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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2)：
猶龍世系會隴西──

2014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
世李總會 第14-15屆理事長交接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秘書 基容
地區：台灣

是孔子的千年預言嗎？
據傳，孔子曾經問禮於老子，對老子極為歎服；
回去之後，孔子對學生說：「……老子，其『猶龍』耶！」
如果我們以簡單的數學式子推演，可以得到以下過程：
(1) 老子＝李耳 → 耳＝阝
(2) 「猶」龍→ 音近「右」龍 → 把「龍」字擺在右邊
(3) 李「耳」＋猶「龍」→ 阝＋龍＝隴
(4) 中國古時正向面南 → 東為左、西為右 → 因此「隴右＝隴西」
(5) 結果：唐朝時期詔令天下 → 「隴西」為李氏的郡望

9月20日的歡迎晚宴，李常盛宗長(世李第14屆理事長)邀眾人舉杯同慶，互相祝福！

本次大會是由「甘肅隴西李氏文化研究總會、隴西縣人民政府、隴西
李氏文化研究會、隴西航龍置業有限責任公司」聯合承辦；承辦單位也藉
著此次召開大會的期間，同時舉辦「中國˙隴西第3屆世界李氏文化旅遊
節」的活動。
大會的日程安排，依序為：2014年9月20日「歡迎晚宴」→9月21日
「開幕典禮、祭祖大典、大合照、懇親大會、閉幕典禮、隴西之夜」→9月
22日「隴西一日遊、歡送晚宴」。這次大會當中，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
14屆理事長」李常盛與「第15屆理事長」李文龍，也在全球宗親的見證
下，完成了交接儀式，順利傳承。

孔子預言，真是玄之又玄！

歡迎晚宴
前言
由「世界李氏宗親總會」（以下簡稱本會或世李）主辦的「2014年全
球李氏懇親大會」於2014年9月20至22日，首次在李氏的發祥地──「甘

晚間18:00的「歡迎晚宴」。

肅省定西市隴西縣」舉辦，來自台灣、香港、菲律賓、泰國、柬埔寨、馬

「歡迎晚宴」在恆發國際大酒店二樓的宴會廳舉行，隴西縣陳彥吉縣

來西亞、新加坡、印尼、南韓、美國、加拿大及中國大陸等世界各地的宗

長首先代表「隴西縣政府」，向遠道而來的賓客和李氏宗親表示歡迎，他

親，共計12個地區、58個代表團、超過576人參加。

說：「隴西因地處隴山以西而得名，是天下李氏的發祥地。今天，海內外

（筆者按：此人數是根據主辦單位的統計，而且是有正式向「世界李氏宗

李氏宗親代表，因親情友誼而相聚，充分顯示了李氏大家庭的和睦團結；

親總會」報名的人數資料；其中，甘肅地區的人數尚未列入計算。有關大

我們堅信，有廣大李氏宗親的攜手努力，有社會各界的鼎力支持，李氏文

會人數統計，請詳見第38頁。）

化就一定能夠不斷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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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大部分的代表團，都儘量提前於9月19日抵達，如此才趕得上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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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大會地點，遠在中國西部邊陲地帶，路途遙遠，旅程耗時；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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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隴西李氏文化研究總會」李維平會長接著致詞，他說：「隴西
李氏文化，是以李氏族人為主體形成的優秀傳統文化。近年來，甘肅隴西
李氏文化研究總會深入推進李氏文化產業發展，使得海內外李氏宗親對李
氏文化的認同感進一步提高。讓我們以本次大會的召開為契機，攜海內外
李氏族人之力，不斷發揚光大李氏文化，為實現民族團結、輝煌盛世中華
的遠大目標而努力。」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14屆理事長李常盛，則代表「主辦單位」
歡迎並感謝此次所有與會的嘉賓及宗親；常盛宗長表示：「能夠在隴西舉
辦我們全球李氏的懇親大會，宗親們能夠在此齊聚一堂，這是很難得的機
會；我謹代表『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向在座的嘉賓們、宗親們表示敬意

上圖&下圖：2014年9月21日上午在「李家龍宮」廣場前舉行大會「開幕典禮」

與感謝。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每年舉辦一次全球大會，先後已經在很多國家
和地區舉辦過，由於隴西縣之前非常積極努力爭取承辦，所以今天的大會
才能夠順利在隴西召開；我們很感謝隴西縣政府、定西市政府、還有甘肅
省政府能夠大力支持這次大會！」
隨後，常盛宗長邀眾人舉杯同慶，互相祝福。當晚，承辦單位安排了
文藝表演助興；來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團，也紛紛向「主、承辦單位」致贈
紀念品，表示祝賀之意。

開幕典禮

「世界各地李氏宗親不遠萬里，專程來到隴西，參加『2014年全球李氏懇

禮」，由「定西市政府」唐曉明市長主持；他先為大家介紹主要嘉賓，然

親大會』，這是李氏族人興旺發達的象徵，也是李氏宗族一次歷史性大團

後由「中共定西市委」張令平書記首先致詞，他指出：「為了把隴西打造

圓的盛會。在此，我代表『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對大會的盛大開幕表示

成為海內外李氏同胞的祭祖聖地和世界李氏文化中心，我們按照國家建設

熱烈的祝賀！向參加大會的宗親嘉賓表示誠摯的敬意！『世界李氏宗親總

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和全省打造華夏文明傳承創新區的總體規劃，進

會』成立至今已超過40年，作為李氏宗族組織中，規模最大的『世界李氏

一步彰顯『精品絲路•絢麗甘肅』的文化旅遊品牌，不斷發揚光大隴西李

宗親總會』，我們一直致力於聯誼宗親、增進交流、擴大影響、加強團

氏文化。我們相信，有各界的合力推動，李氏文化必將走向新的輝煌。」

結，促進李氏的蓬勃發展。我們相信，李氏文化將邁向更加璀璨的未來；

接著是「甘肅隴西李氏文化研究總會」李維平會長致詞，他說：「今
天，我們歡聚隴西，共同慶祝『2014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以及『中國•

讓我們一起攜手，繼續加強和深化世界各地李氏宗親的交流與合作，不斷
增進海內外李氏宗親之間的友情，共創美好的明天，共鑄李氏的輝煌！」

隴西第3屆世界李氏文化旅遊節』的隆重開幕。在此，我謹代表甘肅隴西李

接著在「甘肅省人民政府」李榮燦副省長致詞之後，大會正式宣佈開

氏文化研究總會，向大會表示熱烈的祝賀與感謝！本次大會的召開，是全

幕，此時鳴放禮砲，彩紙繽紛，但見現場萬頭攢動，處處洋溢著一片歡樂

球李氏族人尋根、敦親、睦族、尋找宗族情感歸宿的一次盛會。」

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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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上午大約9時30分，在「李家龍宮」廣場前舉行「開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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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即由「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14屆理事長李常盛致詞，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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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屆的滄洲宗長正式交給我；同樣的，今天我與文龍宗長能夠在隴西舉辦

祭祖典禮
緊接著在「李家龍宮」的隴西堂大殿，舉行「祭祖典禮」。「隴西
堂」的正殿內，分別供奉著「根祖軒轅黃帝、血緣始祖皋陶公、得姓始祖
利貞公、顯姓始祖伯陽公、隴西房始祖伯佑公」；殿內後方則分別供奉
「興盛皇帝玄盛公、唐高祖叔德公、望祖唐太宗世民公」。
「祭祖典禮」以仿古的方式進行，在管弦樂協奏之下，身著古裝的武
士、學士、宮女，先後列隊進場；接著由李常盛宗長恭讀《祭祖祝文》(祭
祖祝文的全文，請詳見第39頁)，隨後「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14屆理事長
李常盛、第15屆理事長李文龍、監事長李清利、永久名譽理事長李逢梧及
李滄洲、「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員會」李龍官會長及宗親們，進
入殿內焚香祭祖並行叩拜之禮，宗親們亦紛紛捻香參拜，整個祭祖儀式，
隆重而莊嚴。

移交儀式，個人覺得非常有意義。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是一個規模龐大的宗親組織，至今已經有非
常多的國內外宗親團體加入；而大陸的宗親們，也有不少的團體想要加入
『世李總會』，我們除了抱持歡迎的態度之外，也有幾個原則--(1)我們不
去干涉宗親組織的運作。(2)必須是當地政府同意核可的宗親組織，我們才
接受他們加入。
在我理事長任內的這六年以來，我很感謝大家。我們先後在雅加達、
河南鹿邑、金門、苗栗、香港、曼谷、還有今天的隴西，舉辦『年度大
會』，除了這些大型會議之外，還參與了許許多多世界各地的小型活動。
此外，我們還恢復了《世界李氏》會刊的發行；會刊對於加強我們李氏的
團結與宗誼的維繫，有很大的幫助。
由於我們抱持著『團結包容、共同發展』的宗旨，長期以來為宗親的
團結、社會的和諧、民族的興盛而努力，因此我們也得到了台海兩岸的肯

懇親大會
9月21日下午14:00時左右，全體與會人員，先在「恆發國際大酒店」
前的廣場，拍攝大合照留念；然後在酒店二樓的宴會廳召開「2014年全球
李氏懇親大會」。

定；這對我們來說是一種鼓勵，希望我們繼續做好『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的工作，也希望大家能夠繼續支持；沒有大家的支持，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也做不了那麼多的工作，也開展不了許多會務。
在這麼多年的時間裡面，我要感謝的太多了；對家庭方面，我很感謝

李常盛理事長致詞
大會正式開始，全體人員起立，首先播放「世

我的太太，為了做好『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理事長的工作，她在這方面給
了我很大的支持，我特別要謝謝她！」

界李氏宗親總會」會歌；播放完畢，司儀小姐請
眾人復位之後，由「世李總會」李敏秘書長一一
介紹主要貴賓及各個代表團；接著由第14屆李常
盛理事長代表「世界李氏宗親總會」致歡迎詞，
他說：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在今年（2014年）的8月
表大會』，選出了新一屆的理事長，他是新加坡的李文龍宗長；文龍宗長
是知名的大律師，曾經榮獲新加坡總統頒賜許多榮銜，很有社會地位。
我是2008年9月份，在台北選出來的理事長（第13屆），我一直候任到
2008年11月，於印尼雅加達舉辦的『全球李氏懇親大會』的時候，才由第

9月21日下午在「恆發國際大酒店」的宴會廳召開「2014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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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於台北的國軍英雄館召開『第15屆第1次會員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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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利監事長致詞

李文龍理事長致詞
隨後舉行「理事長交接儀式」，由「世界李氏宗

親總會」李清利監事長擔任監交人，第14屆的李

席我們世界李氏宗親總會主辦的『2014年全球李

長；本會「永久名譽理事長」李逢梧、李滄洲宗

氏懇親大會』，我相信你們非常辛苦，但這個辛

長、以及現場所有人員，共同見證了「世界李氏

苦是非常值得，因為隴西是我們李氏的發祥地，

宗親總會」的薪火傳承。神聖的交接儀式結束之

我們來到了隴西，就如同回到自己的家；尤其我

後，大會正式交由李文龍理事長主持，他首先邀

們特別受到隴西方面濃厚的接待，非常令人感動。

「今天非常榮幸，能夠代表『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所以，我在此謹向承辦單位，對這次大會的圓滿成
功，敬表熱烈的祝賀與感謝。

見證第14屆與第15屆理事長的交接儀式。常盛理事長這六年來，由於他的

我們彼此之間血脈相連，今天大家能夠齊聚隴西，共襄盛會、聯絡情

努力與用心，使得我們『世界李氏宗親總會』能夠更加團結、更加興盛；

誼，這是難得的緣分。同時我要感謝海內外的宗長宗親們的厚愛與支持，

他一直為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在世界各地奔跑；其中，有一件非常重要的，

在2014年8月17日，於『台北國軍英雄館』推舉我擔任『世界李氏宗親總

就是我們《世界李氏》會刊能夠復刊；當時要復刊的時候，由於經費的關

會』第15屆的理事長，我個人感到萬分榮幸，非常謝謝大家對我的信任，

係，我也非常認同需要向廣大的宗親募款，來支持會刊的出版與發行，以

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裡，能夠盡我的能力把工作做好，不辜負你們所託。

便讓我們全球的宗親，能夠多一種管道來幫助彼此更加了解。所以，我們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在前幾任理事長辛勤耕耘之下，已經有了穩固

非常感謝常盛理事長這幾年來的努力與卓越的貢獻。下一屆的文龍理事

的基礎；這是因為歷屆理事長們，都對『世李總會』這個大家庭，各自有

長，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律師，具有優秀的領導能力；我相信，在他的掌舵

不同的重大貢獻，而這些貢獻累積起來，就成為我們賴以『繼往開來』的

之下，我們『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將會更興盛、更團結、更美好！」

寶貴基礎。所以，我要藉這個機會，謝謝我們歷屆的理事長。
在此，我也要特別提起一件事情──我每次去台灣的時候，我總是感

魯澤書記致詞
「中共隴西縣委」魯澤書記接著致詞，他說：

覺到一股濃濃的宗親情誼，這是很特別的。『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成立於

「隴西是李氏文化的發祥地，是李氏的『郡望』，

台灣，由台灣發展向全世界，我要藉這個機會，感謝所有台灣的宗親們為

隴西縣委、縣政府十分珍視這一歷史文化遺產，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所做的貢獻；我可以說，沒有台灣的宗親們，就沒

多年來致力於隴西李氏文化的研究和弘揚，先後

有今天的世界李氏宗親總會，謝謝你們！

恢復修建了李家龍宮、威遠樓、仁壽山公園、保

我希望『世界李氏宗親總會』能夠注入一些新的生命力，所以我們應

昌樓等景點。隴西李氏文化的繁榮發展，離不開

該有一些新的人才進入工作團隊；我也希望擴大『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指導和支持；這次『世

工作平台，使我們的總會能夠更加壯大；此外，我希望能夠成立一個『世

界李氏宗親總會全球李氏懇親大會』在隴西召開，

界李氏基金會』，藉由這個基金會，來幫助世界各地遭遇災難或是貧困的

必將加深隴西與海內外李氏宗親之間的溝通與交流，進

宗親。但這些都不是容易做的事情，畢竟任重道遠，也希望大家能夠儘量
給予支持與指導，使我們的工作能夠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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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詞時表示：「今天，各位宗親不遠千里，前來出

常盛理事長，將印信移交給第15屆的李文龍理事

請李清利監事長致詞，監事長表示：

12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15屆李文龍理事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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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逢梧永久名譽
理事長致詞
隨後是「世界李

的熱情接待和細緻的安排，讓我們有回家般的親切感
受，我在此表達衷心的感謝，並同時向各位親愛的
宗親朋友們，致以崇高的敬意！

氏宗親總會」永久名譽

『木有本，水有源。』中華民族重視尋根溯

理事長李逢梧宗長致

源，儘管我們散居於海內外各地，但出於尋根祭

詞，他說：「非常高興

祖、敦宗睦族、互通訊息、加強聯誼的情懷和意

來到甘肅隴西，參加今

願，『世界李氏宗親總會』主持的『全球李氏懇

天『世界李氏宗親總

親大會』，成了一個交流合作的平台，也因此增強

會』的懇親大會。由於

了海內外宗族的凝聚力。

隴西縣政府等承辦單位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是聯絡團結各地宗親的重要組織，成立已超過

左圖：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15
屆的理事長李文龍(右)
與監事長李清利，在懇
親大會上，向所有現場
宗親拱手問安！

四十年，由於歷屆宗賢全心全意的服務與奉獻，因而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我們致力於使會務活動世界化，特別鼓勵海外宗親會承辦懇親大會，為各
地宗親的友好交往提供一個良好的平台。『世界李氏宗親總會』這個大家
庭，已在海內外產生非常大的影響，得到良好的成績。
很高興海內外的宗長族親，今天歡聚在隴西；在中華民族的復興正進
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以及正要實現美麗中國夢的時刻，相信大家能看
到更多的新事物與獲得新的啟發！」

李維平會長致詞
「甘肅隴西李氏文化研究總會」李維平會長
接著致詞，他說：「非常高興參加這次的懇親大
會，而且我們見證了第14、15屆兩位理事長的交
接，這對甘肅隴西李氏文化研究總會來說，是一
件非常榮幸的事。常盛理事長是一位德高望重的
大宗長，他對『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做出了無限
的努力，而且形象親切，值得我們學習。接任的文

32

議。另外，這次隴西承辦大會，有很多工作都是我們魯澤書記負責規劃與
籌辦，我要真心感謝他。我們期盼並熱情歡迎全球的李氏宗親，經常到隴
理事長印信交接儀式：由監事長李清利(中)擔任監交人，第14屆理事長李常盛(左2)
將印信交給第15屆理事長李文龍(右2)；旁為李逢梧(右)與李滄洲(左)宗長。

西來走一走看一看，把我們李氏文化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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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滄洲永久名譽理事長致詞
接著由「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永久名譽理事

李氏懇親大會，具有特別的重大意義。相信經過我們與隴西子弟的共同努
力，必能讓隴西再現昔日的輝煌。」

長李滄洲宗長致詞，他說：「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2014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今年度能在甘肅

閉幕典禮

省隴西縣舉辦，這是一次別具意義的盛會；因為

大會的「閉幕典禮」由文龍理事長簡單作結語，他說：「今天大會在

『隴西』是李氏公認的堂號，滄洲與菲律賓的宗

隴西召開，令人感到親切與溫馨；隴西是我們李氏的發祥地，李氏也建立

親們，此次能夠組團前來共襄盛會，都感到非常

了世界聞名的大唐王朝，作為民族的一份子，我感到非常驕傲。再次誠心

歡喜！
今年(2014年)的8月17日，『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感謝隴西縣政府等承辦單位以及魯澤書記與李維平會長的幫忙，讓『2014
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能夠在隴西順利召開、圓滿成功，謝謝大家！」

召開『第15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會中選舉出新加坡的李文龍宗長擔

最後，李文龍理事長代表「世界李氏宗親總會」，頒發「永久名譽理

任新一屆的理事長，開啟了薪火相傳、賡續發展的新使命。原任的理事長

事長」聘書給「第14屆」的李常盛理事長；接著由常盛理事長與文龍理事

常盛宗長，在其兩屆（第13、14屆）理事長任內，不但恢復發行《世界李

長，代表「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向「定西市人民政府、甘肅隴西李氏文化

氏》會刊，並努力提升『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國際聲望，六年勛績，值

研究總會、隴西縣人民政府、隴西李氏文化研究會、隴西航龍置業有限責

得讚揚。如今，新任的理事長文龍宗長才能出眾，相信在他的掌舵之下，

任公司」頒發感謝獎牌，以感謝承辦單位對這次大會的召開，所付出的努

將能帶領『世界李氏宗親總會』航向另一番新的境地。

力與奉獻。

滄洲在擔任「世李」第12屆理事長的期間，承蒙前幾位理事長與海
內外宗親的鼎力襄助；我尤其感謝瑞河宗長，他在我三年任期內，出錢出
力，幫助良多。因此，每一屆新任的理事長，都需要我們的共同支持，才
能使會務順利運作；相信在全球宗親的攜手同心之下，『世界李氏宗親總
會』將更加輝煌發展。」

李龍官會長致詞
「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員會」李

唐盛世園」參加「李氏宗親林揭碑儀式及植樹活
動」；活動由李維平會長主持，「世界李氏宗
親總會」李先仁執行副理事長(右圖)應邀發表講
話，他說：「今天我們李氏宗親，來到隴西李唐盛

龍官會長，在致詞時說：「我謹代表『福建省

世園參與植樹的活動，具有深層的意義；我們把每一棵

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員會』和『隴西航龍置

樹苗，種到隴西的土地上，這象徵著根深、枝繁、葉茂，提醒我們李氏的

業有限公司』等100多位福建的李氏宗親，向

子孫能夠飲水思源，提醒我們記得李氏曾經在這裡耕耘；因此，讓我們把

大會的召開表示熱烈的祝賀；向遠道而來的宗

李氏的精神發揚出去，讓世界的人能夠來到隴西，也讓隴西走向世界。」

親朋友們，表示真誠的祝福！隴西是華夏李氏的

接著，李文龍理事長應邀與魯澤書記一起進行「李氏宗親林揭碑儀

發祥地，一千多年前，李氏祖先從古隴西出發，統一

式」，二人將遮蓋在「李氏宗親林」石碑上的紅布掀起，認植樹木的活動

中原，定都長安，建立大唐。此後通過分封、賜姓和遷徙，把隴西李氏分

於焉展開；各地宗親紛紛踴躍參與現場的認植活動，他們各自挑選喜歡的

枝散葉到中國各個大地。而後，各地隴西後裔又通過廣東、福建，跨洋過

樹苗，植樹於隴西，綠化著世間。當日晚間，承辦單位則安排宗親們，在

海到了台灣、東南亞各國和世界各地。因此，今天能在隴西故里舉行全球

隴西縣影劇院觀賞「隴西之夜」的大型文娛晚會。

期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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懇親大會結束後，眾人驅車前往「隴西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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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旅遊
9月22日白天，主要是「隴西境內一日遊」；承辦單位安排與會人員，

特 別 報 導

《 愛拚才會贏 》

參觀仁壽山、威遠樓、保昌樓、文峰塔、文峰藥材交易城等景點。有宗親
們認為，儘管跋山涉水、不遠萬里來到甘肅隴西，但能夠親身踏在隴西這
塊土地上，並置身於真正的隴西堂，那一切的辛苦都已經非常值得了。
中午，「甘肅隴西李氏文化研究總會」在昊瀚茶樓，設筵款待台灣及
香港等地的代表團。餐敘由李維平會長主持，李常盛、李文龍、李清利、
李先仁、李梅（台灣李氏宗親總會理事長）、李哲勝（台灣李氏宗祠代表
團團長）、李木華（台灣-桃園縣李氏宗親總會理事長）、李紹演（台灣南投縣李姓宗親會理事長）、李煥霞（香港李氏宗親會董事會副主席）等
宗長，都應邀上台發表講話。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李文龍理事長特別邀請台灣的宗親們，上台合
唱「寶島歌王」葉啟田的台語歌曲《愛拚才會贏》；文龍理事長現場充當
指揮，與台灣的宗親們一起唱出此刻的歡樂融融、一起唱出現在的攜手同
心、一起唱出「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努力打拚！

李文龍理事長特別邀請台灣的宗親們，上台合唱台語名曲《愛拚才會贏》；
文龍理事長特別充當指揮，與台灣的宗親們一起歡唱、彼此激勵、互相鼓舞！

歡送晚宴
晚上6時許，在「恆發國際大酒店」二樓舉行「歡送晚宴」。晚宴中，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向每個出席大會的代表團，致贈「2014年全球李氏
懇親大會」的大會紀念錦旗。
此外，由於明年度的「全球李氏懇親大會」將在馬來西亞召開，因此
當晚由文龍理事長將「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會旗，正式授予「馬來西亞
李氏總會」，由李福成會長代表接受；李福成會長則感謝「世界李氏宗親
總會」的信任，將2015年的大會交由「馬來西亞李氏總會」來承辦，他熱
烈期盼全球宗親屆時能夠歡聚大馬，再敘宗誼！
同展開「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會旗，然後一起歡樂地合影留念──感謝他
們讓這次的懇親大會，停格在這個美好的畫面！
2015年的大會將交由「馬來西亞李氏總會」承辦；舞台上，馬來西亞的宗親們
展開「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會旗合影留念──感謝他們留下這個美好的畫面！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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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 人數統計】：「各代表團」人數
編序
代表團名稱
(1)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2) 財團法人台灣李氏宗祠
(3) 台北市李氏宗親會
(4) 台灣李氏宗親總會
(5) 台灣苗栗縣李姓宗親會
(6) 台灣桃園縣李氏宗親總會
(7) 台中市李氏宗親會
(8) 台灣南投縣李姓宗親會
(9) 新北市李氏宗親會
(10) 台灣新竹市李氏宗親會
(11) 金門旅台李氏宗親會
(12) 台灣屏東縣李氏宗親會
(13) 高雄市李氏宗親會
(14) 香港李氏宗親會
(15) 菲律賓隴西李氏宗親總會
(16) 「菲律賓總會」-那牙分會
(17) 「菲律賓總會」-中北呂宋分會
(18) 「菲律賓總會」-宿務分會
(19) 菲律賓粵僑李隴西堂
(20) 泰國李氏宗親總會
(21) 柬埔寨隴西李氏宗親總會
(22) 馬來西亞李氏總會
(23) 馬來西亞柔佛州古來李氏公會
(24) 馬來西亞太平北霹靂李氏公會
(25) 馬來西亞馬六甲李氏宗祠
(26) 馬來西亞威省李氏宗祠
(27) 馬來西亞沙巴州李氏宗親會
(28) 馬來西亞瓜拉冷岳李氏宗親會
(29) 馬來西亞烏魯冷岳李氏宗親會

人數
24
13
1
12
6
24
10
9
2
2
6
9
3
19
33
2
7
5
2
35
16
2
4
2
14
1
28
6
2

編序
代表團名稱
人數
1
(30) 馬來西亞柔佛麻屬隴西李氏公會
馬來西亞砂拉越美里李氏公會
7
(31)
7
(32) 馬來西亞砂拉越晉漢斯省李氏公會
19
(33) 新加坡李氏總會
1
(34) 新加坡瓊崖李氏公會
1
(35) 新加坡嘉應李氏公會
2
(36) 新加坡李氏(五山始祖)宗親會
13
(37) 新加坡潮州隴西李氏公會
4
(38) 印尼坤甸市李氏隴西世家
8
(39) 大韓民國延安(隴西)李氏宗中會
3
(40) 全美李氏敦宗總公所
6
(41) 加拿大安省多倫多李氏總分公所
4
(42) 中國鹿邑李氏文化研究總會
(43) 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員會 109
5
(44) 福建省上杭李氏大宗祠管理委員會
4
(45) 廈門市集美區歸國華僑聯合會
4
(46) 中國閩南五山李氏大宗祠管委會
4
(47) 中華大唐閩越江王李元祥文化研究會
(48) 河北省隆堯縣趙郡李氏宗親聯誼會 11
3
(49) 河北省邢臺市李氏文化宗親聯誼會
6
(50) 廣東南雄珠璣巷李氏大宗祠管理委員會
10
(51) 廣東潮汕李氏宗親會
7
(52) 廣東省梅州市隴西文化研究會
1
(53) 廣東省南海礌崗李氏聯誼會
7
(54) 廣東李氏宗親聯誼會
5
(55) 廣東省東莞市石排鎮壙尾村
12
(56) 中華世界李氏西平忠武王宗親聯合會
4
(57) 廣西北流市李氏文化研究會
9
(58) 陝西西安中華世界李氏宗親聯合會

人數共計（尚未包含甘肅地區人數）：576人

地區
台灣
香港
菲律賓
泰國

人數
114
19
54
35

編序
(5)
(6)
(7)
(8)

地區
柬埔寨
馬來西亞
新加坡
印尼

人數
16
74
38
4

編序
(9)
(10)
(11)
(12)

地區
南韓
美國
加拿大
中國大陸

人數共計（尚未包含甘肅地區人數）：576人

人數
8
3
6
205

期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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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序
(1)
(2)
(3)
(4)

維
公元二○一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天運甲午年八月二十八
日，世界李氏宗親總會「2014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集會
隴西，裔孫常盛、維平恭偕全球李氏各房支代表，謹以布
帛牲醴之儀，虔敬致祭於隴西堂列祖列宗之仙靈座前曰：
維我李氏，華夏一枝，柯條茂盛，遍布寰宇；
聲名顯赫，天下所屹，宗脈根柢，植於隴西；
今朝於斯，祝酒陳辭，追頌祖德，感慨零涕。
吾之根祖，軒轅黃帝，開天闢地，中華肇起；
胄衍祀綿，東方雄踞；軒轅苗裔，皋陶賡續；
輔佐帝堯，官至大理；創制刑律，設教立序；
以官命族，方稱理氏；迨至商末，理徵剛毅；
勇諫暴紂，殞身理義；其子利貞，木子活命；
始立李姓，光昌永繼；偉乎皋陶，血緣祖帝；
壯哉利貞，得姓祖綦；李姓胄裔，繁衍綿續；
柯條百萬，盛盛崛起；端自中州，發祥隴西；
春秋以降，李耳承嗣；五千讖言，高標立極；
博大精深，道德貫一；至聖問禮，猶龍稱譽；
聖耶老聃，顯姓祖奕；十世裔孫，崇辨昭璣；
李崇仕秦，郡守隴西；三十九房，九州熙熙；
隴西李氏，生生不息；偉矣崇公，隴西房祖；
李暠雄才，西涼建立；生產發展，疆域撫顗；
李淵父子，太原起兵；逐鹿中原，開創社稷；
貞觀之治，輝燦史績；詔定國姓，隴西堂立；
隴西郡望，輝映北極；李氏興旺，源之於斯；
暠公淵公，世民太宗，李氏望祖，烜赫奇麗；
吾祖道德，日月同曄，吾祖偉業，高與天齊；
發揚光大，在所不辭。
乾坤浩浩，江山麗麗，中華民族，振興崛起；
盛世昀昀，神州祺祺，李氏文化，日耀星熠；
李氏故里，縈盈紫氣，跨越發展，繁榮經濟；
兩個文明，日新月異，和諧春風，吹拂大地；
同奔小康，萬眾共舉，李氏兒女，堅韌砥礪；
戮力同心，彝鼎常祈，瞻仰儀相，萬世永祭；
伏維尚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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