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 別 報 導

--【大會嘉賓致詞】

大會主席˙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理事長
李文龍

【大會嘉賓致詞】--

特 別 報 導

一個公會，是否能夠成功壯大，人力固然重要，除了要有好的領導以
及互相合作的團隊之外，財務的狀況也同樣非常重要。「世李」的財源，
大多數來自宗親們的「職務捐」和樂捐；我想藉此機會，呼籲宗親們能夠
慷慨解囊，把我們「世李」的財務狀況做得更好。有了好的財力，做事就

首先，我要誠摯地感謝世界各地的宗親

更加容易；譬如，我們可以成立「世李青年團」，集合世界李氏的傑出青

們，不辭辛勞來到沙巴州的亞庇市，參加世

年，由「世李」支助，定期開會，從中提拔接班人，為「世李」注入新

界李氏宗親總會「第15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
會暨2015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我謹代

本會成立至今已經超過40年，在《組織章程》的內容方面，應該與時

表「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向大家表達

俱進，將一些不合時宜的條文，進行修改；所以，在2014年10月31日召開

誠摯的歡迎與由衷的感謝，謝謝！

的「第15屆第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中，我們提出成立了「組織章程修改小

宗親們能這麼踴躍出席此次的盛會，

組」。然而，要修改《組織章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並非一朝一

印證了宗親們對「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支

夕可以完成；此外，由於每個國家的國情與法律系統不同，因此，我們目

持和認同；你們對「世李總會」這份熱情、這

前僅在《組織章程》的條文上，作原則性的更動，並列入這次大會的「討

份情誼，我們永遠銘記於心，讓我們的宗誼繼續發

為了使「世李」的活動更加有意義，不能每年只辦一次「全球李氏懇

通的橋梁；今天我們齊聚一堂，互相交流，尤其藉此難得的機會，能和一

親大會」；為了將來的發展，和面對新的挑戰，「世李」的活動應該多元

段時間沒見面的宗長們，敘舊聊天，增進宗誼，是可喜可賀的事。

化，要更加能夠為宗親謀福祉；因此，我提出了成立「世界李氏基金會」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從四十多年前，在台灣成立以來，在許多前

的構想，以幫助需要幫助的宗親，頒發獎學金給宗親子弟們，並主辦高層

輩宗長辛勤的耕耘和無私的奉獻之下，日益成長茁壯；他們的貢獻，也得

次的講座，藉此提高「世李」的知名度和活動的平台。基金會的成立，是

到世界各地宗親的肯定和尊崇。我們彼此血脈相連，讓我們心連心、手牽

非常艱鉅的任務，在我任內和客觀環境的影響下，要完成此重任，並不容

手，一起同心協力，向更好、更燦爛的明天邁進。讓我們大家作為李氏宗

易；但是，萬里長征始於一步，希望將來我們的接班人，能夠憑著他們的

親的成員，深深感受到我們李氏的偉大，以及感受我們李氏貼心的親情。

智力和財力，承先啟後，成立「世界李氏基金會」，造福我們的族群，讓
我們的「世李」永遠昌盛偉大，完成我們的李氏之夢。

的人才，不勝枚舉。他們的貢獻和影響，在大中華的土地上，醞釀了宏奧

根據中國最新的統計，在百家姓當中，我們李姓的人數排名第一，這

的李氏文化，在華夏文明中，其影響力深遠，作為李氏的族群，我們要永

是值得驕傲自豪的地方；我們是一個多產的族群，我們李姓已經創下一個

遠記得「弘揚李氏文化，傳承華夏文明。」讓我們一起努力，共勉之。

傲人的紀錄，我們要以此為榮；所以，我在此呼籲宗親子弟們，繼續保持

現今，中國各地如雨後春筍，紛紛成立很多李氏的相關組織；他們人
才濟濟，舉辦了很多活動和慶典，並集合群體力量，造福族群；我們應該
以一種開朗的心態去面對大陸的宗親會，不要把他們看成競爭的對象，而

最後，再次感謝各位出席今天的會議，也祝福大家身體健康，家庭幸
福美滿，萬事如意，心想事成；希望明年在新加坡與各位再會，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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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看成合作的夥伴，互相配合，互惠互利，爭取雙贏。

此難得的紀錄，多多努力，多生孩子，越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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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提案」，請大家一起來審查研議。

光發熱，永遠地傳承下去。「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是大家交流的平台，溝

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我們李氏人才輩出，在各個領域都有我們傑出

14

血，以俾未來能夠順利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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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嘉賓致詞】

馬來西亞沙巴州李氏宗親會 名譽會長
李永生
我謹代表「馬來西亞沙巴州李氏宗親會」
歡迎及感謝來自全球的宗親們，蒞臨有「風
下之鄉」之稱的沙巴州共襄盛會，為沙巴
州李氏及沙巴州子民，增添了不少光彩，
同時這也是開市以來，最多李姓族人雲集
在一起的聚會；本人謹代表沙巴州李氏
宗親會全體同仁，敬致萬分謝意。
記得去年(2014年)，沙巴州李氏宗
親會一些年輕有為的宗親們，提議要承
辦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2015年全球李氏
懇親大會」，同時也獲得「沙巴州李氏宗親
會」當時的候任總會長，也就是現在的總會長
賜堅宗長的同意，並透過「馬來西亞李氏總會」
李福成總會長，向時任「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理事長李常盛宗長爭取，後
來獲得「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理監事會的同意，順利獲得了2015年的承辦
權。感謝全球的宗親們，給予「沙巴州李氏宗親」的支持、信任及肯定，
讓沙巴的宗親們，能夠有這麼一個規模宏大與意義深遠的學習機會。
由於獲得眾宗親們的信任，沙巴州李氏宗親們也不敢掉以輕心，都戰
戰兢兢儘量做好每一件事情；不過由於我們缺乏經驗，從來未曾辦過如此
盛大的活動，而且來自不同國家的宗親，在不同的語言、環境以及不同的
生活方式下，一定會出現差異，希望宗親們能夠體諒，並給予我們指教。
對於李氏的過去、現況與未來，我個人認為有以下幾點應該關心的事項：

馬來西亞「沙巴旅遊文化及環境部」部長
拿督馬希迪.曼俊（Panglima Masidi Manjun）
我謹代表沙巴州政府，歡迎各位光臨「風
下之鄉」──沙巴州。今年（2015年）承辦
這次的大會，是我們沙巴州人民的榮幸，
非常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兄弟姊妹。為
什麼我會用兄弟姊妹來稱呼大家，這是
因為在沙巴州，我們各個民族都和諧地
相處在一起，猶如兄弟姊妹；我們從不過
問我們的朋友是來自哪個種族或宗教，我
們都是和諧共處。
今晚在這裡多數都是華人，我的太太是半個華
人，所以在我們家也有慶祝華人農曆新年。雖然我是一個穆斯林，可是在
我的親戚朋友之中，有很多都是華人；但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都是
一家人；我們除了要和諧共處之外，我們也要時常溝通。沙巴州雖然只是
一個很小的州屬，可是在我看來，這裡是全馬來西亞最受歡迎的地方；所
以，我希望無論你們是來自哪個國家，在這裡都可以有一個愉快的旅程。
我們沙巴州很幸運，因為這裡有很多美麗的天然風景，有美麗的海
洋、美麗的神山、美麗的森林、以及美麗的沙巴人。沙巴州州政府時常確
保森林是受到保護，因為我們要確保沙巴州這裡擁有全國最清新的空氣；
那就是為什麼我一直衷心地希望大家，以後可以常來沙巴一遊。
大約三年之內，「沙巴國際會展中心」將會建成，屆時會場將可以容
納五千人；所以我希望以後「全球李氏懇親大會」再度蒞臨沙巴，州政府
也將會給予全力的支持與協助；希望在三年後或是以後，當李氏懇親大會
再度蒞臨沙巴時，將辦得更成功。
雖然我本身不是華人，可是我能有這個機會與你們一起共享「歡迎
晚宴」，我覺得很榮幸。希望這三天的大會成功舉行；再次謝謝你們的邀
請，希望你們有個愉快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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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各位貴賓、宗親們，身心健康，平安如意，旅途愉快，開開心心
來到美麗的沙巴，平平安安回到可愛的家鄉，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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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過去已經成為歷史，但如果我們不再探尋李氏的根源，或是沒
有好好保存相關文獻資料，那麼我們可能因此慢慢地失去根源甚而遺忘，
難以再尋找回來。所以我們要保留李氏的根源文化，其中可以多編一些族
譜及保存其它相關檔案資料，才能把我們李氏的根留著。
（二）今天的李氏有很多不同的問題，例如有些宗親為了一些利益，
甚至把自己的姓氏都刪除掉；古人說過：寧可賣祖宗田，不可改祖宗姓。
宗親們雖然住在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生活環境及習俗，可以說大部分
都過著舒適的生活，但也有少數的李氏族人仍在惡劣環境下生活；所以，
我們應樂於幫助陷入困境的宗親度過難關。
（三）對於如何發展李氏的未來，例如，雖然今天的科技非常發達，
可是我們李氏宗親會應該與時並進，不要被時代拋在後頭。

【大會嘉賓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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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嘉賓致詞】

馬來西亞李氏總會 總會長
李福成
我謹代表「馬來西亞李氏總會」以及馬來
西亞所有的李氏宗親，向來自全球的宗親、
朋友們，表示感謝與歡迎之意──感謝你
們的支持，以及歡迎大家來到馬來西亞的
沙巴州共襄盛會！
由「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所主辦的
「全球李氏懇親大會」，是李氏宗族一年
一度的盛事，我們馬來西亞也都積極組團參
加。自從這個大會，於1999年首次在台灣以外
的地區舉辦以來，今年（2015年）的這次大會，是
馬來西亞第二次承辦；上一次是在2005年，由「馬來西亞檳城李氏宗祠」
承辦，地點在檳城，至今已經相隔10年了。
去年（2014年）在甘肅隴西召開大會的時候，本人非常感謝「世界
李氏宗親總會」的信任，將2015年的大會，授權給我們「馬來西亞李氏總
會」來承辦；同時，我也要特別感謝「馬來西亞沙巴州李氏宗親會」的全
體族親，因為他們接下了這個艱鉅的任務，規劃並執行大會的相關事宜，
使大會順利召開；我在此要向所有的工作人員，致上崇高的敬意，並且要
感恩地向你們說一聲：「你們辛苦了！」
「馬來西亞李氏總會」是在1967年成立，身為現任的總會長，我非常
感謝所有馬來西亞宗親們的支持與愛護；此外，歷任總會長為「馬來西亞
李氏總會」建立了厚實的基礎，才使得我們能有今日的蓬勃發展；除了心

敬祝各位宗長、宗親、各位嘉賓及朋友們，萬事如意，鴻圖大展，
謝謝！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永久名譽理事長
李逢梧
非常高興來到美麗的沙巴州亞庇巿，參加
今天「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大會；馬來
西亞沙巴州宗親熱情的接待，和細緻的安
排，讓我們感受宗族大家庭的親切和溫
馨。我要向馬來西亞沙巴州各位宗長族
親及親愛的朋友們，致以崇高的敬意，
並表達衷心的感謝！
儘管我們散居在海內外各地，但出於
尋根祭祖、敦宗睦族、互通信息、加強聯誼
的情懷和意願，「世界李氏宗親總會」主持的全
球李氏懇親大會，成了一個聯絡感情、交流合作的平台。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是聯絡團結各地宗親的重要組織，成立四十多
年來，歷屆宗賢全心全意服務宗族，弘揚祖德，敦宗睦族，開展會務，推
動族運，奠定良好的基礎；十多年前，更在台北購置了會所。逢梧有幸擔
任第11屆理事長，致力於使會務活動世界化，特別鼓勵海外宗親會承辦大
會，得到各地宗長族親的重視和支持，深感欣慰。
祖宗福德恩庇，本族的族運興旺發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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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各方面的重視；二年前（2013
年7月），「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就是第一個受「中共中央國務院僑辦」
邀請的姓氏組織的團體。現在，文龍理事長持續重視與各地宗親的聯絡，
積極推動會務，凝聚大家的智慧和力量，相信一定能為「世界李氏宗親總
會」，在新的階段時期，做出更大的貢獻。
如今，「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可說是人才濟濟，熱心族務的菁英，都
對宗族十分熱誠，希望能發揮優良的民族精神，弘揚祖德，敦宗睦族，聯
絡宗誼，群策群力，讓會務工作更上一層樓，讓李氏族運興旺發展。
再一次感謝「馬來西亞沙巴州李氏宗親會」為這次懇親大會所做出的
努力。祝福大家，身體健康，事業成功，家庭幸福，萬事如意，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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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欣欣向榮──我想，這大概就是對前輩宗長們最好的報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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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感謝之外，今後我們要繼續團結在一起，並且和睦共處、相互扶持，使

【大會嘉賓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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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嘉賓致詞】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永久名譽理事長
李滄洲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一年一度的大會，
今年在馬來西亞沙巴州亞庇市召開；我個人

【大會嘉賓致詞】--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永久名譽理事長
李常盛
我始終覺得，我們都是中華民族的兒女，
身為李氏的一份子，我們大家都要團結在一

很高興能夠偕同「菲律賓隴西李氏宗親總

起，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宗親團體，不

會」和所屬的「中北呂宋分會、宿務分

談政治，必須中立，並且在不影響李氏

會、那牙分會、黎牙實備分會」及「菲

大團結的前提下，互相包容體諒各國承

律賓粵僑李隴西堂」，一起出席本次的

辦大會的辛勞。

盛會。
記得2005至2008年，在我擔任「世界
李氏宗親總會」第12屆理事長的期間，多蒙
「馬來西亞李氏總會」和馬來西亞各地的宗親會等

特 別 報 導

我擔任了「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六
年的理事長（編者按：2008年~2011年，
第13屆理事長；2011年~2014年，第14屆理事
長），我覺得歷史的回顧，也是很重要。回顧「世

諸位宗長大力支持，協助我拓展會務；我謹在此，向馬來西亞的宗親們，

界李氏宗親總會」幾十年的歷史，台灣的李氏宗親們，真的做了許許多多

表示衷心的感謝。

的工作，為「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做了很大的貢獻；我們今天能夠在這

各位全球各地的宗長宗親們，不畏旅途勞頓，遠道而來，出席2015年

裡，大家聚在一起，台灣宗親的功勞不可抹滅。

度大會，我以「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一分子，深表感謝。希望諸位宗長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發展到今天，從之前歷屆的理事長及前輩宗賢

宗親，在此次大會多多建言，為「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加油打氣，提供發

們開始，我們始終保持中立，始終非常團結。「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在中

展會務的方針，好讓「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在文龍理事長的領導之下，更

立和團結的原則下，不斷地興盛發展，也逐漸得到了兩岸的認同。例如，

加輝煌發展，日益興盛。敬祝諸位亞庇之行，歡樂愉快，賓至如歸，身體

我們在2011年8月，台灣的領導人馬英九接見了我們「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健康，家庭美滿，鴻圖大展！

代表團；2013年7月，「世李」應「中共中央國務院僑務辦公室」的邀請，
組團參訪北京等地，與「國務院僑辦」、「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
「中國僑聯」、以及河北省當地的幾位領導交流座談。這說明了我們「世
界李氏宗親總會」，不分族群，不分兩岸，在大團結的原則下，希望現在

所以，不論年長的一輩或年輕的一輩，我都期望能在「中立、團結、
和睦、包容」的大前提之下，把我們「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會務發展得
更好，並且一路團結地傳承下去，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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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將來，都可以繼續為我們中華民族、為國家社會，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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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嘉賓致詞】

馬來西亞「沙巴州特別事務部」部長
拿督張志剛局紳
李姓是世界最大姓氏，也是世界上分佈
最廣的一個姓氏；恭喜「世界李氏宗親總
會」，成功在沙巴亞庇市舉辦今晚(2015年
11月7日)的「世界李氏之夜」的盛會。首
先，我非常感謝「沙巴州李氏宗親會」
的全體同仁，邀請我擔任今晚盛會的主
禮嘉賓，甚感榮幸之至。
我們華人姓氏宗親的創辦由來已久，
姓氏宗親文化，創造了源遠流長的華人民
族文化，是華族優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姓氏宗親會，對華族根源的維護和延續，扮演著
十分重要的角色。海外華裔同胞，無論身處世界何地，早
已融入各地的政治、文化、經濟等各個領域，並在當地做出不可估量的貢
獻。華人姓氏宗親文化，對增強民族凝聚力有重要的意義；我們要凝聚海
外各地華人族群的力量，促進文化交流，增進彼此的瞭解和認同，充分發
揮海外華人組織，以及弘揚華人優良的文化。
我在此特別歡迎及感謝全球的李氏宗親們，不辭勞苦，飄洋過海來到
馬來西亞沙巴州亞庇市參與盛會。據知，沙巴州李氏宗親會成立已有二十
多年的歷史，第一次承辦這麼大型的活動，使我深感佩服。同時，也感謝
世界各地的李氏宗親們，給予沙巴州李氏宗親會的肯定、信任與支持。

馬來西亞沙巴州李氏宗親會 總會長
李賜堅
「馬來西亞沙巴州李氏宗親會」對於這次
能夠承辦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15屆第2次
會員代表大會暨2015年全球李氏懇親大
會」，我們感到榮幸與歡喜；非常感謝
全球宗親，來到馬來西亞的沙巴州亞庇
市共襄盛會，我謹代表「馬來西亞沙巴
州李氏宗親會」，向全球宗親，表達誠摯
的歡迎與感謝。
「馬來西亞沙巴州李氏宗親會」是在1991
年成立，過去因為有前輩們的努力耕耘與無私奉
獻，本會才有今日的興旺發展；我謹藉此機會，向沙巴州的所有前輩宗長
們，表示由衷的敬意。
此外，對於這次大會能夠順利舉辦，除了感謝拿督斯里福成總會長和
永生名譽會長等前輩們的指導之外，我還必須感謝「馬來西亞沙巴州李氏
宗親會」所有工作人員的辛勞，因為有大家的精誠團結及分工合作，我們
才能不辱使命，順利召開大會，並迎接全球的族親，蒞臨沙巴敦宗交流。
沙巴州位於世界第三大島「婆羅洲」的北端，而亞庇市是沙巴州的首

衷心希望李氏宗親們，能在這短短的三天行程，抽空遊覽有「風下之
鄉」美譽的沙巴州，並度過一個難忘的週末假期。沙巴州與國內其他州屬
一樣，擁有不同的種族、宗教及多元文化；人民都能夠和睦相處，互相體
諒，同時也能夠互相接納認識各自的文化，大家存異求同，致使各族不同
的文化在沙巴天空大放異彩。希望沙巴人民的熱情，能夠融化感染你們。

府。沙巴三面環海，常年如夏，自然生態豐富；有變化劇烈的熱帶雨林，

華人的文化、語言、習俗和傳統，必須通過有系統的社團組織，來進
行傳承、維護和發揚光大。我懇切希望各宗親團體能秉持宗旨，繼續維持
國家社會的和諧，不分種族、言語、宗教而團結一致，共同為實現國家之
幸福美滿而努力。謹此，預祝「世界李氏之夜暨沙巴州李氏宗親會第3屆懇
親晚宴」圓滿順利，也祝願各位宗親們身體安康，萬事如意，謝謝！

最後，再次歡迎並感謝全球宗親的光臨與指教，也祝福所有宗親朋

有獨特風情的美麗小島，再加上多元文化種族的融合，相信來到有「風下
之鄉」美名的沙巴，我想你們都能得到心靈的享受；如果您喜歡大自然，
喜歡享受陽光，此次您必定不虛此行。

友們，在沙巴能夠度過一段歡樂的時光。祝各位貴賓、各位宗親，身體健
康、旅途愉快，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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