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臻青社同樂日會臻青社同樂日會臻青社同樂日會臻青社同樂日會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 22 : 22 : 22 : 22����4444����2012012012012222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 2:00 : 2:00 : 2:00 : 2:00����7:00 p m7:00 p m7:00 p m7:00 p m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 茜草灣鄰里社區中心茜草灣鄰里社區中心茜草灣鄰里社區中心茜草灣鄰里社區中心 

1 所羅門王的光輝所羅門王的光輝所羅門王的光輝所羅門王的光輝             (以以以以) 31 一生一次一生一次一生一次一生一次                         (以以以以) 61 帕西戀曲帕西戀曲帕西戀曲帕西戀曲                            (以以以以) 

2 一個國土一個國土一個國土一個國土                         (以以以以) 32 舍通卡舍通卡舍通卡舍通卡                             (塞塞塞塞) 62 鼓掌歡迎鼓掌歡迎鼓掌歡迎鼓掌歡迎/掌聲掌聲掌聲掌聲                 (以以以以) 

3 湖光山色湖光山色湖光山色湖光山色                         (以以以以) 33 新姑爺新姑爺新姑爺新姑爺                             (以以以以) 63 沙漠毅行者沙漠毅行者沙漠毅行者沙漠毅行者 / 沙漠之友沙漠之友沙漠之友沙漠之友     (以以以以) 

4 木船木船木船木船                                 (以以以以) 34 西拉西拉西拉西拉 2001                         (保保保保) 64 磨練的愛情磨練的愛情磨練的愛情磨練的愛情 / 怎麼回事怎麼回事怎麼回事怎麼回事     (以以以以) 

5 奇妙的天空奇妙的天空奇妙的天空奇妙的天空                     (以以以以) 35 流水行雲流水行雲流水行雲流水行雲                         (保保保保) 65 眺望眺望眺望眺望                                 (以以以以) 

6 普哥尼普哥尼普哥尼普哥尼                             (阿阿阿阿) 36 比托尼諾圓環比托尼諾圓環比托尼諾圓環比托尼諾圓環                 (保保保保) 66 雅法城雅法城雅法城雅法城                             (以以以以) 

7 安息日安息日安息日安息日                             (以以以以) 37 瑪地瑪地瑪地瑪地                                 (羅羅羅羅) 67 摩西教律摩西教律摩西教律摩西教律                            (以以以以) 

8 誰能聆聽誰能聆聽誰能聆聽誰能聆聽                         (以以以以) 38 不醉無歸不醉無歸不醉無歸不醉無歸                         (以以以以) 68 我的心靈財富我的心靈財富我的心靈財富我的心靈財富                    (以以以以) 

9 積高積高積高積高                                 (以以以以) 39 歡樂婚禮歡樂婚禮歡樂婚禮歡樂婚禮  *                     (以以以以) 69 沙漠旋律沙漠旋律沙漠旋律沙漠旋律                         (以以以以) 

10 落泊的遊民落泊的遊民落泊的遊民落泊的遊民 *                 (以以以以) 40 娜瑪小姐娜瑪小姐娜瑪小姐娜瑪小姐 *                     (以以以以) 70 激情狄布開激情狄布開激情狄布開激情狄布開                     (以以以以) 

11 法拉弗法拉弗法拉弗法拉弗 *                            (以以以以) 41 以色列傻貓以色列傻貓以色列傻貓以色列傻貓 / 以色列祝禱以色列祝禱以色列祝禱以色列祝禱 (以以以以) 71 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                             (以以以以)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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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保保保) 42 人馬雜沓人馬雜沓人馬雜沓人馬雜沓                            (保保保保) 72 鼓樂喧天鼓樂喧天鼓樂喧天鼓樂喧天                         (以以以以) 

13 崇高的上帝崇高的上帝崇高的上帝崇高的上帝                     (以以以以) 43 山蔭道上山蔭道上山蔭道上山蔭道上                         (以以以以) 73 戀人戀人戀人戀人 *                             (以以以以) 

14 絲路之旅絲路之旅絲路之旅絲路之旅                         (新新新新) 44 黑寶馬黑寶馬黑寶馬黑寶馬                             (以以以以) 74 心滿意足心滿意足心滿意足心滿意足*                         (以以以以) 

15 金劍雕金劍雕金劍雕金劍雕翎翎翎翎                         (新新新新) 45 雅露狄布開雅露狄布開雅露狄布開雅露狄布開                     (以以以以) 75 希伯諾希伯諾希伯諾希伯諾                             (保保保保) 

16 美基馬刺美基馬刺美基馬刺美基馬刺                         (克克克克) 46 榮歸榮歸榮歸榮歸                                 (以以以以) 76 蓬車隊蓬車隊蓬車隊蓬車隊                             (以以以以) 

17 舞之子舞之子舞之子舞之子                             (以以以以) 47 風中繁星風中繁星風中繁星風中繁星                         (以以以以) 77 初戀的地方初戀的地方初戀的地方初戀的地方                        (新新新新) 

18 絲絹絲絹絲絹絲絹                                 (亞亞亞亞) 48 拉斯笛摩舞拉斯笛摩舞拉斯笛摩舞拉斯笛摩舞                        (羅羅羅羅) 78 愛不在就放手愛不在就放手愛不在就放手愛不在就放手                    (新新新新) 

19 他基杜拿他基杜拿他基杜拿他基杜拿                         (以以以以) 49 愛丁堡之花愛丁堡之花愛丁堡之花愛丁堡之花 ##                 (蘇蘇蘇蘇) 79 尋寶呼拉尋寶呼拉尋寶呼拉尋寶呼拉                         (以以以以) 

20 生命的一刻生命的一刻生命的一刻生命的一刻 *                  (以以以以) 50 愛爾蘭流浪者愛爾蘭流浪者愛爾蘭流浪者愛爾蘭流浪者##             (蘇蘇蘇蘇) 80 薰醉水手薰醉水手薰醉水手薰醉水手                            (希希希希) 

21 龍之家族龍之家族龍之家族龍之家族 *                     (以以以以) 51 中歐少女中歐少女中歐少女中歐少女                         (匈匈匈匈) 81 江河水江河水江河水江河水                             (以以以以) 

22 也門弟兄也門弟兄也門弟兄也門弟兄                         (以以以以) 52 重歸我土重歸我土重歸我土重歸我土                         (以以以以) 82 烏克蘭小品烏克蘭小品烏克蘭小品烏克蘭小品                     (烏烏烏烏) 

23 你是我的兄弟你是我的兄弟你是我的兄弟你是我的兄弟                 (以以以以) 53 駝峰駝峰駝峰駝峰                                 (以以以以) 83 舞韻人生舞韻人生舞韻人生舞韻人生 *                     (以以以以) 

24 美麗的海洋美麗的海洋美麗的海洋美麗的海洋                     (以以以以) 54 特蘇娜特蘇娜特蘇娜特蘇娜                             (保保保保) 84 心橋心橋心橋心橋 *                             (以以以以) 

25 瑪莉夏利瑪莉夏利瑪莉夏利瑪莉夏利                         (以以以以) 55 俄國競技舞俄國競技舞俄國競技舞俄國競技舞 *                 (俄俄俄俄) 85 雪寶兒雪寶兒雪寶兒雪寶兒                             (以以以以) 

26 波波夫多斯高波波夫多斯高波波夫多斯高波波夫多斯高                 (保保保保) 56 悅耳的長笛悅耳的長笛悅耳的長笛悅耳的長笛                     (以以以以) 86 恰好的愛情恰好的愛情恰好的愛情恰好的愛情                     (以以以以) 

27 節日狄布開節日狄布開節日狄布開節日狄布開                     (以以以以) 57 撤拉瑪撤拉瑪撤拉瑪撤拉瑪                             (土土土土) 87 悅耳的音符悅耳的音符悅耳的音符悅耳的音符                     (以以以以) 

28 信望愛信望愛信望愛信望愛                             (以以以以) 58 東方之牆東方之牆東方之牆東方之牆                            (以以以以) 88 朝聖者朝聖者朝聖者朝聖者                             (以以以以) 

29 楓葉飄飄楓葉飄飄楓葉飄飄楓葉飄飄 *                     (美美美美) 59 舒約科舒約科舒約科舒約科 *                         (以以以以) 89 農家子弟農家子弟農家子弟農家子弟                         (羅羅羅羅) 

30 西部牛仔西部牛仔西部牛仔西部牛仔 *                     (美美美美) 60 西班牙戀曲西班牙戀曲西班牙戀曲西班牙戀曲 *                 (以以以以) 90 登上高峰登上高峰登上高峰登上高峰                         (以以以以) 

  * * * * 雙人舞雙人舞雙人舞雙人舞                ## ## ## ## 八人舞八人舞八人舞八人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