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15-17:30
#愛秩序灣社區會堂

1) 雅歌 以色列 12) 藍色的山 * 以色列 (方) 23) 心心相印 * 以色列 (翔)  

2) 最愛的兒子 以色列 (方) 13) 眼前一亮 以色列 (旭) 24) 神蹟 以色列 (旭)  

3) 天降福星 以色列 (旭) 14) 喜樂人生 以色列 (土) 25) 美好的晚上 以色列 (土)  

4) 困擾的駱駝 土耳其 (方) 15) 華拉斯高 保加利亞 (全) 26) 卡克美 塞爾維亞 (往)  

5) 小茶店 * 自編 (旭) 16) 鐵窗 自編 (旋) 27) 巴富公爵 ## 蘇格蘭 (翔)  

6) 三拍子 * 以色列 (土) 17) 暗戀你 * 以色列 (翔) 28) 第五十一師 ## 蘇格蘭  

7) 夜闌人静 以色列 (翔) 18) 我等著你 * 以色列 (土) 29) 卡噹慈 以色列 (旋)  

8) 大基地 以色列 (往) 19) 大麗花 以色列 (旭) 30) 停不了 以色列 (方)  

9) 站在高崗上 自編 (翔) 20) 旋律狄布開 黎巴嫩 (往) 31) 小禮物 以色列 (全)  

10) 悲哀的婚禮 阿爾巴尼亞 (全) 21) 名媛群芳舞 格魯吉亞 (全) 32) 希臘戰士 羅馬尼亞 (往)  

11) 蓮娜小姐 * 德國 (旋) 22) 藝術家的生涯 * 自編 (旋) 33) 凡格里探戈 * 自編 (翔)  

 
 

 

 

56) 晶瑩剔透 * 以色列 (土) 67) 雨中旋律 * 自編 (旋) 78) 心滿意足 * 以色列 (旋)
57) 陶醉夏德西 * 匈牙利 (全) 68) 驚喜的愛情 * 以色列 (往) 79) 烏克蘭小品 烏克蘭 (旭)
58) 自由鬥士 阿爾巴尼亞 (往) 69) 前赴聖城 以色列 (旋) 80) 野花 土耳其 (旭)
59) 蜜糖舞 以色列 (方) 70) 親愛的祖國 以色列 (全) 81) 同甘共苦 以色列 (土)
60) 海濱之路 以色列 (土) 71) 巴士登之舞 西班牙 (旭) 82) 浪漫情歌 * 以色列 (旭)
61) 禮物 以色列 (旋) 72) 探戈探戈 * 自編 (翔) 83) 快樂願望 * 以色列 (方)
62) 花環 * 捷克 (旋) 73) 小提琴華士 * 以色列 (翔) 84) 卓栢克 俄羅斯 (全)
63) 腳踏車華士 * 美國 (往) 74) 開心樂韻 以色列 (土) 85) 火魂 保加利亞 (往)
64) 十一少 以色列 (方) 75) 丁卡拍腿舞 羅馬尼亞 (全) 86) 湖光山色 以色列 (方)
65) 魔笛 以色列 (方) 76) 斯卓特單人舞 波蘭 (往) 87) 為主歌唱 以色列 (翔)
66) 歌蒂 土耳其 (全) 77) 完成任務 * 以色列 (土) 88) 幸福人生 以色列

兒時黃金歲月，母親在身旁擁抱著我，生活上事事不缺，心想事成。父親卻聚少離多，平時難得一見。卻不知原來他不管天與地
，四季如一伴著啼鳥在晨曦中出門上路，勇闖火海之地，只為掙得小小家用，供給我們溫飽。這紅星戰士無怨無悔默默守護著

我們的龍之家族。當一切由自然變成突然，大法師也有倒下的一天，在一千夜叫喚捨不得你也難以將現實扭轉，俱往矣！慈父今

已遠居異地，回歸天父，留下昨日的夢。以後只能在相簿上尋到兒時回憶和他無盡的愛。

(方) 方圓社   (旭) 旭穎社   (土) 土風舞之友  (翔) 翔之社   (往) 往日情懷   (全) 全藝坊    (旋) 旋藝社 

〈各位來賓請注意安全及妥為保管個人物品，如遇意外受傷或有財物損失，本會概不負責。〉

#12/6/2022(星期日)

 

香港土風舞聯會 ～ 土風舞同樂

 

作者：張永強先生父親節特輯之憶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