬尼亞 72 絲路之旅 新編

13 青春樂 * 以色列 43 風笛 羅馬尼亞 73 草原之歌 捷克

14 戀人 * 以色列 44 大麗花 以色列 74 愛人五十了 以色列

15 康乃馨 保加利亞 45 創世之光 以色列 75 積高的梯子 以色列

16 斯美尼斯高 保加利亞 46 風雪中的佳人 俄羅斯 76 也門新娘 * 以色列

17 摩西他 以色列 47 小天鵝 俄羅斯 77 葡萄戀歌 * 以色列

18 潑水舞 以色列 48 卡馬倫斯卡 * 俄羅斯 78 客棧風情畫 以色列

19 印度 以色列 49 舊情人* 以色列 79 特凡斯卡托班卡 保加利亞

20 阿里帕沙 土耳其 50 西娜塔 保加利亞 80 快樂恰恰 南斯拉夫

21 喜宴之夜 土耳其 51 華拉斯高小步舞 保加利亞 81 在我的駱駝背上 以色列

22 舒維利 * 以色列 52 金劍鵰翎 新編 82 也門兄弟 以色列

23 藍色的山 * 以色列 53 逃跑恰恰 新編 83 蓬車隊 以色列

24 流浪者 以色列 54 東西文化 以色列 84 巴士登之舞 西班牙

25 火海之地 以色列 55 不可以 以色列 85 春日時光 亞美尼亞

26 以色列人 以色列 56 幸運五號 以色列 86 大衛旋律 以色列

27 舍哈利 亞述 57 舞韻人生 * 以色列 87 哈利路亞 以色列

28 茂林情歌 新編 58 西班牙戀曲 * 以色列 88 光陰似箭 以色列

29 琵琶曲 * 新編 59 美基馬刺 克羅地亞 89 樹的歌 以色列

30 浪跡天涯 * 新編 60 旋律狄布開 黎巴嫩 90 捨不得你 以色列

*  雙人舞 ## 八人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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