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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李氏總會參加全球李氏懇親大會
並獲得「世李2016年大會」承辦權
◎新加坡李氏總會總務 李雅杰
地區：新加坡

啟程前往沙巴（11月6日）
2015年11月6日至8日，「新加坡李氏總會」李友福會長，親自率團帶
領執監委、會員、夫人等共三十多人，出席「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15屆第2

上圖：新加坡李氏總會組團出席「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年度大會，於機場合影。
下圖：2015年11月6日，「新加坡李氏總會」的宗親們，於「歡迎晚宴」時合影。

次會員代表大會暨2015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
本次行程為四天三夜；11月6日早上，眾人浩浩蕩蕩搭機啟程，飛往馬
來西亞沙巴州亞庇市國際機場，下榻於麥哲倫絲綢度假村。抵達機場後，
受到承辦單位「馬來西亞李氏總會」和「馬來西亞沙巴州李氏宗親會」的
熱情歡迎，並拉起了歡迎布條與宗親們一起拍照留念。
搭乘了兩個小時半的班機，大家饑腸轆轆，在會長的細心安排下，我
們團隊抵達機場後便前往海鮮餐館用午餐，享受一頓豐富的沙巴美食，有
老虎蝦、螃蟹、蒸魚等海鮮。大快朵頤之後，
喜滋滋地返回麥哲倫絲調渡假村，大家分別領
取大會相關資料，然後返回客房休息。

歡迎晚宴 交換紀念品（11月6日）

會廳：「我李根深世澤長，隴西趙郡各輝煌；經傳道德垂千古，身世猷龍

「歡迎晚宴」在晚間六時開始入席，設在

仰八荒；大唐宏觀祟四海，中華文化渡重洋；何當寰宇宗親會，戮力家邦

「麥哲倫絲綢度假村」底層的宴會廳，團員們

致富強。」晚宴中，「世界李氏宗親總會」（以下簡稱「世李」）理事長

都盛裝出席晚宴。一走下弧形樓梯，便見到了

李文龍宗長（亦是「新加坡李氏總會」永久名譽會長）應邀上台致詞。

站在兩旁的當地原住民少女們，個個笑容可掬

晚宴的節目，帶著濃厚的沙巴文化元素，宗親們沉浸在這一場盛宴，

兼帶羞澀的臉孔，有禮貌地邀請來賓們來一張

同時享受道地的佳餚。海內外李氏代表團都準備了紀念品，在承辦單位的

合照，並贈送當地手工飾物留念。

安排下完成了紀念品交換，宗親們度過了一個溫馨且凝聚宗情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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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雅杰宗長

晚會開始時，安排播放「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會歌，動人的歌聲響徹了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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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內，來自海內外的宗親們到處走動寒暄，交換名片，相互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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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祖大典 年度大會（11月7日）
2015年11月7日（星期六）上午八時，我們在大廳等候旅行巴士前往
「客家禮堂」參加一整天的活動；包括大合照、祭祖大典、開幕典禮、全
球李氏懇親大會、「世李」會員代表大會、閉幕典禮、世界李氏之夜。
抵達會場時，早到的宗親們已排成了半弧形，準備來張大合照。當
日艷陽高照，宗親們汗流浹背，但都耐心等待；現場的男士們大多穿着西
裝領帶，而女士們也亮麗登場；大家都披上了大會特別準備的金黃色「哈
達」，在陽光下，熠熠生光，好看極了。
祭祖大典的會場設在「客家禮堂」的底層，拍完大合照後，由工作人
員舉牌子，帶領宗親們到祭拜處。宗親們整齊有序列隊觀看祭祖活動的進
行，由來自海內外的李氏宗團代表持香祭拜，場面莊嚴；祭祖活動按照祭
拜程序，順利圓滿完成。
隨後，工作人員引領眾宗親到客家禮堂的宴會廳，宗親們入座後，
「全球李氏懇親大會」宣布開始，宗親代表們發言踴躍，在短時間內完成
了議程，之後大家共進午餐。
世李「會員代表大會」於下午二時召開，大會根據議程順利舉行，首

2015年11月7日上午，「承辦單位」為與會人士安排「大合照」留念。
前排左起：李逢梧(左1)伉儷、李福成(左4)伉儷、李文龍(左5)伉儷、李滄洲伉儷

先由李文龍理事長（大會主席）致詞。議程中的各項報告及議案，都獲得

大家期盼的「世界李氏之夜」，承辦單位精心策劃一系列多姿又多采

會員代表們一致通過，也讓世李「會員代表大會」取得圓滿成功。文龍理

的節目。首先由當地的民族舞啟開序幕，聽那嘹亮激情的舞曲，看那一群

事長在會上表示，「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欲成立世界李氏基金會，但細節

青春活力的舞者，身着具民族特色的服裝，隨著歡快的樂曲，有節奏地舞

有待擬定；並在會上告訴宗親們，明年2016年的「全球李氏懇親大會」已

著跳著，全場宗親們全神貫注地欣賞；舞畢，大家都報以如雷的掌聲。當

決定由「新加坡李氏總會」承辦，熱烈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李氏宗親組團

然，承辦單位還安排了不同風格特色的各類節目，晚宴上大家品嚐佳餚美

到新加坡，參與此一年一度的盛會。

食，觀賞精采節目，宗親們侃侃而談，此情此景此生難忘。

世界李氏之夜（11月7日）

市區半日遊 歡送晚宴（11月8日）
11月8日，我們代表團的亞庇市區半日遊，安排在午餐後，因此早上時

時間，我們先回度假村休息，下午六時再乘車前往客家禮堂。「新加坡李

間就比較自由，不必像前兩天要起得早；友福會長與我們約好九時左右吃

氏總會」的男士們皆西裝配領帶，帥氣十足；女士們也都盛裝赴宴，優雅

早餐，交流意見，談談過去兩天所見所聞所思。中午時分，再相約到餐廳

大方。

享受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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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代表大會」結束之後，距離晚間的「世界李氏之夜」還有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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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的半日遊，老天不作美，一會兒微風細雨，一會兒又狂風暴雨；
我們下午的行程變成了購物遊，先去枕頭店，再去土特產店；景點如普陀
寺、水上清真寺、沙灘等，都沒法去；但大家都處之泰然，能夠買到不少
手信帶回家送親戚朋友，也算是不錯的安排。此時雨還是繼續地下著，沒
法子，最後只好回酒店休息了。
「歡送晚宴」設在「麥哲倫絲綢度假村」的宴會廳，就在我們所住的
酒店。晚宴約在七時開始，以國宴的方式接待，服務人員陸續捧出一個直
徑達半米的圓形蒸鍋，內有六道別具特色的馬來佳餚，打開時香噴噴的，
眾人胃口大開，共用美食。席間觥籌交錯，宗誼之情，表露無遺；舞台上
有人高歌，有人低訴，蘿蔔青菜，各有所愛；氣
氛熱烈，掌聲不絕，呼聲不減。
晚宴中，主持人邀請「世界李氏宗親
總會」李文龍理事長上台致詞，理事長
再度宣布「2016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
將由新加坡李氏總會承辦；來自新加坡
的李氏宗親們，激情地揮動著新加坡的
小國旗，站起來歡呼！

上圖：2015年11月7日上午，在「大合照」之後緊接著舉行「祭祖大典」，眾人
虔誠祝禱；前排右起--「馬來西亞沙巴州李氏宗親會」總會長李賜堅、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理事長李文龍、「馬來西亞李氏總會」總會長李福
成、「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永久名譽理事長李常盛。
下圖：承辦單位為「祭祖大典」所準備的豐盛供品。

接著，與會的新加坡李氏執監委們，
到台上參加簡單又隆重的「世李會旗」授旗
儀式，眾人興奮之情溢於言表。「新加坡李氏
總會」李友福會長（上圖）也應邀上台發言，他對於「新加坡李氏總會」
獲得「2016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的承辦權，向「世界李氏宗親總會」致
謝；他也激情地向與會的海內外宗親，三次高聲邀請：歡迎到新加坡來！
在晚宴接近結束時，所有新加坡的執監委再一次上台，拿著新加坡國旗與
世李會旗合照留念。

幕；希望藉著懇親大會，凝聚起各方宗親的力量，群策群力，攜手共創新
篇章。期盼來自五湖四海的李氏宗親們，明年2016年「宗親相約在獅城，
舉杯歡聚訴宗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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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別具意義的「2015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成功圓滿地落下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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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宗長合影(左起)：李崇進、李香澤、李志遠、李五福、李滋長、李國金、李植丰

「新加坡李氏總會」獲得2016年大會的承辦權，執監委們拿著世李會旗與國旗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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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7日晚間，「世界李氏之夜」充滿活力的舞蹈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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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7日中午，與會人士在「客家禮堂」享用午餐時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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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李氏宗祠
2015年秋祭暨懇親餐會聯誼
◎財團法人台灣李氏宗祠董事 李俊英
地區：台灣
2015年「財團法人台灣李氏宗祠」秋祭，循例在農曆10月26日(國曆12
月7日)宗祠大廈落成紀念日舉行。祭典分三個階段進行──上午9:00於六
樓玄元殿，祭拜聖祖暨列位仙祖；上午10:30於五樓祠堂，祭拜歷代高曾祖
考妣進主祖先；下午14:30於四樓大廳舉行「三獻禮」祭拜聖祖列祖列宗。
下午的三獻禮採用傳統古禮儀式，由副董事長李明俊宗長主祭，副董
事長李憲信、李明光宗長陪祭，監事長李豪作宗長監禮，執禮生卅餘位則
由董監事擔任。祭典過程井然有序，禮生執禮嫻熟，氣氛莊嚴肅穆；蒞臨

「台灣李氏宗祠」秋祭，李中元董事長(前排左3)等董監事們虔心祭祖懷恩。

觀禮參拜的貴賓有「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執行副理事長李先仁、副理事長
李德武、祕書長李敏、「財團法人台北市義和堂」李文通董事長、「台灣
李氏宗親總會」李傳進理事長及各縣市宗親會理事長等上百位宗親。
三獻禮結束，當場分批頒發大學生「獎
學金」（每人新台幣5000元），共計80人。
此外還發奉「敬老金」，今年有：百歲宗長
（新台幣12000元）4人，九十歲以上宗長
（新台幣6000元）43人，八十歲以上宗長
（新台幣3600元）161人，合計208人。
晚間在宗祠附近的「王朝大酒店」舉辦
中的宗祠董事長李中元(上圖)宗長，也蒞祠參拜，並出席晚宴親自向賓客
致意；「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李先仁執行副理事長、「財團法人台北市義
和堂」李文通董事長，都分別應邀上台致詞。當日的晚宴，在歌唱聯誼及
音樂演奏聲中，歡樂落幕。

2015年12月7日晚間，「台灣李氏宗祠」在王朝大酒店舉辦懇親餐會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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懇親餐宴，宴會席開約91桌。正在療養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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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霹靂州李氏宗祠50週年慶
「世李」李文龍理事長應邀出席致賀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祕書處
「馬來西亞霹靂州李氏宗祠」於2015年12月19日晚間，舉辦「慶祝成
立50週年金禧紀念暨青年團39週年、婦女組12週年紀念」聯歡宴會，當日
有馬來西亞各地及新加坡的李氏宗團，派代表前來共襄盛舉；「世界李氏
宗親總會」李文龍理事長，亦應邀出席致詞，本會並致贈紀念牌向該宗祠
祝賀。
此外，「霹靂州李氏宗祠」早先於2015年12月13日，舉辦「施贈老
人」的善行活動，由宗祠主席李達宗長，代表該宗祠布施發放，約有數百
位人士受惠。

「霹靂州李氏宗祠」於2015年12月13日，舉辦「施贈老人」的善行活動。

「馬來西亞霹靂州李氏宗祠」的宗親們，合影於宗祠會所前。

「馬來西亞霹靂州李氏宗祠」李達主席(前排左3)等宗親們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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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霹靂州李氏宗祠50週年慶」，廣邀各地宗親共同點燈祈福。

「霹靂州李氏宗祠50週年慶」餐宴，主桌上的嘉賓們。

「世李」李文龍理事長(右4)、「霹靂州李氏宗祠」李達主席(右3)等宗長們鳴鑼慶賀

「霹靂州李氏宗祠」李達主席(右5)向「世李」李文龍理事長(右6)致贈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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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霹靂州李氏宗祠50週年慶（2015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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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霹靂州李氏宗祠50週年慶（2015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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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會務活動紀要（2015年7月至12月）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祕書處
********************** (01)

2015.07.04：

「財團法人台灣李氏宗祠」李清亭名譽董事長

李清亭宗長告別式 （本會顧問）於6月11日千古，享壽84歲；7月4
李金龍副理事長 日上午11時在台北市第二殯儀館舉行公祭；李
金龍副理事長代表本會致祭，本會並致送高架
代表本會致祭
花籃一對，以表哀悼。
********************** (02)

2015.07.04：

台中市直轄市李氏宗親會「第4屆第3次會員大

台中市直轄市
會」，上午10時在台中潮港城餐廳召開，由該
李氏宗親會
會李榮鴻理事長擔任主席；本會致送禮金及高
第4屆第3次會員大會 架花籃一對，祝賀大會圓滿成功。
********************** (03)

對11月即將在馬來西亞沙巴州召開的「世界李
氏宗親總會第15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暨2015年

召開籌備會議討論
全球李氏懇親大會」舉行籌備會議。當日討論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了大會重要工作的分工、會場布置和用品的設
2015年度大會
計草稿、以及辦理「世李總會年度大會」的注
相關事宜
意事項等。

********************** (05)

2015.08.10：

「新加坡潮州隴西李氏公會」李為萬永遠名譽
會長（本會副理事長）來台，下午順道前來總
會拜訪並繳交「副理事長職務捐」，由李敏祕

新加坡潮州隴西李氏公會書長接待歡迎；當日晚間，「台北市李氏宗親
李為萬宗長來台 會」李謀富理事長（本會常務理事）伉儷在錦
台北市李氏宗親會 華樓設筵招待，本會李先仁執行副理事長、李
李謀富理事長
德武副理事長、李聖隆常務理事兼法律顧問、
設筵招待
李敏祕書長、「金門旅台李氏宗親會」李增得
前理事長（本會常務理事）、李慶祥顧問等人
出席餐會，交流宗誼。

2015.07.11：

「財團法人台灣李氏宗祠」李永隆名譽董事長

李永隆宗長告別式 於6月22日千古，享壽91歲；7月11日上午8時30
李金龍副理事長 分在台北市立第一殯儀館舉行公祭。李金龍副
理事長代表本會致祭，本會並致送高架花籃一
代表本會致祭
對，以示悼念。

「馬來西亞沙巴州李氏宗親會」李永生名譽會
長、李賜堅總會長伉儷、李威炎宗長（馬來西
馬來西亞
沙巴州李氏宗親會 亞沙巴州李氏宗親會亞庇分會副主席）、李侔
李永生等宗長來台 溧總祕書及李美萍理事，上午10時在本會會
所，與李先仁執行副理事長及李敏祕書長，針

2015年8月10日，「新加坡潮州隴西李氏公會」李為萬宗長（右）拜訪本會，
李敏祕書長代表「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接待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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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2015.08.21：

********************** (07)

2015.08.30：

本會「第15屆第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上午10

台灣李氏宗親總會「第11屆第4次理監事、顧問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時在基隆市的「基隆港海產樓」舉行。會中主
第15屆第4次理監事 要審議2015年1~7月的各項財務報表、2016年度
歲入歲出預算表草案、2016年度工作計畫草案
聯席會議

及各縣市理事長、總幹事聯席會議」，上午在

和《組織章程》的修改內容。

台中潮港城國際美食餐廳召開；會中研議組團

台灣李氏宗親總會 出席「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15屆第2次會員代表
第11屆第4次
大會暨2015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相關事宜，
理監事聯席會議 並決議補助該會理監事每人美金120元，以鼓
勵參加大會；李敏祕書長代表本會出席，並向
「台灣李氏宗親總會」表達感謝。
********************** (08)

2015.09.10：

中華民國工商建設研究會「中區聯誼會第25、

中華民國工商建設
研究會中區聯誼會
第25、26屆會員大會
暨會長交接典禮

26屆會員大會暨會長交接典禮」，下午在台中
全國大飯店召開；本會李超群理事，榮膺該會
新屆（26屆）會長，本會特致送高架花籃一
對，敬祝典禮圓滿順利，會務昌隆。

********************** (09)

上圖&下圖：2015年8月21日，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15屆第4次理監事聯席會
議」在基隆港海產樓舉行，由李文龍理事長擔任主席。上圖前排左起：本會副理
事長李蘭鳳、執行副理事長李國憲、理事長李文龍、名譽副理事長李文通(財團
法人台北市義和堂董事長)、副理事長李松青(財團法人台北市義和堂前董事長)

2015.09.13：

「新加坡李氏總會」聯合「新加坡潮州隴西李

新加坡李氏總會
聯合當地宗團
歡慶中秋

氏公會、新加坡瓊崖李氏公會、新加坡嘉應李
氏公會、新加坡李氏（五山始祖）宗親會」等
各李氏宗團，在新加坡宗鄉聯合總會禮堂，舉
辦「第九屆李氏宗團慶中秋晚會」；本會李文
龍理事長應邀擔任主賓同樂，共慶佳節。

********************** (10)

2015.09.17：

本會李寶錱理事高堂，慟於8月22日仙逝；公奠

2015.09.18~19：

李文龍理事長伉儷，偕同本會執行副理事長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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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寶錱理事高堂仙逝 禮於9月17日上午，在桃園龍潭國軍總醫院「懷
李敏祕書長代表本會 遠廳」舉行。本會李敏祕書長代表前往致祭，
前往致祭
並致送高架花籃一對，敬表哀悼之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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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憲、祕書長李敏、副祕書長李亞諺，與台中
市、南投縣、雲林縣、嘉義市、新北市、桃園
市、苗栗縣等台灣各地宗親，前往中國福建省

李文龍理事長拜訪 「上杭李氏大宗祠」敦宗交流。9月18日晚間由
福建上杭李氏大宗祠 「李火德裔孫聯誼總會」及「上杭李氏大宗祠
本會致贈匾額誌念 管理委員會」設筵為眾人接風洗塵；9月19日上
午，一行人前往「李氏大宗祠」祭祖及參觀，
本會並致贈禮金及匾額一方，雙方暢敘宗誼，
賓主盡歡。
********************** (12)

2015.09.20：

李文龍理事長偕同「台中市李氏宗親會」李中
理事長、李明憲前理事長及「南投縣李姓宗親
會」李武雄理事長、「雲林縣李氏宗親會」李

莆田市李氏委員會
事長、本會執行副理事長李國憲、祕書長李
第2屆就職典禮
李範朝宗長榮任會長 敏、副祕書長李亞諺等組成慶賀團，前往福建
昆進理事長、「嘉義市李姓宗親會」李淑女理

省莆田市出席「莆田市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
員會第2屆就職典禮」及「聖祖老子2586週年
暨李富930週年祭典」；李範朝宗長榮任該會會
長，本會並致贈禮金以表賀忱。
********************** (13)

2015.09.21~22：

「永安皇歷江王祠文化研究會成立大會暨第1屆

會圓滿成功。
********************** (14)

2015.10.09：

李文龍理事長偕同副祕書長李亞諺拜訪「馬來
西亞檳城李氏宗祠」主席李永龍、前主席李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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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執行顧問李雅和宗長、「馬來西亞吉中李

氏宗祠」等宗親；當日由「檳城李氏宗祠」設
筵款待，李文龍理事長並邀請在座的宗長宗親
們，踴躍組團參加世界李氏宗親總會2015年11
月在馬來西亞沙巴州召開的「年度大會」。

********************** (15)

2015.10.10：

馬來西亞太平北霹靂李氏公會「成立第50週年

馬來西亞太平北霹靂 金禧紀念聯歡宴會」，晚間於馬來西亞太平華
李氏公會50週年慶 聯中學冷氣禮堂隆重舉行。本會李文龍理事長
應邀致詞，並代表本會致贈紀念牌以表賀忱。
********************** (16)

2015.10.18：

桃園李俊賢宗長的叔公，於今年9月23日仙遊；

李俊賢宗長叔公仙遊 公祭奠禮於10月18日下午在桃園喪宅舉行；本
本會特致輓聯敬悼 會特致輓聯一幅，敬表哀悼之意。
********************** (17)

2015.10.25：

新北市李氏宗親會泰山區分會「第6屆第1次會

新北市李氏宗親會 員大會」，上午在新北市泰山區欣榕園宴會館
泰山區分會
舉行；本會李敏祕書長代表出席，並致贈禮金
第6屆第1次會員大會 以表賀忱。
********************** (18)

2015.10.25：

南投縣李姓宗親會「乙未年秋季祭祖典禮(三獻

南投縣李姓宗親會 禮)暨懇親大會」，下午在南投草屯太清宮舉
乙未年秋季祭祖典禮 行；本會李敏祕書長代表出席，並致贈禮金、
暨懇親大會
花籃以表賀忱。
********************** (19)

2015.10.28：

本會前理事李鳳亭宗長，慟於10月17日千古，

李鳳亭宗長告別式
享壽九十有一歲；公祭於10月28日下午，在台
李敏祕書長代表本會
北三軍總醫院「懷德廳」舉行。李敏祕書長代
前往致祭
表本會致祭，並致送高架花籃敬表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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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龍理事長
至馬來西亞檳城
敦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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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皇歷江王祠文化 會員代表大會」及「大唐江王入閩太始祖李元
研究會成立大會 祥1390週年聖誕千秋祀祖大典」，在福建省永
安市盛大召開，本會特致賀函及花籃，祝願大
本會致函申賀

氏宗親會」李惠輝會長、及「馬來西亞威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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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015.10.30：

「財團法人台灣李氏宗祠」前監事長李朝賢宗

李朝賢宗長告別式 長，於9月22日千古，享壽90歲；10月30日中午
李金龍副理事長 在台北市立第一殯儀館舉行公祭；李金龍副理
代表本會致祭
事長代表本會致祭，並致送高架花籃敬悼。
********************** (21)

2015.11.01：

本會李俊房理事的公子，午間在台北錦華大飯

李俊房理事的公子婚禮 店舉行結婚典禮；李敏祕書長代表本會出席，
李敏祕書長出席祝賀 並致送花籃及禮金以表賀忱。
********************** (22)

2015.11.06~08：

本會主辦，馬來西亞李氏總會、馬來西亞沙巴
州李氏宗親會承辦的「第15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會暨2015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於2015年11
第15屆第2次會員代表 月6至8日，在馬來西亞沙巴州的亞庇市召開。
大會暨2015年全球 來自台灣、香港、澳門，菲律賓、泰國、馬來
西亞、新加坡、印尼、美國、及中國大陸等國
李氏懇親大會
在馬來西亞沙巴州 家地區的宗親，超過1100人前來共襄盛會。會
亞庇市盛大召開 中同時決定「第15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暨2016
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由新加坡李氏總會承
辦。
********************** (23)

2015.11.13：

本會執行副理事長李先仁、副理事長李德武、
副理事長李金土、「新北市土城李氏宗親會」
李榮鏗、李友宗(本會顧問)、李茂桂宗長及本

英崙李氏公所」樂捐500美金的會刊經費，並同
時以個人名義樂捐會務經費，本會則致贈領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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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會刊。

2015.11.21：

「金門旅台李氏宗親會」上午在新北市三重的

金門旅台李氏宗親會
秋季祭祖慶典暨
中國民國金門雙鯉
公共事務會10週年慶

會館舉行「秋季祭祖慶典」，晚間並在新北市
彭園會館舉行「慶祝李氏開閩始祖唐廉訪五洲
節度使隴西開國公五山祖誕辰」及「中國民國
金門雙鯉公共事務會創會10週年慶」的慶典餐
會。本會李敏祕書長代表出席，並致贈禮金以
表賀忱。

********************** (25)

2015.12.02：

「江蘇徐州李氏宗親會」李臣華宗長等7人來台

江蘇徐州李氏宗親 參訪；傍晚時分，本會李敏祕書長偕同李俊賢
來台參訪
宗長前往桃園國際機場接機，並在桃園市竹園
本會設筵接待
餐廳設筵接待，本會並致贈每位宗長領帶及會
刊作為紀念。

期

期

14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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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英崙李氏公所
李源沛、李炳輝、 會李敏祕書長等7人，晚間於台北傳鮮樓，設筵
款待來自美國「紐英崙李氏公所」的李源沛、
李奇舜來台
李炳輝主席及李奇舜祕書。三位宗長代表「紐
本會設筵款待

2015年11月13日，美國「紐英崙李氏公所」三位宗長來訪，本會在台北設筵款待。
前排左起：本會執行副理事長李先仁、副理事長李德武、副理事長李金土
後排左起：李茂桂、李榮鏗、李友宗、李敏、美國李源沛、李炳輝、李奇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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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2015.12.13：

桃園市中壢區李氏宗親會「成立37週年慶及立

桃園市中壢區
案第3屆第2次會員大會」，上午在桃園龍和大
李氏宗親會37週年慶 飯店舉行；本會李敏祕書長代表出席，並致贈
及第3屆第2次會員大會 花籃及禮金祝賀。
********************** (30)

2015.12.13：

新北市土城李氏宗親會「第12屆第2次會員大

新北市土城李氏宗親會 會」，上午在土城古都活海鮮餐廳召開；本會
第12屆第2次會員大會 李友宗顧問偕同李敏祕書長前往參加，並致贈
花籃及禮金，敬表賀忱。
********************** (31)

2015年11月21日「金門旅台李氏宗親會」舉行秋祭慶典，晚間在彭園會館舉行聯歡餐宴。
********************** (26)

2015.12.05：

本會李乾龍名譽副理事長兼常務理事，出任競
選「2016年第9屆立法委員」，上午於新北市三

2015.12.15：

「新加坡潮州隴西李氏公會」李九弟宗長伉

新加坡潮州隴西李氏公會儷，上午藉來台旅遊之便，專程到「世界李氏
李九弟宗長伉儷來訪 宗親總會」拜訪；本會李敏祕書長代表接待，
雙方暢敘宗誼。

李乾龍宗長競選總部
重體育場旁空地盛大舉行「李乾龍競選總部成
成立大會
本會致送盆景祝賀 立大會」；本會李敏祕書長代表出席，並致送
蝴蝶蘭盆景祝賀。

********************** (27)

2015.12.06：

台南市李氏宗親會「第6屆第2次會員懇親大

台南市李氏宗親會 會」，上午在台南安平港碧海碼頭召開；本會
第6屆第2次
法律顧問李聖隆宗長偕同李敏祕書長出席，並
會員懇親大會
致送禮金以表賀忱。
財團法人台灣李氏宗祠下午在會所舉行「104年

台灣李氏宗祠
104年度秋季祭祖
暨懇親餐敘

度秋季祭祖」，並於晚間在台北王朝大酒店二
樓舉辦懇親餐宴。本會李先仁執行副理事長、
李德武副理事長及李敏秘書長代表出席，並致
送高架花籃以表賀忱。

2015年12月15日，「新加坡潮州隴西李氏公會」李九弟(中)宗長伉儷
來「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拜訪，李敏(左)祕書長代表本會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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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19：

馬來西亞霹靂州李氏宗祠「慶祝成立50週年金
禧紀念暨青年團39週年、婦女組12週年紀念」

馬來西亞霹靂州 聯歡宴會，當日有馬來西亞各地及新加坡的李
李氏宗祠50週年慶 氏宗團，派代表前來共襄盛舉；本會李文龍理
事長應邀出席致詞，本會並致贈紀念牌向該宗
祠祝賀。
********************** (33)

2015.12.19：

晚間6時30分，本會李詩宗顧問的公子，在新北

李詩宗宗長的公子婚禮 市海釣族真味園舉行結婚典禮；李敏祕書長代
李敏祕書長出席祝賀 表出席，並致贈花籃以表賀忱。
********************** (34)

2015.12.20：

內門李氏宗親會上午10時，在高雄內門學仔李

內門李氏宗親會 隴西堂舉行「冬至祭祖大典」；11時則在高雄
冬至祭祖大典暨 內豐里李氏宗祠預定地，召開「104年度第2屆
第2屆第1次會員大會 第1次會員大會」。李敏祕書長代表本會出席並
致送禮金，敬表賀忱。
********************** (35)

2015.12.26：

台灣李氏宗親總會「第11屆第5次理監事、顧問

台灣李氏宗親總會 及各縣市理事長、總幹事聯席會議」上午9時30
第11屆第5次
分，在台中福野日式活海鮮舉行；李敏祕書長
理監事聯席會議 代表本會列席，會中並作簡單的會務報告。
********************** (36)

2015.12.27：

本會李富盛理事（南投縣李姓宗親會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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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富盛理事女兒于歸 女兒于歸之喜，中午在台中僑園飯店二樓麗晶
李敏祕書長出席祝賀 廳舉行訂婚典禮；李敏祕書長代表本會出席，
並致送禮金以表賀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