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土風舞聯會主辦土風舞同樂日會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 2012年年年年4月月月月7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30pm ~ 7:00pm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黃大仙社區中心禮堂黃大仙社區中心禮堂黃大仙社區中心禮堂黃大仙社區中心禮堂

1) 天父天父天父天父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6) 昌庫 昌庫 昌庫 昌庫 ((((羅馬利亞羅馬利亞羅馬利亞羅馬利亞)))) 51 傳道使者傳道使者傳道使者傳道使者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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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就是現在就是現在就是現在就是現在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7) 心扉心扉心扉心扉********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2 迷途迷途迷途迷途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7 摩登舞會摩登舞會摩登舞會摩登舞會 ((((羅馬利亞羅馬利亞羅馬利亞羅馬利亞))))

3) 第二人生第二人生第二人生第二人生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8) 心橋心橋心橋心橋** ** **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3 瑪地瑪地瑪地瑪地 ((((羅馬利亞羅馬利亞羅馬利亞羅馬利亞)))) 78 金玉盟金玉盟金玉盟金玉盟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 四步 四步 四步 四步 HoroHoroHoroHoro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29) 福臨大地福臨大地福臨大地福臨大地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4 磨練的愛情磨練的愛情磨練的愛情磨練的愛情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9 想跳舞想跳舞想跳舞想跳舞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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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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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前赴聖城前赴聖城前赴聖城前赴聖城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0 與我同在與我同在與我同在與我同在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 重建聖城重建聖城重建聖城重建聖城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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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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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跟我走吧跟我走吧跟我走吧跟我走吧********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 酒祭酒祭酒祭酒祭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2) 特凡斯卡托班卡 特凡斯卡托班卡 特凡斯卡托班卡 特凡斯卡托班卡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57 路上交叉點路上交叉點路上交叉點路上交叉點********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2 面泛紅霞 面泛紅霞 面泛紅霞 面泛紅霞 ** ** **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 燭光與香水燭光與香水燭光與香水燭光與香水********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3) 嫁妝嫁妝嫁妝嫁妝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8 東西文化東西文化東西文化東西文化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3 誠信誠信誠信誠信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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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烏克蘭小品 烏克蘭小品 烏克蘭小品 烏克蘭小品      ((((烏克蘭烏克蘭烏克蘭烏克蘭)))) 59 別離之歌別離之歌別離之歌別離之歌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4 愛的諾言愛的諾言愛的諾言愛的諾言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0) 你是我的兄弟你是我的兄弟你是我的兄弟你是我的兄弟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5) 愛丁堡之花愛丁堡之花愛丁堡之花愛丁堡之花## ((((蘇格蘭蘇格蘭蘇格蘭蘇格蘭)))) 60 大躍進大躍進大躍進大躍進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5 域高哈撤域高哈撤域高哈撤域高哈撤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1) 騎士與馬騎士與馬騎士與馬騎士與馬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6) 巴富公爵巴富公爵巴富公爵巴富公爵## ((((蘇格蘭蘇格蘭蘇格蘭蘇格蘭)))) 61 光照你的心光照你的心光照你的心光照你的心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6 時鐘時鐘時鐘時鐘 ((((羅馬利亞羅馬利亞羅馬利亞羅馬利亞))))

12) 仰望仰望仰望仰望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7) 慕沙狄布開慕沙狄布開慕沙狄布開慕沙狄布開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2 江河水江河水江河水江河水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7 少女圓環少女圓環少女圓環少女圓環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13) 他基杜拿他基杜拿他基杜拿他基杜拿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8) 幸福滿人間幸福滿人間幸福滿人間幸福滿人間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3 別問我別問我別問我別問我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8 舒約科舒約科舒約科舒約科********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4) 她的船兒她的船兒她的船兒她的船兒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9) 艾絲女郎與老屠夫艾絲女郎與老屠夫艾絲女郎與老屠夫艾絲女郎與老屠夫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64 舊城挑夫舊城挑夫舊城挑夫舊城挑夫## ((((蘇格蘭蘇格蘭蘇格蘭蘇格蘭)))) 89 哭泣的遊戲哭泣的遊戲哭泣的遊戲哭泣的遊戲********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5) 美基馬刺美基馬刺美基馬刺美基馬刺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0) 佩圖娜圓環佩圖娜圓環佩圖娜圓環佩圖娜圓環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65 高地節慶高地節慶高地節慶高地節慶## ((((蘇格蘭蘇格蘭蘇格蘭蘇格蘭)))) 90 糖衣情人糖衣情人糖衣情人糖衣情人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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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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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傳說傳說傳說傳說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91 勁爆初戀勁爆初戀勁爆初戀勁爆初戀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17) 小棕馬小棕馬小棕馬小棕馬 ((((羅馬利亞羅馬利亞羅馬利亞羅馬利亞)))) 42) 恰好的愛情 恰好的愛情 恰好的愛情 恰好的愛情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7 真相真相真相真相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92 準新郎準新郎準新郎準新郎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8) 愛曲難忘愛曲難忘愛曲難忘愛曲難忘********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3) 沙漠毅行者沙漠毅行者沙漠毅行者沙漠毅行者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8 天空天空天空天空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93 愛的火花愛的火花愛的火花愛的火花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9) 西班牙戀曲西班牙戀曲西班牙戀曲西班牙戀曲********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4) 回到屋簷下回到屋簷下回到屋簷下回到屋簷下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9 雙子旋律雙子旋律雙子旋律雙子旋律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94 魔笛魔笛魔笛魔笛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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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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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煙花煙花煙花煙花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95 新娘與新郎新娘與新郎新娘與新郎新娘與新郎****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1) 客途秋恨 客途秋恨 客途秋恨 客途秋恨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46) 舊情人舊情人舊情人舊情人********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1 雨聲滴答雨聲滴答雨聲滴答雨聲滴答                        ((((羅馬利亞羅馬利亞羅馬利亞羅馬利亞)))) 96 心滿意足心滿意足心滿意足心滿意足********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2) 莫札特屠夫樂 莫札特屠夫樂 莫札特屠夫樂 莫札特屠夫樂      ((((希臘希臘希臘希臘)))) 47) 茶葉青茶葉青茶葉青茶葉青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72 最後華士最後華士最後華士最後華士** ** ** **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97 永不太遲永不太遲永不太遲永不太遲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3) 酷熱之地酷熱之地酷熱之地酷熱之地 ((((希臘希臘希臘希臘)))) 48) 愛不在就放手愛不在就放手愛不在就放手愛不在就放手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73 藍色多瑙河藍色多瑙河藍色多瑙河藍色多瑙河** ** ** **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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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鐘鼓雷鳴 鐘鼓雷鳴 鐘鼓雷鳴 鐘鼓雷鳴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9) 直至婚禮直至婚禮直至婚禮直至婚禮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4 裸足女孩裸足女孩裸足女孩裸足女孩 ((((黎巴嫩黎巴嫩黎巴嫩黎巴嫩)))) 99 誠感主恩誠感主恩誠感主恩誠感主恩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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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洛伐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 50) 活潑的女孩活潑的女孩活潑的女孩活潑的女孩 ((((羅馬利亞羅馬利亞羅馬利亞羅馬利亞)))) 75 醺醉水手醺醉水手醺醉水手醺醉水手 ((((希臘希臘希臘希臘)))) 100 捨不得你捨不得你捨不得你捨不得你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