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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1)：
四十週年˙歡聚泰京──

序曲
李兄、李姊來到泰國參加大會而相識。
什麼大會？──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14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暨2013

第14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暨
2013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

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這是由「世界李氏宗親總會」主辦的年度大會，
去年（2012年）在香港舉行，由「香港李氏宗親會」承辦；今年則授權
「泰國李氏宗親總會」承辦，於2013年11月20至22日，在泰國的曼谷盛大
召開。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秘書 基容

本次大會的日程安排，依序為──11月20日「歡迎晚宴」→21日上午

地區：台灣

「開幕典禮、大合照、祭祖大典、懇親大會」；下午「會員代表大會、閉

圖片提供：台灣 李昀蓁、李嘉凱、全球各地宗親

幕典禮、隴西之夜」→22日「泰國一日遊」。由於今年適逢「世界李氏宗
親總會」成立40週年、「泰國李氏宗親總會」成立50週年，兩會也藉由大

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
──東周˙戰國時期˙李斯˙《諫逐客書》
如果要選出一句話，以「泰」字開頭，而且是李氏先賢所言，又能形
容「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現階段的精神；那麼，李斯的這句千古名言，或
許最恰當不過。

前言

會的召開，歡喜接受來自世界各地的祝福。

相見歡 禮尚往來
第一天（11月20日）的「歡迎晚宴」，在曼谷的四翼（Four Wings）
酒店舉行；全球各地的李氏宗親，紛紛前來共聚一堂。
晚宴在一群青少年的鑼鼓表演中，活力揭開序幕。司儀先一一介紹
來自全球各地的代表團，然後由「泰國李氏宗親總會」李振來理事長，代
表承辦單位致歡迎詞；接著，大會主席「世界李氏宗親總會」（以下簡稱

戰國末期，許多客卿來到秦國，影響了貴族的權勢。

「本會」、或「世李」、「主辦單位」）李常盛理事長請本會李章夫執行

某次，貴族逮住機會，建議秦王（後來的秦始皇）將這些客卿驅逐出

副理事長，代表「世李」致詞歡迎來自全球各地的宗親朋友們。

境；當時的李斯，還只是客卿，也在被驅逐的名單當中。
於是，李斯寫了《諫逐客書》給秦王；文中列舉實例，佐以比喻，論
證精采；秦王看了之後，就撤銷了逐客的命令。
李斯勸諫秦王，要不分國籍，廣納賢士，而且要有王者的器度。什麼

李兄：「聽說今年的人數創下紀錄？」
李姊：「沒錯！今年共有來自台灣、香港、澳門、菲律賓、緬

泰山因為不拒絕土壤，所以能形成它的宏偉高大；

甸、越南、泰國、柬埔寨、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

河海因為不排除細流，所以能成就它的浩瀚殊深。

南韓、美國、加拿大、中國大陸等15個國家地區、61個

現階段的「世界李氏宗親總會」，似乎也正走到了一個「成其大、就

李氏宗團參加，人數超過八百多人，這還不算泰國當地

其深」的時期；所以，要持續向高山大海的精神學習；用白話一點的文字

的出席人數，堪稱多年來之最。」（大會人數統計，請

來說，就是要「廣納包容」！

見第20~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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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姊：「是啊！穿梭於筵席之間，一點也不覺得擁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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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王者的器度」？李斯以「泰山、河海」作比喻，告訴秦王──

李兄：「哇！這四翼酒店真是寬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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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兄：「歡迎晚宴都安排些什麼啊？」

李兄：「嗯，這的確也達到了紀念的效果。」

李姊：「其實，歡迎晚宴的時間非常有限。大會通常先介紹各個

李姊：「作為紀念品，這筆有它貼心的地方。」

代表團，然後請『主、承辦單位』致詞；有時會安排幾

李兄：「貼心的地方？讓我想想……嗯，因為是筆，所以輕便而

個簡單的節目，有時則不安排任何節目，而把時間節省

容易攜帶……不論返國帶回去或隨身備用，都不佔重量

下來給代表團『互贈紀念品』。因為，光是這互贈紀念

也不佔空間……」

品，就需要非常多的時間來進行。」
李兄：「互贈什麼紀念品？」
李姊：「通常有紀念旗、紀念牌、工藝品、書法丹青……等。可
分為『主辦單位贈給承辦單位、代表團』、『承辦單位
贈給主辦單位、代表團』、『代表團贈給主辦單位、承

李姊：「是不是別出心裁，頗具巧思！」
李兄：「沒錯！雖然禮輕，但是放在天枰上，心意都一樣重！」
此時，珍饈美饌，早已陸續上桌，令滿場人士，大快朵頤；而最後的
一道甜湯，也毫情地讓每個品嚐過的人，直接甜到夢裡去！

辦單位』這幾種。」
李兄：「……？？？」
李姊：「有什麼疑問嗎？」
李兄：「妳剛剛說今年有幾個代表團？」
李姊：「60個再加『主辦單位』共61個，不包括泰國。」
李兄：「難怪我一整個晚上看到禮台上，你送給我，我送給你，
大家禮尚往來！」
李姊：「所以說，『互贈紀念品』這一項，每年都考驗著大會的
時程掌控。其實……」
李兄：「其實什麼？」
李姊：「其實紀念品，也並非一定是旗子、牌匾、藝品、書畫，
我今年就看到一樣非常有意思的紀念品。」
李兄：「什麼紀念品？」
李姊：「物品本身是很普通啦，但這是近幾年來難得的創舉！」

上圖：2013年11月20日，大會的「歡迎晚宴」，在泰國曼谷的四翼酒店舉行。
右下圖：「歡迎晚宴」在一群青少年的鑼鼓表演中，活力揭開序幕。

李兄：「到底是什麼啦？」

李姊：「對！就是這個東西，你看上面印著什麼？」
李兄：「LEE'S BEN. ASSOCIATION OF CANADA」
李姊：「這是『全加李氏總公所』的英文全銜，上面還印有通訊
地址、聯絡電話、電子郵件信箱。」

「全加李氏總
公所」代表團
帶來的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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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兄：「原子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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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見李姊甜甜一笑，拿出了一樣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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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思敬 心香最香
第二天（11月21日），溫暖的陽光，熱情揮灑！大會今天的所有行
程，都將在「泰國李氏大宗祠」進行。
李姊：「李兄，你看起來精神奕奕，想必是昨晚吃飽睡足！」
李兄：「昨天晚宴最後的那道甜湯，我一口氣喝了兩碗，一次補
足了今天所需的熱量。……話說回來，這『泰國李氏大
宗祠』真是宏偉壯觀啊！」
李姊：「是啊！這宗祠落成於1997年，在目前全球的李氏宗祠當
中，規模堪稱數一數二。」
上午約8:30，眾人集合在宗祠前庭的廣場，舉行「開幕典禮」。本會
李常盛理事長與泰國的李振來理事長，於致詞之後，偕同諸多嘉賓，一齊
為大會剪綵，隆重開幕。
隨後，所有與會者拍攝大合照留念。由於拍攝時的背景並非「泰國
李氏大宗祠」，因此承辦單位事後請廠商，將已拍攝的合照與「泰國李氏

不錯！很棒！很棒！」

大宗祠」的照片，利用電腦進行影像合成，製作出一幀氣勢磅礡的「大合

李兄滿臉堆歡，說道：「就算妳如此誇獎我，我也不會高興！」

照」。

李姊啐道：「你明明就很高興！」

接下來的「祭祖大典」，在宗祠內的祠堂舉行。由「世李」李常盛理
事長、「世李」永久名譽理事長李瑞河、李逢梧、李滄洲、「泰國」李振
來理事長五人擔任主祭，帶領全球李氏裔孫懷恩敬祖。祭祖儀式經過「上
香、獻花、獻爵、獻饌、獻果、獻財帛、恭頌祭祖祝文、行三鞠躬禮」之
後，莊嚴禮成。

李姊：「感恩前人，珍惜今人，造福後人。」
李兄：「什麼意思？」
李姊：「如果能夠藉由外在的祭祖儀式，而產生內在的自我提
醒，那麼祭祖就有了實質上的意義。」

李姊：「李兄，我問你，你覺得祭祖最重要的供品是什麼？」

李兄：「提醒什麼？」

李兄：「豬公！」

李姊：「就是我剛剛說的，提醒自己──感恩前人，珍惜今人，

李姊：「豬你個……」

造福後人。」

李兄：「喂，謹言！謹言！妳是淑女，別壞了形象。」

李兄：「願聞其詳。」

李姊：「對、對……我是淑女，差點兒失言；好險！好險！」

李姊：「你想想看，我們李氏的先聖先賢、列祖列宗，一定做了

李兄：「《論語》說：『祭思敬』，所以祭祖最重要的供品是
『誠敬之心』！」
只見李姊伸出手拍拍李兄的肩膀，面帶嘉許地道：「嗯，不錯！

許多好事，因而累積了許多福德資糧；這些福德，不但
多到他們自己享用不盡，也遺留給後世子孫，包括現在
的我們，都同受福蔭，所以我們要『感恩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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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兄：「換我問妳，妳覺得祭祖最主要的意義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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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21日上午，大會在「泰國李氏大宗祠」前庭的廣場，進行開幕剪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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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兄：「那麼『珍惜今人、造福後人』呢？」

特 別 報 導
上午10:30，「懇親大會」在建南堂舉行。本會李常盛理事長以「求同

李姊：「你再想想看，現在的我們能做什麼？不就是好好珍惜現

存異、包容團結」，和全球宗親共勉。他表示，大家來自世界各地，平常

今在我們身邊的人，並且在享用前人遺留給我們的福德

生活成長的環境各自不同，難免會有不同的觀點；因此，大家在相同的部

的同時，繼續行善創造福德，不但自身受益也可以傳給

分相輔相成，在差異的部分互相尊重，彼此包容，團結一心，則全球李氏

後世；如此循環而生生不息，則我們李氏這棵大樹，勢

將更加蓬勃發展！

必能『深根固柢，長生久視』（道德經，第59章）。」

大會中，「泰國」理事長李振來、永遠名譽理事長李紹祝；「世李」

李兄：「這麼說來，祭祖還真是意義深遠啊！」

永久名譽理事長李瑞河、李逢梧、李滄洲；「新加坡李氏總會」永久名譽

李姊：「手裡拿著香祭拜，只是外在的一種形式；祭祖時，

會長李文龍（亦是「世李」名譽理事長）……等許多嘉賓，都分別發表獻

懷『誠敬之心』，存『慈善之念』，獻上我們的『心

言，暢敘宗情。隨後，李常盛理事長代表「世界李氏宗親總會」，致贈獎

香』，這比任何有形的香都還要香！」

牌給「泰國李氏宗親總會」李振來理事長，以感謝振來理事長辛勤帶領泰
國宗親承辦本次大會。

敘宗情 全球懇親
宗祠二樓的大禮堂，命名為「建南堂」；這是為了紀念李建南宗長，
在擔任「泰國李氏宗親總會」理事長期間（第4~16屆），與泰國宗親攜手
籌建了「泰國李氏大宗祠」。

此外，菲律賓「李香草、許笑治夫婦紀念文教基金會」、菲律賓「紀
念故理事長南文宗長文教基金會」，因多年來嘉惠族人、貢獻社會，遂由
李滄洲宗長提議，以「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名義，分別頒贈獎牌褒勉。
李兄：「我剛剛聽到李瑞河宗長在致詞時說──逢梧及滄洲宗
長，促成大會首次在台灣以外的地區舉辦，地點是在菲
律賓的馬尼拉。那麼，以前又是什麼情況？」
李姊：「1971年10月，在台北市召開了『世界李氏懇親大會』，
與會的海內外宗親有六百多位，盛況空前。當年的大會
中，決議組織『世界李氏宗親聯合總會』；經申請立案
後，1973年通過政府機關（內政部）的核准，於當年3
月15日成立，正式命名為『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李兄：「所以，1971年，草創成立『世界李氏宗親聯合總會』；
1973年，正式成立『世界李氏宗親總會』，迄今（2013

12

到台灣參加國家慶典之際，順道參加『世界李氏宗親總
會』主辦的懇親大會；1998年以前，大會一直都在台灣
舉行。」
2013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在「泰國李氏大宗祠」二樓的大禮堂舉行。

李兄：「那麼，1999年以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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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姊：「對。『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成立之初，海外宗親都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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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聽得李姊娓娓訴說如下──

10月11~13日在台灣苗栗舉辦（香港的李常盛宗長，蟬

1999年：大會首次在台灣以外的地區舉行。當年10月15~17日，

聯第14屆理事長）。

世李『第10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暨懇親大會』於菲律
賓的馬尼拉召開。

2012年：『第14屆第2次會員表大會暨全球李氏懇親大會』，11
月4~6日在香港舉辦。

2000年：『第10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暨懇親大會』，12月7日在
台灣舉辦。
2001年：原本預計召開『第11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暨懇親大
會』，由於當時台灣遭遇水患，又適逢中央民代選舉，
因而延至2002年。
2002年：『第11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暨懇親大會』，2月3日在
台北舉辦（菲律賓李逢梧宗長，當選第11屆理事長）。
2003年：『第11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暨懇親大會』，9月26~28
日在印尼萬隆舉辦。
2004年：『第11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暨懇親大會』，10月16日
在台灣台北舉辦。
2005年：『第12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暨懇親大會』，7月15~17
日在馬來西亞檳城舉辦（菲律賓的李滄洲宗長，當選第
12屆理事長）。
2006年：『第12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暨懇親大會』，9月2~4日
在香港舉辦。
2007年：『第12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暨懇親大會』，12月6~8日
在台灣南投舉辦。

李姊：「對！這是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從台灣出發、邁向全世
界』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李兄：「我剛剛還聽瑞河宗長說，現任的李常盛理事長，恢復發
行已經停刊十多年的《世界李氏》會刊，也是一項了不
起的成就；這又是什麼情況？」
李姊：「瑞河宗長在他擔任『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6屆理事
長的任內，於1987年1月10日創辦發行《世界李氏》會
刊；後來因為人力不足、經費短缺而停刊十多年；停刊
前的最後一期是1992年12月25日出版。直到2009年5月
25日，常盛理事長力排萬難，恢復會刊的發行，稱為
『《世界李氏》會刊˙復刊號第1期』。」
李兄：「嗯，看來這本『復刊號第1期』，也是一個重要的里程
碑。」
李姊：「對！『《世界李氏》會刊˙復刊號第1期』不僅僅是一
本刊物而已，它還代表著一種『決心』！……如今，

辦（香港的李常盛宗長，當選第13屆理事長）。

《世界李氏》復刊號已經出版了9期，並郵寄給全球宗

2008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11月15~17日在印尼雅加達舉

親團體或個人，幫助彼此增進瞭解；這是…………？

2009年：『第13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暨全球李氏懇親大會』，
10月17~19日在河南鹿邑舉辦。
2010年：『第13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暨全球李氏懇親大會』，
10月28~30日在金門舉辦。

李兄：「中午12點多了，妳沒看到宗祠四處已備妥筵席！我聞到
菜香，肚子餓了，要去吃午餐。」
李姊：「你不是說昨晚的甜湯，一次補足了你今天所需的熱
量？」
李兄：「那是熱量，又不是飯量！」

期

期

2011年：『第14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暨全球李氏懇親大會』，

喂！你要去哪裡？聽我把話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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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真是重要的一年。」

2008年：『第13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9月20日在台灣台北舉

辦。

10

李兄：「如此說來，1999年在『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會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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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李氏》停刊前最後一期

《世界李氏》創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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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常盛宗長就是在2011年10月12日，於台灣苗
栗召開的『第14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當中，眾望所
歸，連任理事長。」（請參閱本刊第6期）
李兄：「據說，近幾年以來，年年都有新的宗親組織，組團參加
『世李』的年度大會；這似乎意味著有愈來愈多的人，
認同『世李』、支持『世李』。」
李姊：「沒錯！『世界李氏宗親總會』這棵大樹，正在茁壯發
展，格局也正在持續擴大當中。」

談會務 經綸世李
11月21日下午2:00，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14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
會」，在「泰國李氏大宗祠」二樓的大禮堂召開。

『包容的心量』。」
李姊：「正是！印象中，現任的常盛理事長，就極力以『包容』

李氏宗親「溝通的橋樑、交流的平台」；在會務經費方面，需要大家的協

為重，並且以此與宗親共勉（請參閱本刊第6期，第36

助；在《世界李氏》會刊方面，也需要大家的支持；請宗親們多多提供寶

頁）。要知道，花盆裡長不出參天大樹；參天大樹是紮

貴意見，使「世李」更加興旺發展。

根在廣大深厚的土地，向高遠無邊的天空成長。所以，

隨後，本會李敏秘書長，針對上次大會的決議案執行情形、以及去年

一個主事者的器量，是需要能夠敞開心胸，懷抱天地，

度（2012年）的會務工作，向大家作報告。接著，由本會李清利監事長作

吞吐乾坤！……嗯……對了，就好像《諫逐客書》裡

「監事會監察報告」、李國憲執行副理事長主持「討論提案」。在討論提

面，李斯所說的那樣！」

工作計畫草案。
由於今年（2013年）11月上旬，海燕颱風重創菲律賓，導致數千多人
喪生；因此在「臨時動議」當中，大會現場所有人員，為當地受難者默哀1
分鐘，敬表悼念。旋即討論「第15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暨2014年全球李氏
懇親大會」之承辦單位，然而本案不便匆促決定，故授權理監事會研議。
下午16:00，會議順利結束。
李兄：「今年是『第14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那麼明年
（2014年）就是第15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了……」
李姊：「是啊！『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理監事任期，每3年換

李姊：「《諫逐客書》。」
李兄：「箭竹筍、鳳梨酥我倒是吃過。」
李姊：「勸諫的諫、驅逐的逐、客人的客、書信的書。……你就
只知道吃。」
李兄：「誰說的！李斯我就認得，他是秦朝丞相，歷史名人。」
李姊：「是是是！你了不起！……倒是我想問問你，你覺得來參
加大會，最重要是拿到什麼東西？」
李兄：「紀念品。」
李姊：「…………好啦，我承認拿紀念品也很重要，但是拿《大
會手冊》也一樣重要啊！」

期

期

屆一次。第14屆的任期，是從2011年10月12日至2014年

李兄：「妳說什麼『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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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親服務，除了要有『奉獻的精神』之外，還必須具備

大會主席李常盛理事長誠摯地表示，「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是全球

案當中，分別審核通過了各項財務報表、2014年度預算表草案、2014年度

10

李兄：「嗯，可以想像，要帶領『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為全球

10

17

特 別 報 導

特 別 報 導

李兄：「大會手冊？」

啊呀！這似乎也不是主要原因，最重要的是──我們心

李姊：「是啊！尤其《大會手冊》的內容，通常印有『全球各

中不會因為『隴西』、『趙郡』而有所分別；正如『世

地區宗親團體通訊錄』，如果通訊資料有需要更新或更

界李氏宗親總會』的會歌，開頭前兩句所說的──『我

正之處，都可以主動通知『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秘書

李根深世澤長，隴西趙郡各輝煌。』──大家都是一家

處。『世李』畢竟以『交流的平台』為己任，這通訊資

親！」

料庫的建立與管理，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環，屬於

李兄：「那直接稱為『世界李氏之夜』不就圓融了？」

長期而無止盡的工作…………？喂！你又要去哪裡？聽

李姊：「這個嘛……或許以後會正名吧。」

我把話說完，沒禮貌！」
李兄：「我回去拿《大會手冊》。」

賞歌舞 隴西之夜

由於本次大會的「泰國一日遊」，承辦單位完全委託當地旅行社負
責；所以，今晚的餐會，也可以說是「歡送晚宴」。晚宴節目更替之際，
李常盛理事長與李振來理事長，分別率領「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泰國
李氏宗親總會」的首長們，先後上台向全球宗親舉杯敬致謝意。

當日晚間6:30，「隴西之夜」以宗祠二樓的大禮堂為主要會場，同時

節目將近尾聲之時，本次承辦大會的執行主席「泰國李氏宗親總會」

進行餐敘聯歡；晚宴大張筵席，餐桌席次從二樓一直延伸安排至一樓。承

李朝文副理事長，亦上台發表簡短的感言；勞苦功高的朝文宗長，在常

辦單位亦請來多位外賓共襄盛宴，並邀請他們上台致詞──有「中共駐泰

盛、振來兩位理事長的陪同下，三人一齊向全球宗親揮手致謝、獻上祝

國大使館參贊兼總領事」朱偉東、「泰國前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李榮烈、

福，並期盼來年再次相聚！

「泰國中華總商會主席」劉錦庭、「泰國潮州會館主席」蔡漢強、「泰華
各姓宗親總會聯合會主席」黃漢良等嘉賓。
晚宴中，「泰國李氏宗親總會」李振來理事長（亦是「世李」副理
事長），捐贈港幣10萬元給「世界李氏宗親總會」作為會務經費；由本會
李常盛理事長，親自代表接受並致謝。當晚，承辦單位安排了各種泰國風
情的舞蹈表演，張羅了泰國風味的佳餚美味；只見現場高朋滿座，人聲鼎
沸，洋溢著一片輕鬆歡樂的氛圍。
李兄：「為何稱作『隴西之夜』？」
李姊：「因為『隴西』是李氏的郡望。」
李兄：「我知道『隴西』、『趙郡』是李氏的兩大郡望；今年的
氏宗親聯誼會』的代表團。我想要問的是──為何稱作
『隴西之夜』而不稱作『趙郡之夜』？」
李姊：「唐朝時期，詔令天下──『隴西』為李氏的郡望；因
此，至今海內外李氏的堂號都名為『隴西堂』…………
李常盛理事長(右)、泰國的李振來理事長(中)、李朝文宗長，向大家揮手致謝。

期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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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團名單上面，我就看到有個『河北省隆堯縣趙郡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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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大會人數統計】： 2013年大會「各代表團」人數

李兄：「其實，我找到一句名言，可以跟李斯所說的那個『泰山

代表團名稱

人數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且也是李氏先賢所說。」

2

台灣高雄市李氏宗親會

李姊：「哦……是哪句名言？」

3

台灣李氏宗親總會

李兄：「江海之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

4

台灣新北市李氏宗親會

3

35 馬來西亞砂拉越民都魯李氏公會

5

台灣新北市土城李姓宗親會

2

36 新加坡李氏總會

6

香港李氏宗親會

39

7

澳門李氏宗親會

8

8

菲律賓隴西李氏宗親總會

44

39 新加坡嘉應李氏公會

9

「菲律賓總會」-宿務分會

14

40 新加坡潮州隴西李氏公會

李兄：「那作何解釋？」

10 「菲律賓總會」-那牙分會

5

41 新加坡廣惠肇李氏書室

李姊：「這裡的『百谷』借指為『百川』，意即許許多多的河

11 「菲律賓總會」-黎牙實備分會

5

42 印尼李氏宗親會

24

流；『王』引申為『歸往』之意。……整句的意思是

12 「菲律賓總會」-西黑省分會

7

43 印尼萬隆李氏宗親會

10

說，江海之所以能使百川都來匯流歸往，是因為它善於

13 「菲律賓總會」-中北呂宋分會

17

44 印尼坤甸市李氏隴西世家

4

14 「菲律賓總會」-禮智三描分會

2

45 印尼廖內群島李氏互助會

6

46 大韓民國延安(隴西)李氏宗中會

2

李兄：「江海之所以能成為千百個峽谷之王，是因為……」
李姊：「等一下！不是這樣解釋啦！」

處在低下的位置，所以能使百川都來匯流歸往。」
李兄：「百川都來匯流歸往……咦！這與李斯說的『不擇細流』
很類似。」
李姊：「沒錯！『百谷王』已經把『不擇細流』隱含進來了，

17 旅緬隴西堂
18 越南李氏宗族祖堂

36

12
4
15
4

11

33 馬來西亞森美蘭李氏聯宗會

14

34 馬來西亞威省李氏宗祠

15

37 新加坡瓊崖李氏公會
38 新加坡李氏(五山始祖)宗親會

49 中國鹿邑李氏文化研究總會

15

51 李氏火德裔孫聯誼總會

……』的先後邏輯關係，進一步告訴我們──因為能做

21 馬來西亞檳城李氏宗祠

到『謙下自處』，所以才能做到『廣納包容』。」

22 馬來西亞馬六甲李氏宗祠

4
※
19
258
92

地區
印尼
南韓
美國
加拿大
中國大陸

人數共計（尚未包含泰國地區人數）：874人

人數
44
2
25
17
182

27
6

8
34
8

52 廣東省梅州市五華縣李氏宗親會

19

28

53 廈門市集美區歸國華僑聯合會

12

23 馬來西亞砂拉越晉漢斯省李氏公會

15

54 中國閩南五山李氏大宗祠管委會

9

24 馬來西亞砂拉越美里李氏公會

23

55 河北省邢臺市李氏文化宗親聯誼會

5

25 馬來西亞砂拉越泗里街李氏公會

17

56 河北省隆堯縣趙郡李氏宗親聯誼會

12

26 馬來西亞沙巴州李氏宗親會

46

57 甘肅隴西李氏文化研究總會

4

2

27 馬來西亞雪隆李氏宗親會

9

58 南雄珠璣巷李氏大宗祠管理委員會

19

28 馬來西亞霹靂州怡保李氏宗祠

8

59 廣東潮汕李氏宗親會

26

29 馬來西亞吉中李氏宗親會

18

60 廣東省南海礌崗李氏聯誼會

30 馬來西亞太平北霹靂李氏公會

12

61 荊楚李氏宗親會

31 馬來西亞柔南李氏公會

20

人數共計（尚未包含泰國地區人數）：874人

7
21

期

期

越南
泰國
柬埔寨
馬來西亞
新加坡

編序
11
12
13
14
15

5

17

20 馬來西亞古來縣李氏公會

人數

14

48 全加李氏總公所

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這種『因為……，所以

地區

5

25

50 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員會

編序
6
7
8
9
10

35

47 全美李氏敦宗總公所

19

人數
59
39
8
110
1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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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香港
澳門
菲律賓
緬甸

16 菲律賓粵僑李隴西堂

4

32 馬來西亞彭亨李氏聯宗會

19 柬埔寨隴西李氏宗親總會

【大會人數統計】： 2013年大會「各地區」人數
地區

15 「菲律賓總會」-伊里顏分會

14

『不擇細流』就是比喻要『廣納包容』。老子用『以

李兄：「原來如此，老子的智慧真是令人讚嘆！」

20

人數 編序

1

李姊：「嗯，這是『老子』李耳的智慧之語。」

10

代表團名稱

……什麼什麼大；河海……什麼什麼深』互相呼應，而

王。」（道德經，第66章）

編序
1
2
3
4
5

編序

10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