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風之友~ @@自編 VS 土風舞@@~同樂日…延續編2012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012: 2012: 2012: 2012年年年年8888月月月月26262626日日日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                              )                              )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30pm ~ 7:30pm                                         : 1:30pm ~ 7:30pm                                         : 1:30pm ~ 7:30pm                                         : 1:30pm ~ 7:30pm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  :  :  東頭社區中心東頭社區中心東頭社區中心東頭社區中心

1) 多美麗多美麗多美麗多美麗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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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倒霉倒霉倒霉倒霉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6) 失憶週末失憶週末失憶週末失憶週末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2) 皇后來了皇后來了皇后來了皇后來了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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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駝峰駝峰駝峰駝峰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7) 總有你鼓勵總有你鼓勵總有你鼓勵總有你鼓勵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3) 大法師大法師大法師大法師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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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1314## ((((蘇格蘭蘇格蘭蘇格蘭蘇格蘭)))) 78) 探戈舞會探戈舞會探戈舞會探戈舞會********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4) 田納西華士田納西華士田納西華士田納西華士********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9) 班傑明班傑明班傑明班傑明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4) 瑪莉婚禮瑪莉婚禮瑪莉婚禮瑪莉婚禮## ((((蘇格蘭蘇格蘭蘇格蘭蘇格蘭)))) 79) 腳踏車華士腳踏車華士腳踏車華士腳踏車華士********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5) 琵琶曲琵琶曲琵琶曲琵琶曲********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30) 最愛的兒子最愛的兒子最愛的兒子最愛的兒子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5) 櫻之花櫻之花櫻之花櫻之花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80) 蘇丹神話蘇丹神話蘇丹神話蘇丹神話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 月琴月琴月琴月琴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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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金劍雕翎金劍雕翎金劍雕翎金劍雕翎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81) 隨心所欲隨心所欲隨心所欲隨心所欲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 絲路之旅絲路之旅絲路之旅絲路之旅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32) 相簿相簿相簿相簿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7) 多看一眼多看一眼多看一眼多看一眼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82) 莉雅莉雅莉雅莉雅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 手足情深手足情深手足情深手足情深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3) 粉紅記憶粉紅記憶粉紅記憶粉紅記憶********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8) 池畔舞影池畔舞影池畔舞影池畔舞影********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83) 馬殊兒二號馬殊兒二號馬殊兒二號馬殊兒二號******** ((((波蘭波蘭波蘭波蘭))))

9) 奮起舞奮起舞奮起舞奮起舞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4) 濃情蜜意濃情蜜意濃情蜜意濃情蜜意********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9) 蓮娜小姐蓮娜小姐蓮娜小姐蓮娜小姐********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84) 心扉心扉心扉心扉********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0) 藍色的山藍色的山藍色的山藍色的山********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5) 古月照今塵古月照今塵古月照今塵古月照今塵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60) 延續聖靈延續聖靈延續聖靈延續聖靈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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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11) 玫瑰華士玫瑰華士玫瑰華士玫瑰華士********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6) 瀟洒走一回瀟洒走一回瀟洒走一回瀟洒走一回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61) 捉摸你的心捉摸你的心捉摸你的心捉摸你的心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6) 單眼皮女生單眼皮女生單眼皮女生單眼皮女生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12) 樹的歌樹的歌樹的歌樹的歌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7) 刀劍如夢刀劍如夢刀劍如夢刀劍如夢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62) 也門也門也門也門RAP歌歌歌歌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7) 陽光陽光陽光陽光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13) 仁愛牧者仁愛牧者仁愛牧者仁愛牧者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8) 白色馬殊兒白色馬殊兒白色馬殊兒白色馬殊兒********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63) 愛爾蘭流浪者愛爾蘭流浪者愛爾蘭流浪者愛爾蘭流浪者######## ((((蘇格蘭蘇格蘭蘇格蘭蘇格蘭)))) 88) 最後華士最後華士最後華士最後華士********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14)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9) 歌拉森歌拉森歌拉森歌拉森********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64) 保斯泰保斯泰保斯泰保斯泰## ((((蘇格蘭蘇格蘭蘇格蘭蘇格蘭)))) 89) 夜傾情夜傾情夜傾情夜傾情********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5) 我的旋律我的旋律我的旋律我的旋律********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0) 迷途迷途迷途迷途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5) 烈火青春烈火青春烈火青春烈火青春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90) 想知道想知道想知道想知道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6) 葡萄戀歌葡萄戀歌葡萄戀歌葡萄戀歌********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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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衣情人糖衣情人糖衣情人糖衣情人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91) 鼓與長笛鼓與長笛鼓與長笛鼓與長笛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7) 叉燒包叉燒包叉燒包叉燒包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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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I Don't Dance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92) 動感妞妞動感妞妞動感妞妞動感妞妞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18) 逃跑恰恰逃跑恰恰逃跑恰恰逃跑恰恰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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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難兄難弟難兄難弟難兄難弟難兄難弟********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93) 舞月亮舞月亮舞月亮舞月亮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19) 我們的田園我們的田園我們的田園我們的田園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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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沙漠兒女沙漠兒女沙漠兒女沙漠兒女********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94) 一路順風一路順風一路順風一路順風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20) 美麗的大地美麗的大地美麗的大地美麗的大地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5) 勁爆初戀勁爆初戀勁爆初戀勁爆初戀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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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擁抱著你擁抱著你擁抱著你擁抱著你********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1) 創世之光創世之光創世之光創世之光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6) 寒冷恰恰寒冷恰恰寒冷恰恰寒冷恰恰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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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思戀思戀思戀思戀********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2) 黑貓探戈黑貓探戈黑貓探戈黑貓探戈********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47) 月光曲月光曲月光曲月光曲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72) 小山丘小山丘小山丘小山丘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97) 光陰似箭光陰似箭光陰似箭光陰似箭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3) 小茶店小茶店小茶店小茶店********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48) 蘭蘭之舞蘭蘭之舞蘭蘭之舞蘭蘭之舞********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73) 直到最後直到最後直到最後直到最後********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98) 及時行樂及時行樂及時行樂及時行樂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4) 桔梗花桔梗花桔梗花桔梗花 ((((韓國韓國韓國韓國)))) 49) 愛爾蘭探戈愛爾蘭探戈愛爾蘭探戈愛爾蘭探戈********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74) 甜蜜的擁抱甜蜜的擁抱甜蜜的擁抱甜蜜的擁抱********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99) 好運將至好運將至好運將至好運將至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5) 流浪貓流浪貓流浪貓流浪貓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0) 瑪地瑪地瑪地瑪地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5) 非男非女非男非女非男非女非男非女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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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