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11月11日（星期日）        1:30 ~ 5:45 pm          石硤尾公園體育館

1) 亞營呼拉 （以色列） 45) 亞也地 （以色列）

2) 大麗花 （以色列） 46) 夜的心 ＊ （以色列）

3) 醺醉水手 （希    臘） 47) 卡拿村的牧人 （匈牙利）

4) 莉莉安諾 （保加利亞） 48) 呼拉混合舞 （羅馬尼亞）

5) 誠感主恩 （以色列） 49) 載歌載舞 （以色列）

6) 美麗的海洋 （以色列） 50) 天    父 （以色列）

7) 惠基圓環 2012 （羅馬尼亞） 51) 那布拉耶 （克羅地亞）

8) 卻雷斯基 （捷    克） 52) 西部牛仔 ＊ （美    國）

9) 舊曲旋律 ＊ （以色列） 53) 遠居異地 （以色列）

10) 慶    典 （以色列） 54) 美好途徑 （以色列）

11) 愛    慕 （保加利亞） 55) 嘉達斯尼沙 （保加利亞）

12) 荳    莎 （中    亞） 56) 時    鐘 （羅馬尼亞）

13) 眺　望 （以色列） 57) 田野小徑 ＊ （以色列）

14) 利亞寶貝 （以色列） 58) 上帝與我同在 （以色列）

15) 聽    泉 （新　編） 59) 抬頭望一望 （新　編）

16) 小天鵝 （俄羅斯） 60) 害羞的人 （阿爾巴尼亞）

17) 上    路 ＊ （以色列） 61) 就是現在 （以色列）

18) 親愛的祖國 （以色列） 62) 擁抱着我 ＊ （以色列）

19) 巴克烏沙巴 （羅馬尼亞） 63) 突尼西呼拉 （羅馬尼亞）

20) 安妮摩莉露茜 （阿爾巴尼亞） 64) 歐帕古帕可樂 （塞 / 吉卜賽）

21) 江河水 （以色列） 65) 以色列人 （以色列）

22) 葉亞布 （以色列） 66) 鼓掌歡迎 （以色列）

23) 芭姫女子舞 （匈牙利） 67) 拉瓦塔 （保加利亞）

24) 宛如玫瑰 ＊ （俄羅斯） 68) 圓轉撲克 （波    蘭）

25) 高傲的少女 （以色列） 69) 露    珠 ＊ （以色列）

26) 印    度 （以色列） 70) 榮　歸 （以色列）

27) 星    花 （亞美尼亞） 71) 古    堡 （亞美尼亞）

28) 庫科洛夫斯高 （保加利亞） 72) 施爾蘭德 （羅馬尼亞）

29) 東方浪潮 （以色列） 73) 光陰似箭 （以色列）

30) 毋須介懷 （以色列） 74) 意亂情迷 ＊ （以色列）

31) 詩般的夢幻 ＊ （新　編） 75) 新斯波雲卡 （保加利亞）

32) 哥薩克森林 （俄羅斯） 76) 卡瑪卡其 （希    臘）

33) 蜜糖舞 （以色列） 77) 庫爾德人 （以色列）

34) 淚    水 （以色列） 78) 喝    采 （以色列）

35) 伊娜伊娜 （羅馬尼亞） 79) 溫泉山莊 （馬其頓）

36) 唐伯虎點秋香 （新　編） 80) 卓柏克 （俄羅斯）

37) 天與地 （以色列） 81) 夜玫瑰 ＊ （以色列）

38) 艾    琳 （以色列） 82) 甘美拉 （以色列）

39) 楓葉飄飄 ＊ （美    國） 83) 康乃馨 （保加利亞）

40) 野    花 （土耳其） 84) 火雞湯 （羅馬尼亞）

41) 歐米爾 （以色列） 85) 利沙瑪 （以色列）

42) 沙漠傳奇 （以色列） 86) 小沙拉 （以色列）

43) 你在何方 （亞美尼亞） 87) 美麗的大地 （以色列）

44) 手舞足蹈 （保加利亞） 88) 大法師 （以色列）

  全藝坊土風舞同樂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