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 2012 年年年年3月月月月11 日日日日

1111 渴望之歌渴望之歌渴望之歌渴望之歌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0303030 酷熱之地酷熱之地酷熱之地酷熱之地 希    臘希    臘希    臘希    臘 59595959 愛情斥喉兵 愛情斥喉兵 愛情斥喉兵 愛情斥喉兵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222 珍惜好時光珍惜好時光珍惜好時光珍惜好時光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1313131 奇妙的國土奇妙的國土奇妙的國土奇妙的國土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0606060 土耳其男子舞土耳其男子舞土耳其男子舞土耳其男子舞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3333 蘋    果蘋    果蘋    果蘋    果 希    臘希    臘希    臘希    臘 32323232 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以色列人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1616161 今生至愛今生至愛今生至愛今生至愛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4444 魁特島魁特島魁特島魁特島 希    臘希    臘希    臘希    臘 33333333 美基馬刺美基馬刺美基馬刺美基馬刺 克羅地亞克羅地亞克羅地亞克羅地亞 62626262 庫德混合舞庫德混合舞庫德混合舞庫德混合舞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5555 土耳其手巾舞土耳其手巾舞土耳其手巾舞土耳其手巾舞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34343434 帕里區雙人舞帕里區雙人舞帕里區雙人舞帕里區雙人舞  **    (向台向台向台向台)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63636363 帕杜露尼斯帕杜露尼斯帕杜露尼斯帕杜露尼斯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6666 賀帕之舞賀帕之舞賀帕之舞賀帕之舞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35353535 終極搖滾 終極搖滾 終極搖滾 終極搖滾 **             (**             (**             (**             (向台向台向台向台)))) 美    國美    國美    國美    國 64646464 昌    庫昌    庫昌    庫昌    庫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7777 東方鈴聲東方鈴聲東方鈴聲東方鈴聲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6363636 德州黃玫瑰 德州黃玫瑰 德州黃玫瑰 德州黃玫瑰 **         (**         (**         (**         (換舞伴換舞伴換舞伴換舞伴)))) 美    國美    國美    國美    國 65656565 待嫁的新娘待嫁的新娘待嫁的新娘待嫁的新娘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8888 洛花狄布開洛花狄布開洛花狄布開洛花狄布開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7373737 婦女圓環舞婦女圓環舞婦女圓環舞婦女圓環舞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66666666 鼓掌歡迎鼓掌歡迎鼓掌歡迎鼓掌歡迎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9999 芭姬女子舞芭姬女子舞芭姬女子舞芭姬女子舞 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 38383838 卡拉沙德瓦卡拉沙德瓦卡拉沙德瓦卡拉沙德瓦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67676767 大躍進大躍進大躍進大躍進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0101010 杜那托跳躍 杜那托跳躍 杜那托跳躍 杜那托跳躍 **   (**   (**   (**   (換舞伴換舞伴換舞伴換舞伴)))) 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 39393939 貝也塔貝也塔貝也塔貝也塔 中    亞中    亞中    亞中    亞 68686868 耶路撒冷圓環耶路撒冷圓環耶路撒冷圓環耶路撒冷圓環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1111111 三次的旋律三次的旋律三次的旋律三次的旋律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40404040 冬季到台北來看雨冬季到台北來看雨冬季到台北來看雨冬季到台北來看雨 新    編新    編新    編新    編 69696969 漢拿雙人舞 漢拿雙人舞 漢拿雙人舞 漢拿雙人舞 ******** 捷    克捷    克捷    克捷    克

12121212 紡織舞紡織舞紡織舞紡織舞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41414141 艾    琳艾    琳艾    琳艾    琳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0707070 斯波華士 斯波華士 斯波華士 斯波華士 ******** 捷    克捷    克捷    克捷    克

13131313 藍色尋夢舞藍色尋夢舞藍色尋夢舞藍色尋夢舞 波    蘭波    蘭波    蘭波    蘭 42424242 仙嘉莉拉仙嘉莉拉仙嘉莉拉仙嘉莉拉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1717171 天天天天　　　　使使使使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4141414 蘿莉女孩蘿莉女孩蘿莉女孩蘿莉女孩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43434343 快樂願望 快樂願望 快樂願望 快樂願望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2727272 迪卡狄布開迪卡狄布開迪卡狄布開迪卡狄布開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5151515 中世紀詩人中世紀詩人中世紀詩人中世紀詩人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44444444 誠心禱告 誠心禱告 誠心禱告 誠心禱告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3737373 與花共舞與花共舞與花共舞與花共舞 科索沃科索沃科索沃科索沃

16161616 時刻奉獻 時刻奉獻 時刻奉獻 時刻奉獻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5454545 哈歷士阿露娜哈歷士阿露娜哈歷士阿露娜哈歷士阿露娜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74747474 風笛演奏者風笛演奏者風笛演奏者風笛演奏者 科索沃科索沃科索沃科索沃

17171717 舒約科 舒約科 舒約科 舒約科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6464646 庫科洛夫斯高庫科洛夫斯高庫科洛夫斯高庫科洛夫斯高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75757575 干卿底事干卿底事干卿底事干卿底事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8181818 幸運熊幸運熊幸運熊幸運熊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47474747 樂師之子 樂師之子 樂師之子 樂師之子 ######## 蘇格蘭蘇格蘭蘇格蘭蘇格蘭 76767676 午夜樂韻午夜樂韻午夜樂韻午夜樂韻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9191919 小鈴鐺小鈴鐺小鈴鐺小鈴鐺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48484848 澳大利淑女 澳大利淑女 澳大利淑女 澳大利淑女 ######## 蘇格蘭蘇格蘭蘇格蘭蘇格蘭 77777777 歐帕古帕可樂歐帕古帕可樂歐帕古帕可樂歐帕古帕可樂 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塞爾維亞

20202020 小牧童小牧童小牧童小牧童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49494949 飲    杯飲    杯飲    杯飲    杯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78787878 卓柏克卓柏克卓柏克卓柏克 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

21212121 倒    霉倒    霉倒    霉倒    霉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0505050 佐內坦尼拉沙巴佐內坦尼拉沙巴佐內坦尼拉沙巴佐內坦尼拉沙巴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79797979 盛開的花朵盛開的花朵盛開的花朵盛開的花朵 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

22222222 特巴斯特巴斯特巴斯特巴斯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1515151 普歐塔塔女子舞普歐塔塔女子舞普歐塔塔女子舞普歐塔塔女子舞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80808080 賽薇亞之舞賽薇亞之舞賽薇亞之舞賽薇亞之舞 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

23232323 夏德西 夏德西 夏德西 夏德西 ******** 斯洛代克斯洛代克斯洛代克斯洛代克 52525252 我為妳痴迷 我為妳痴迷 我為妳痴迷 我為妳痴迷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1818181 金劍雕翎金劍雕翎金劍雕翎金劍雕翎 新    編新    編新    編新    編

24242424 手巾尋夢舞 手巾尋夢舞 手巾尋夢舞 手巾尋夢舞 ******** 波    蘭波    蘭波    蘭波    蘭 53535353 晨露之光 晨露之光 晨露之光 晨露之光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2828282 今山古道今山古道今山古道今山古道 新    編新    編新    編新    編

25252525 馬珠兒二號 馬珠兒二號 馬珠兒二號 馬珠兒二號 ******** 波    蘭波    蘭波    蘭波    蘭 54545454 烈火青春烈火青春烈火青春烈火青春 新    編新    編新    編新    編 83838383 莉    雅莉    雅莉    雅莉    雅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6262626 唸    珠唸    珠唸    珠唸    珠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55555555 糖衣情人糖衣情人糖衣情人糖衣情人 新    編新    編新    編新    編 84848484 為我歡唱為我歡唱為我歡唱為我歡唱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7272727 黑海少女 黑海少女 黑海少女 黑海少女 // // // // 野花野花野花野花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56565656 雙    眸雙    眸雙    眸雙    眸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5858585 明    天 明    天 明    天 明    天 / / / / 布卡拉布卡拉布卡拉布卡拉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8282828 太太 太太 太太 太太 ******** 希    臘希    臘希    臘希    臘 57 美妙的日子美妙的日子美妙的日子美妙的日子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9292929 基利諾希爾托基利諾希爾托基利諾希爾托基利諾希爾托 希    臘希    臘希    臘希    臘 58585858 夜半無人私語時 夜半無人私語時 夜半無人私語時 夜半無人私語時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 : 啟啟啟啟 業業業業 社社社社 區區區區 中中中中 心心心心 禮禮禮禮  堂堂堂堂 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 :1415-18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