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藝坊土風舞同樂日  

 
1. 皇后來了 （以色列） 

 
 

49. 書劍恩仇錄 （新 編） 
2. 金花 （以色列） 50. 盛裝的女孩 （克羅地亞） 
3. 川流不息 （以色列） 51. 那布拉耶 （克羅地亞） 
4. 阿路娜 （羅馬尼亞） 52. 印度 （以色列） 
5. 溫泉山莊 （馬其頓） 53. 魯格吉亞戰士 （以色列） 
6. 張開你的眼 （以色列） 54. 普歐塔塔女子舞 （羅馬尼亞） 
7. 聖靈 （以色列） 55. 譚沙瑪一號 （羅馬尼亞） 
8. 仁愛牧者 （以色列） 56. 妳在何方 （亞美尼亞） 
9. 光陰似箭 （以色列） 57. 天搖地動 （亞美尼亞） 

10. 週末黃昏 （以色列） 58. 波蘭組曲＊ （波  蘭） 
11. 害羞的人    （阿爾巴尼亞） 59. 圓轉撲克 （波  蘭） 
12. 愛的火花 （以色列） 60. 青梅竹馬 （以色列） 
13. 成長的奧秘 （以色列） 61. 美好途徑 （以色列） 
14. 小天鵝 （俄羅斯） 62. 克里特旋珒 （希  臘） 
15. 楓葉飄飄＊ （美  國） 63. 突尼西呼拉 （羅馬尼亞） 
16. 凝眸 （以色列） 64. 吉卜賽舞會＊ （匈牙利 / 吉卜賽） 
17. 江河水 （以色列） 65. 中華民族 （新 編） 
18. 蘋果 （希  臘） 66. 愛不在就放手 （新 編） 
19. 美麗的海洋 （以色列） 67. 夢難圓 （土耳其） 
20. 華夏先生＊ （以色列） 68. 伊斯潘諾屠夫 （土耳其） 
21. 瑪地 （羅馬尼亞） 69. 偉大的祖國 （以色列） 
22. 牧童 （羅馬尼亞） 70. 上帝與我同在 （以色列） 
23. 吻我 （以色列） 71. 奧辛尼斯鄉村舞 （羅馬尼亞） 
24. 遠居異地 （以色列） 72. 施爾蘭德 （羅馬尼亞） 
25. 八重的故鄉 （日 本） 73. 隨風而逝 （以色列） 
26. 為你歡唱 （以色列） 74. 荳沙 （中  亞） 
27. 西部牛仔＊ （美 國） 75. 哥薩克森林 （俄羅斯） 
28. 歐帕古帕可樂 （塞爾維亞 / 吉卜賽） 76. 俄國圓環 （俄羅斯） 
29. 裸足女孩 （黎巴嫩） 77. 黑眼睛的女孩 （亞美尼亞） 
30. 金劍雕翎 （新  編） 78. 中世紀詩人 （亞美尼亞） 
31. 多啊狄布開 （以色列） 79. 最後華士＊ （新  編） 
32. 莎娜 （以色列） 80. 利亞寶貝 （以色列） 
33. 庫科洛夫斯高 （保加利亞） 81. 森林之愛 （以色列） 
34. 新斯波雲卡 （保加利亞） 82. 沙漠毅行者 （以色列） 
35. 鼓掌歡迎 （以色列） 83. 洗滌心靈 （以色列） 
36. 探戈舞會＊ （新  編） 84. 親愛的祖國 （以色列） 
37. 流浪者之歌 （匈牙利/吉卜賽） 85. 天與地 （以色列） 
38. 仙甫 （羅馬尼亞） 86. 上路＊ （以色列） 
39. 杜拿 （羅馬尼亞） 87. 幸運熊 （羅馬尼亞） 
40. 朋友祝福你 （以色列） 88. 高士亞路娜 （羅馬尼亞） 
41. 河達跳躍舞 （羅馬尼亞） 89. 不渝愛情                  （以色列） 
42. 野花 （土耳其） 90. 以色列人 （以色列） 
43. 歌蒂 （土耳其） 91. 無盡的愛 （以色列） 
44. 蘿莉女孩 （亞美尼亞） 92. 振奮吧 （以色列） 
45. 最愛 （亞美尼亞） 93. 美麗的大地 （以色列） 
46. 悲哀的婚禮 （阿爾巴尼亞） 94. 風中繁星 （以色列） 
47. 詩般的夢幻＊ （新 編） 95. 停不了 （以色列） 
48. 宜灣組曲 （臺 灣）    

 

 

 

＊日期～8-4-2012（星期日）      ＊時間～2:30-7:00PM.       ＊地點～彩雲社區會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