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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金花金花金花金花 以以以以 29292929 恰好的愛情恰好的愛情恰好的愛情恰好的愛情 以以以以 57575757 蜜蘇娜蜜蘇娜蜜蘇娜蜜蘇娜 以以以以

2222 木船木船木船木船 以以以以 30303030 回到屋簷下回到屋簷下回到屋簷下回到屋簷下 以以以以 58585858 約瑟之子約瑟之子約瑟之子約瑟之子 以以以以

3333 水舞水舞水舞水舞 以以以以 31313131 她 她 她 她 **** 以以以以 59595959 比亞法城比亞法城比亞法城比亞法城 以以以以

4444 營火呼拉營火呼拉營火呼拉營火呼拉 以以以以 32323232 戀人 戀人 戀人 戀人 **** 以以以以 60606060 櫻之花櫻之花櫻之花櫻之花 新新新新

5555 一個國土一個國土一個國土一個國土 以以以以 33333333 歐米爾歐米爾歐米爾歐米爾 以以以以 61616161 陽光陽光陽光陽光 新新新新

6666 與花共舞與花共舞與花共舞與花共舞 科科科科 34343434 河達跳躍河達跳躍河達跳躍河達跳躍 羅羅羅羅 62626262 娜瑪小姐 娜瑪小姐 娜瑪小姐 娜瑪小姐 **** 以以以以

7777 花利士之舞花利士之舞花利士之舞花利士之舞 希希希希 35353535 科斯狄拉達科斯狄拉達科斯狄拉達科斯狄拉達 希希希希 63636363 燕碧 燕碧 燕碧 燕碧 **** 以以以以

8888 平地圓環平地圓環平地圓環平地圓環 羅羅羅羅 36363636 少女約威少女約威少女約威少女約威 保保保保 64646464 格魯吉亞戰士格魯吉亞戰士格魯吉亞戰士格魯吉亞戰士 以以以以

9999 濃情蜜意 濃情蜜意 濃情蜜意 濃情蜜意 **** 以以以以 37373737 葡萄牙海灘葡萄牙海灘葡萄牙海灘葡萄牙海灘 以以以以 65656565 亞伯拉罕之舞亞伯拉罕之舞亞伯拉罕之舞亞伯拉罕之舞 以以以以

10101010 純純的愛 純純的愛 純純的愛 純純的愛 **** 以以以以 38383838 等你回來等你回來等你回來等你回來 以以以以 66666666 愛的表現愛的表現愛的表現愛的表現 以以以以

11111111 婚禮圓環舞婚禮圓環舞婚禮圓環舞婚禮圓環舞 以以以以 39393939 窗中美女 窗中美女 窗中美女 窗中美女 **** 以以以以 67676767 愛人五十了愛人五十了愛人五十了愛人五十了 以以以以

12121212 潑水舞潑水舞潑水舞潑水舞 以以以以 40404040 鄉愁 鄉愁 鄉愁 鄉愁 **** 新新新新 68686868 愛爾蘭探戈 愛爾蘭探戈 愛爾蘭探戈 愛爾蘭探戈 **** 新新新新

13131313 伯托卡諾伯托卡諾伯托卡諾伯托卡諾 保保保保 41414141 異國風情異國風情異國風情異國風情 以以以以 69696969 探戈依斯康地諾 探戈依斯康地諾 探戈依斯康地諾 探戈依斯康地諾 **** 美美美美

14141414 彼蓮旋律彼蓮旋律彼蓮旋律彼蓮旋律 保保保保 42424242 干卿何事干卿何事干卿何事干卿何事 以以以以 70707070 站在高崗上站在高崗上站在高崗上站在高崗上 新新新新

15151515 妙舞翩躚妙舞翩躚妙舞翩躚妙舞翩躚 以以以以 43434343 馬尼夏利馬尼夏利馬尼夏利馬尼夏利 以以以以 71717171 拜訪春天拜訪春天拜訪春天拜訪春天 新新新新

16161616 粉紅記憶 粉紅記憶 粉紅記憶 粉紅記憶 **** 以以以以 44444444 掌聲掌聲掌聲掌聲 以以以以 72727272 朗頓狄布開朗頓狄布開朗頓狄布開朗頓狄布開 以以以以

17171717 時刻奉獻 時刻奉獻 時刻奉獻 時刻奉獻 **** 以以以以 45454545 東西文化東西文化東西文化東西文化 以以以以 73737373 珍惜好時光珍惜好時光珍惜好時光珍惜好時光 以以以以

18181818 心亂心亂心亂心亂 以以以以 46464646 最後華士 最後華士 最後華士 最後華士 **** 美美美美 74747474 沙漠之友沙漠之友沙漠之友沙漠之友 以以以以

19191919 印度印度印度印度 以以以以 47474747 夜傾情 夜傾情 夜傾情 夜傾情 **** 以以以以 75757575 就是現在就是現在就是現在就是現在 以以以以

20202020 舞之子舞之子舞之子舞之子 以以以以 48484848 鄉土情懷鄉土情懷鄉土情懷鄉土情懷 以以以以 76767676 短暫相聚 短暫相聚 短暫相聚 短暫相聚 **** 以以以以

21212121 愉快的大衛愉快的大衛愉快的大衛愉快的大衛 以以以以 49494949 普哥尼普哥尼普哥尼普哥尼 亞亞亞亞 77777777 尋夢舞一號 尋夢舞一號 尋夢舞一號 尋夢舞一號 **** 波波波波

22222222 甜姐兒甜姐兒甜姐兒甜姐兒 亞亞亞亞 50505050 黃絲帶黃絲帶黃絲帶黃絲帶 美美美美 78787878 隨風而逝隨風而逝隨風而逝隨風而逝 以以以以

23232323 小拖車小拖車小拖車小拖車 羅羅羅羅 51515151 黑寶馬黑寶馬黑寶馬黑寶馬 以以以以 79797979 史朗姆的女兒史朗姆的女兒史朗姆的女兒史朗姆的女兒 以以以以

24242424 哭泣的遊戲 哭泣的遊戲 哭泣的遊戲 哭泣的遊戲 **** 以以以以 52525252 紫丁香紫丁香紫丁香紫丁香 以以以以 80808080 心想事成心想事成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以以以以

25252525 擁抱著我 擁抱著我 擁抱著我 擁抱著我 **** 以以以以 53535353 奧比古達奧比古達奧比古達奧比古達 羅羅羅羅 81818181 捨不得你捨不得你捨不得你捨不得你 以以以以

26262626 滑浪板滑浪板滑浪板滑浪板 以以以以 54545454 心滿意足 心滿意足 心滿意足 心滿意足 **** 以以以以 82828282 美麗的海洋美麗的海洋美麗的海洋美麗的海洋 以以以以

27272727 歡欣歡欣歡欣歡欣 以以以以 55555555 情牽你心 情牽你心 情牽你心 情牽你心 **** 以以以以 83838383 大快人心大快人心大快人心大快人心 以以以以

28282828 歡呼歡呼歡呼歡呼 以以以以 56565656 糖衣情人糖衣情人糖衣情人糖衣情人 新新新新 84848484 娜菲莉的歌聲娜菲莉的歌聲娜菲莉的歌聲娜菲莉的歌聲 以以以以

請各位人士注意安全及小心保管攜來物品請各位人士注意安全及小心保管攜來物品請各位人士注意安全及小心保管攜來物品請各位人士注意安全及小心保管攜來物品。。。。如遇意外或有財物損失如遇意外或有財物損失如遇意外或有財物損失如遇意外或有財物損失，，，，本會一概不會負責本會一概不會負責本會一概不會負責本會一概不會負責。。。。

若認為有須要若認為有須要若認為有須要若認為有須要，，，，請自行購買保險請自行購買保險請自行購買保險請自行購買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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