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        15        15        15////1111////2012201220122012〔〔〔〔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4        4        4        4::::15 15 15 15 ~ ~ ~ ~ 6666::::00 00 00 00 pm pm pm pm 保安道體育館舞蹈室保安道體育館舞蹈室保安道體育館舞蹈室保安道體育館舞蹈室

        6        6        6        6::::15 15 15 15 ~ ~ ~ ~ 8888::::45 45 45 45 pm pm pm pm 保安道體育館一號活動室保安道體育館一號活動室保安道體育館一號活動室保安道體育館一號活動室

悅耳的音符悅耳的音符悅耳的音符悅耳的音符 Hamangina Hayeshan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隨心所欲隨心所欲隨心所欲隨心所欲 Im Rotz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困困困困　　　　惑 惑 惑 惑 **** Ha'Bilbul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親愛的馬勒琴親愛的馬勒琴親愛的馬勒琴親愛的馬勒琴 Yakir Menahe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新斯波雲卡新斯波雲卡新斯波雲卡新斯波雲卡 Sborenka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倒    霉倒    霉倒    霉倒    霉 Im Yipol Goralech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哈得利哈得利哈得利哈得利 Chag Li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卡沙斯可卡沙斯可卡沙斯可卡沙斯可 Kasapsko Oro 〔〔〔〔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
巴比狄斯巴比狄斯巴比狄斯巴比狄斯 Barbatesc Din Iend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夜闌人靜夜闌人靜夜闌人靜夜闌人靜 Kvar Acharei Chatzot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希娃娜希娃娜希娃娜希娃娜 Hey Vala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老當益壯老當益壯老當益壯老當益壯 Batrinesca din Vicov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俄國圓環俄國圓環俄國圓環俄國圓環 Round Dance 〔〔〔〔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

甜蜜的大地甜蜜的大地甜蜜的大地甜蜜的大地 Eretz Zavat Halav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意大利鈴鼓舞 意大利鈴鼓舞 意大利鈴鼓舞 意大利鈴鼓舞 **** Neapolitan Tarantella 〔〔〔〔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

烏吉卡烏吉卡烏吉卡烏吉卡 Alunelul de la Urzica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信心十足信心十足信心十足信心十足 Hakol Patuach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玫瑰華士 玫瑰華士 玫瑰華士 玫瑰華士 **** Vals Hashoshan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柏度士卡達柏度士卡達柏度士卡達柏度士卡達 Pajdoeskata 〔〔〔〔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

小辣椒小辣椒小辣椒小辣椒 Besabesi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燕芭狄布開燕芭狄布開燕芭狄布開燕芭狄布開 Debka Inbar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希臘水手希臘水手希臘水手希臘水手 Hasapikos 〔〔〔〔希希希希　　　　臘臘臘臘〕〕〕〕 安妮摩莉露茜安妮摩莉露茜安妮摩莉露茜安妮摩莉露茜 Ani More Nuse 〔〔〔〔阿爾巴尼亞阿爾巴尼亞阿爾巴尼亞阿爾巴尼亞〕〕〕〕

桃花香 桃花香 桃花香 桃花香 **** Reiach Hadas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為妳傾心為妳傾心為妳傾心為妳傾心 Susli Hanim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手舞足蹈手舞足蹈手舞足蹈手舞足蹈 Dobrudzanska Reka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古老的沙哥華古老的沙哥華古老的沙哥華古老的沙哥華 Staro Zagorsko Horo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自由鬥士自由鬥士自由鬥士自由鬥士 Valle E Qemalit 〔〔〔〔阿爾巴尼亞阿爾巴尼亞阿爾巴尼亞阿爾巴尼亞〕〕〕〕 謎謎謎謎 Anigm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歡歡歡歡　　　　呼呼呼呼 Salamati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約瑟之子約瑟之子約瑟之子約瑟之子 Efray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走向井走向井走向井走向井 El Ha-Ayin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 Yaldati Sheli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心    橋 心    橋 心    橋 心    橋 **** Ben Shnei Levavot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Israel- Israel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登上高峰登上高峰登上高峰登上高峰 Na'ahle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哥維斯亞圓環哥維斯亞圓環哥維斯亞圓環哥維斯亞圓環 Hora De La Gorj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就是現在就是現在就是現在就是現在 Mikarov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夕夕夕夕　　　　陽陽陽陽 Shkiah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振奮吧振奮吧振奮吧振奮吧！！！！ Kumu Na'ale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雨雨雨雨 Et Hageshe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天與地天與地天與地天與地 Adama Ve Shamay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土耳其男子舞土耳其男子舞土耳其男子舞土耳其男子舞 Rakkas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河中鴨河中鴨河中鴨河中鴨 Raca plava 〔〔〔〔克羅地亞克羅地亞克羅地亞克羅地亞〕〕〕〕 大衛旋律大衛旋律大衛旋律大衛旋律 Mizmor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新世代新世代新世代新世代 Romanian Clublife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歐拉賀士歐拉賀士歐拉賀士歐拉賀士 Ola Hos 〔〔〔〔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
激情狄布開激情狄布開激情狄布開激情狄布開 Debka Medabeket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晨露之光 晨露之光 晨露之光 晨露之光 **** Zohar Badeshe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撒拉瑪撒拉瑪撒拉瑪撒拉瑪 Sallama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藍色尋夢舞藍色尋夢舞藍色尋夢舞藍色尋夢舞 Kujawiak Niebieski 〔〔〔〔波波波波　　　　蘭蘭蘭蘭〕〕〕〕
珍格拉珍格拉珍格拉珍格拉 Zingwal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珍惜好時光珍惜好時光珍惜好時光珍惜好時光 Chaval Al Hazman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到市鎮之路到市鎮之路到市鎮之路到市鎮之路 Baderech El Hakfar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鳶尾花鳶尾花鳶尾花鳶尾花 Iriss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凝凝凝凝　　　　眸眸眸眸 Shoof-Ni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可愛的森巴 可愛的森巴 可愛的森巴 可愛的森巴 **** Karnaval 〔〔〔〔美    國美    國美    國美    國〕〕〕〕
雪寶兒雪寶兒雪寶兒雪寶兒 Eshebo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那瑪小姐 那瑪小姐 那瑪小姐 那瑪小姐 **** Na'am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為你歡唱為你歡唱為你歡唱為你歡唱 Ashir Lache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徘徘徘徘　　　　徊徊徊徊 Holech U'v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苦苦苦苦　　　　戀 戀 戀 戀 **** Saper Al Ahav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蘋果香蘋果香蘋果香蘋果香 Reiach Tapuach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廿二周年慶廿二周年慶廿二周年慶廿二周年慶〔〔〔〔三三三三〕〕〕〕~ ~ ~ ~ 情歸何處情歸何處情歸何處情歸何處

    ~~~      ~~~      ~~~      ~~~  歡 迎 光 臨  歡 迎 光 臨  歡 迎 光 臨  歡 迎 光 臨  ~~~~~~~~~~~~

    ~~~      ~~~      ~~~      ~~~  隨 機 選 曲  隨 機 選 曲  隨 機 選 曲  隨 機 選 曲  ~~~~~~~~~~~~



重歸我土重歸我土重歸我土重歸我土 Shavnu El Eretz Ha'avot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築屋高手築屋高手築屋高手築屋高手 Ammer Ya Maalem 〔〔〔〔黎巴嫩黎巴嫩黎巴嫩黎巴嫩〕〕〕〕

高傲的少女高傲的少女高傲的少女高傲的少女 Lu Hayit Hana'ar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不渝愛情不渝愛情不渝愛情不渝愛情 Chayav Lamut Alai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午夜樂韻午夜樂韻午夜樂韻午夜樂韻 Mizmor Layl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神賜狄布開神賜狄布開神賜狄布開神賜狄布開 Debka Li'el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農家子弟農家子弟農家子弟農家子弟 Rustemul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法拉弗 法拉弗 法拉弗 法拉弗 **** Felafel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願歸聖土願歸聖土願歸聖土願歸聖土 Inshalah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瑪莉夏利瑪莉夏利瑪莉夏利瑪莉夏利 Ma Nishar Li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耶路撒冷圓環耶路撒冷圓環耶路撒冷圓環耶路撒冷圓環 Jerusalem Hor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迪拉丁迪拉丁迪拉丁迪拉丁 Dela din Oprisor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金色小麥金色小麥金色小麥金色小麥 Shiboley Paz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小妹妹小妹妹小妹妹小妹妹 Achot Lanu Ktan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白色的秋天 白色的秋天 白色的秋天 白色的秋天 **** Stav Lavan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俄國旋律 俄國旋律 俄國旋律 俄國旋律 **** Russian Dance Medley 〔〔〔〔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

森林之愛森林之愛森林之愛森林之愛 Ahava Bachoresh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土耳其手巾舞土耳其手巾舞土耳其手巾舞土耳其手巾舞 Him Hime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辛丘那辛丘那辛丘那辛丘那 Simchu N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葉里萬之舞葉里萬之舞葉里萬之舞葉里萬之舞 Hej Par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哭牆之樂哭牆之樂哭牆之樂哭牆之樂 Lach Yerushalay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特巴斯特巴斯特巴斯特巴斯 Darbashiy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大躍進大躍進大躍進大躍進 Hayde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頌讚我神頌讚我神頌讚我神頌讚我神 Agadelch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初    戀 初    戀 初    戀 初    戀 **** Ahava Tzeir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迪卡狄布開迪卡狄布開迪卡狄布開迪卡狄布開 Debka Dikl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土耳其之劍土耳其之劍土耳其之劍土耳其之劍 Kilic Dansi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婦女圓環舞婦女圓環舞婦女圓環舞婦女圓環舞 Hora Femeiler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哭泣的遊戲 哭泣的遊戲 哭泣的遊戲 哭泣的遊戲 **** Mischak Hadma'ot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荊棘冠冕 荊棘冠冕 荊棘冠冕 荊棘冠冕 **** Zer Kotz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美麗的海洋美麗的海洋美麗的海洋美麗的海洋 Yam Tichoni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巴黎撲克 巴黎撲克 巴黎撲克 巴黎撲克 **** Paris Polka 〔〔〔〔丹    麥丹    麥丹    麥丹    麥〕〕〕〕

少女情懷少女情懷少女情懷少女情懷 Aghchka Jerazanke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天    父天    父天    父天    父 El Elokai Shamay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愛情斥堠兵 愛情斥堠兵 愛情斥堠兵 愛情斥堠兵 **** Hagashash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愛的表現愛的表現愛的表現愛的表現 Nashkini N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格魯吉亞戰士格魯吉亞戰士格魯吉亞戰士格魯吉亞戰士 Machol Grouzini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哈歷士阿露娜哈歷士阿露娜哈歷士阿露娜哈歷士阿露娜 Alunelul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寂寞的心寂寞的心寂寞的心寂寞的心 Badad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卡拉沙德瓦卡拉沙德瓦卡拉沙德瓦卡拉沙德瓦 Alunelul Ca La Sadova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愛的光芒 愛的光芒 愛的光芒 愛的光芒 **** At Li Or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最後華士 最後華士 最後華士 最後華士 **** The Last Waltz 〔〔〔〔自自自自　　　　編編編編〕〕〕〕
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 At Tir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班傑明班傑明班傑明班傑明 LeBinyamin Amar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 〔〔〔〔韓韓韓韓　　　　國國國國〕〕〕〕 摩西的好友摩西的好友摩西的好友摩西的好友 Joshu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腳踏車華士 腳踏車華士 腳踏車華士 腳踏車華士 **** Le Bicycletes de Belsize 〔〔〔〔美美美美　　　　國國國國〕〕〕〕 拜訪春天拜訪春天拜訪春天拜訪春天 〔〔〔〔自自自自　　　　編編編編〕〕〕〕

朗頓狄布開朗頓狄布開朗頓狄布開朗頓狄布開 Debka Larden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天天天天　　　　使使使使 Ariel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相相相相　　　　簿簿簿簿 Hatmunot Sheba'albu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舞在比西斯托夫舞在比西斯托夫舞在比西斯托夫舞在比西斯托夫 Dance of Basistov 〔〔〔〔斯洛伐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
多啊多啊多啊多啊！！！！狄布開狄布開狄布開狄布開 Debka Dor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真善美 真善美 真善美 真善美 **** Sound Of Music 〔〔〔〔自自自自　　　　編編編編〕〕〕〕
地中海地中海地中海地中海 Yam Tichon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奇妙的國土奇妙的國土奇妙的國土奇妙的國土 Eretz Nehederet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聖名雅努卡聖名雅努卡聖名雅努卡聖名雅努卡 Ya-noo-k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格拉夫斯卡格拉夫斯卡格拉夫斯卡格拉夫斯卡．．．．力沙力沙力沙力沙 Graovska Lesa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蜜糖舞蜜糖舞蜜糖舞蜜糖舞 Mechol Hadvash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東西狄布開東西狄布開東西狄布開東西狄布開 Mizrach Ma'arav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獻給我的女兒獻給我的女兒獻給我的女兒獻給我的女兒 Bosmat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吉普賽錫人舞吉普賽錫人舞吉普賽錫人舞吉普賽錫人舞 Dansul Spoitorilor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萬物之靈萬物之靈萬物之靈萬物之靈 Nishmat Kol Hai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生命之愛 生命之愛 生命之愛 生命之愛 ####2222 Ahavat Chayai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香香香香　　　　料料料料 Mor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貝莉莎貝莉莎貝莉莎貝莉莎 Bereza 〔〔〔〔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
雀雀雀雀　　　　躍躍躍躍 Belev Sameyah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神    蹟神    蹟神    蹟神    蹟 Al Ha'nis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心心相印 心心相印 心心相印 心心相印 **** Al Levavi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阿拉伯鼓舞阿拉伯鼓舞阿拉伯鼓舞阿拉伯鼓舞 Tarbuk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以色列尋夢舞以色列尋夢舞以色列尋夢舞以色列尋夢舞 Sachaki Sachaki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妙舞翩躚妙舞翩躚妙舞翩躚妙舞翩躚 Eizo Rakdanit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為主歌唱為主歌唱為主歌唱為主歌唱 Et-ah-shir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那布拉耶那布拉耶那布拉耶那布拉耶 Nabrala je 〔〔〔〔克羅地亞克羅地亞克羅地亞克羅地亞〕〕〕〕



葉亞布葉亞布葉亞布葉亞布 Ya Abud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勇    氣勇    氣勇    氣勇    氣 Jo Jon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風聲呼呼 風聲呼呼 風聲呼呼 風聲呼呼 **** Yilelat Haruwah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往事悠悠 往事悠悠 往事悠悠 往事悠悠 **** Rachok Racho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英雄峰英雄峰英雄峰英雄峰 Tel Gibor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卓柏克卓柏克卓柏克卓柏克 Trepak 〔〔〔〔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
火之圓環火之圓環火之圓環火之圓環 Hora Esh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長江水長江水長江水長江水 〔〔〔〔自自自自　　　　編編編編〕〕〕〕
也美圓環也美圓環也美圓環也美圓環 Hora Yamit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仙嘉莉拉仙嘉莉拉仙嘉莉拉仙嘉莉拉 Zingarell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眺眺眺眺　　　　望望望望 Noff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三次的旋律三次的旋律三次的旋律三次的旋律 Trey Pazushte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東方浪潮東方浪潮東方浪潮東方浪潮 Galey Hamizrach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布卡拉布卡拉布卡拉布卡拉 Bukr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美洲第七天美洲第七天美洲第七天美洲第七天 Shabbat Menuch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探戈舞會 探戈舞會 探戈舞會 探戈舞會 **** Tango Party 〔〔〔〔自自自自　　　　編編編編〕〕〕〕

山蔭道上山蔭道上山蔭道上山蔭道上 Bashvil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瑞琪兒瑞琪兒瑞琪兒瑞琪兒 Machol Rachel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光陰似箭光陰似箭光陰似箭光陰似箭 Eich Af Hazmar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以色列人 Israelit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聖聖聖聖　　　　靈靈靈靈 A-U-M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愛在明眸中愛在明眸中愛在明眸中愛在明眸中 Kama Ahava Yesh Be'Einaeich〔〔〔〔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辮子姑娘辮子姑娘辮子姑娘辮子姑娘 Jaddili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偷心者偷心者偷心者偷心者 Shuj Shuj Zemer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維拉美 維拉美 維拉美 維拉美 **** Renan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中古戰士中古戰士中古戰士中古戰士 Gencsi Verbunk 〔〔〔〔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

榮榮榮榮　　　　歸歸歸歸 Veshavu Ban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吉卜賽吉卜賽吉卜賽吉卜賽 Ya Ray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好兄弟好兄弟好兄弟好兄弟 Ma Tov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小蘋果 小蘋果 小蘋果 小蘋果 **** Jablochko 〔〔〔〔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
情情情情　　　　困困困困 Ke'ev Rosh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波波維坎卡波波維坎卡波波維坎卡波波維坎卡 Popovicanka 〔〔〔〔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塞爾維亞〕〕〕〕
歐米爾歐米爾歐米爾歐米爾 Omer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及時行樂及時行樂及時行樂及時行樂 Hilul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我的旋律 我的旋律 我的旋律 我的旋律 **** Hamanginah Sheli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故    人故    人故    人故    人 Guzelhan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歡樂舞伴 歡樂舞伴 歡樂舞伴 歡樂舞伴 **** Mechol Hashnay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歐帕古帕可樂歐帕古帕可樂歐帕古帕可樂歐帕古帕可樂 Opa Cupa Kolo 〔〔〔〔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塞爾維亞〕〕〕〕
阿拉伯狄布開阿拉伯狄布開阿拉伯狄布開阿拉伯狄布開 Debka Rafiyach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美妙的日子美妙的日子美妙的日子美妙的日子 Hayom Hazeh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向主祝禱向主祝禱向主祝禱向主祝禱 Shema Ha'el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強基那塔強基那塔強基那塔強基那塔 Jankinata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蓬車隊蓬車隊蓬車隊蓬車隊 Hashayar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小天鵝小天鵝小天鵝小天鵝 Lebedushka 〔〔〔〔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

遠居異地遠居異地遠居異地遠居異地 Ba'ayar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永恆之歌永恆之歌永恆之歌永恆之歌 Tamzara Pompooreeg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小沙拉小沙拉小沙拉小沙拉 Sarale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科易士加科易士加科易士加科易士加 Floricica Oltaneasca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雅法城雅法城雅法城雅法城 Yaffo_The City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牧羊人狄布開牧羊人狄布開牧羊人狄布開牧羊人狄布開 Debka Haroe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上帝與我同在上帝與我同在上帝與我同在上帝與我同在 Gam-Lee-El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卡卡卡卡　　　　菲 菲 菲 菲 **** Kaffe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英雄狄布開英雄狄布開英雄狄布開英雄狄布開 Debka Uriah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黛綠年華 黛綠年華 黛綠年華 黛綠年華 **** Dayag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歡迎舞歡迎舞歡迎舞歡迎舞 Marhab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歡樂歌曲歡樂歌曲歡樂歌曲歡樂歌曲 Shir Sameach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親愛的祖國親愛的祖國親愛的祖國親愛的祖國 Eretz Ahav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歌歌歌歌 Shir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東西文化東西文化東西文化東西文化 Mizrah Ma'arav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 Halleluya Lashalo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莎莎莎莎　　　　娜娜娜娜 Sanah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迷途者迷途者迷途者迷途者 Hahelech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亞也地亞也地亞也地亞也地 Al Yadil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一千夜一千夜一千夜一千夜 Elef Layil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好運到好運到好運到好運到 Halvay Alay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為我歡唱為我歡唱為我歡唱為我歡唱 Nagni Kinneret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亞米娜亞米娜亞米娜亞米娜 Lea Musat Armina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捨不得你捨不得你捨不得你捨不得你 Yaldati (P'nei Malach)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絲路之旅絲路之旅絲路之旅絲路之旅 〔〔〔〔自自自自　　　　編編編編〕〕〕〕

    ~~~      ~~~      ~~~      ~~~  下 週 再 會  下 週 再 會  下 週 再 會  下 週 再 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