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020年11月22日

時間:下午12:30 至 18:30   

地點: 慈雲山樂歡樓

*免費*

1 仁愛牧者 以色列 26 奧圖圖 以色列 51 綻放的花蕾 以色列 76 親愛的媽媽 排舞

2 木船 以色列 27 飲杯 羅馬尼亞 52 雅歌 以色列 77 振奮的音樂 以色列

3 眼前一亮 以色列 28 三月桃花* 台灣 53 不裝飾你的夢 新編 78 大地的主宰 以色列

4 以色列人 以色列 29 新天仙配 排舞 54 失戀 新編 79 勇士舞* 波蘭

5 農家子弟 羅馬尼亞 30 無法逃避的痛 排舞 55 愛上一頭豬 排舞 80 探戈華士* 英國

6 親愛的女兒 吉卜賽/匈牙利 31 老情歌 排舞 56 三月的小雨 排舞 81 四人萊茵河** 德國

7 愛在明眸中 以色列 32 隨想曲 排舞 57 閃耀的月光 克羅地亞 82 天堂 排舞

8 人生何處不相逢 排舞 33 愛人五十了 以色列 58 蜜糖與牛奶 以色列 83 十八灣水路到我家 排舞

9 秋風 排舞 34 迎仲夏 波蘭 59 紅星戰士 保加利亞 84 舞動中國 中國排舞

10 前進 以色列 35 藍色探戈* 新編 60 小天鵝 俄羅斯 85 中國同心圓 中國排舞

11 獻給我 以色列 36 暗戀你* 以色列 61 俄國競技舞* 俄羅斯 86 雙子旋律 以色列

12 晶瑩剔透* 以色列 37 來吧 以色列 62 艾爾* 以色列 87 玩具 以色列

13 落泊的遊民* 以色列 38 十八姑娘一朵花 排舞 63 到此一遊 排舞 88 綠洲 以色列

14 藍色的山* 以色列 39 天蠶變 排舞 64 煙花手 排舞 89 鷹姿 波蘭

15 載滿歡樂的帝國 以色列 40 小茶店* 新編 65 愛人七十了 以色列 90 荷塘月色 新編

16 感恩 以色列 41 蘇丹神話 以色列 66 卡麗露絲芙 俄羅斯 91 仙度雲尼拉* 意大利

17 紡織舞 保加利亞 42 好運將至 以色列 67 天與地 以色列 92 藝術家生涯* 新編

18 沙斯古雙向圓環 羅馬尼亞 43 悅耳的音符 以色列 68 天堂上的檸檬樹 希臘 93 聖經之光 以色列

19 田納西華士* 美國 44 真善美* 奧地利 69 蕾絲裙* 新編 94 亞露娜 羅馬尼亞

20 濃情蜜意* 以色列 45 龍之家族* 以色列 70 詩般的夢幻* 新編 95 惦記母親 以色列

21 半點心 排舞 46 對你愛不完 排舞 71 十誡 以色列 96 小人物 以色列

22 今生無憾 排舞 47 Love me 排舞 72 聚首一堂 以色列 97 暢飲 以色列

23 摩登舞會 新編 48 熱情的沙漠 排舞 73 青花開在紅塵裡 排舞 98 親愛的，跟我來 以色列

24 神蹟 以色列 49 粉紅的回憶 排舞 74 山地痴情夢 排舞 99 風中繁星 以色列

25 總有你鼓勵 新編 50 波斯地氈 以色列 75 愛就是愛 排舞 100 歸來的遊子 以色列

**各位來賓請注意安全及妥為保管携來物品，如發生意外受傷或有財物損失，本(會／團)概不負責**

40週年舞蹈同樂日

旭穎西方土風舞蹈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