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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李氏宗親會換屆改選

菲律賓鐵商公會第79屆就職典禮

李世正宗長榮膺新任主席

李賢榮宗長當選新屆理事長

◎資料提供：印尼李氏宗親會前主席 李振強
地區：印尼

◎資料提供：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永久名譽理事長 李滄洲
地區：菲律賓

「印尼李氏宗親會」於2016年6月4日，在印尼李氏宗祠舉行第29屆

「菲律賓鐵商公會」慶祝成立96週年紀念暨第79屆（2016年至2018

（2016到2020年）主席和監事長的選舉；前任主席李振強宗長（亦是「世

年度）職員就職典禮，於2016年6月5日晚間，在菲律賓岷市「世紀海鮮酒

界李氏宗親總會」副理事長）光榮卸任，李世正宗長當選「印尼李氏宗親

家」隆重舉行。「菲律賓鐵商公會」卸任的理事長許自月擔任大會主席，

會」主席，李永國宗長當選監事長。待新的理監事成員組成之後，將另行

曾任「菲律賓隴西李氏宗親總會」理事長的李賢榮當選新屆理事長，「菲

舉辦就職典禮。

律賓鐵商公會」榮譽理事長李滄洲（「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永久名譽理事
長）擔任監誓員，「菲華商聯總會」副理事長施偉廉擔任大會主講人，
「菲律賓中華總商會」永遠名譽會長李逢梧（「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永久
名譽理事長）應邀專題演講。
新屆理事長李賢榮在致詞中表示：「菲律賓鐵商公會在許自月先生英
明的領導下，會務有更上一層樓的發展，不但增進與國內外五金鐵商友會
的交流和訪問，並舉辦商貿配對，讓會員們有機會得到更多商機；同時也
和亞太地區各國進行訪
問、考察和交流，增進
大家的友誼。本人才疏
學淺，承蒙理事會同仁
的厚愛，被推選為新屆
理事長，希望可以得到

理事同仁的支持和合
「印尼李氏宗親會」的宗親們合影
前排左5為新屆主席李世正，左6、7為李振強伉儷，左8為新屆監事長李永國。

作，使會務可以更加順
利發展，對會員們有更 「菲律賓鐵商公會」理事長交接(左起)：新任理事長
李賢榮、監誓嘉賓李滄洲、卸任理事長許自月
多更好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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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位榮譽理事長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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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北市義和堂
60週年慶祝晚會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祕書處
2016年6月15日晚間6時，財團法人台北市義
和堂（以下簡稱「義和堂」）在台北市的「王
朝大酒店」二樓宴會廳隆重舉行「60週年慶祝
晚會」；當晚，有「財團法人台灣李氏宗祠」
李憲信董事長、「台灣李氏宗親總會」李傳進

上圖 &下圖：2016年6月15日「台北市義和堂」在王朝大酒店舉辦「60週年慶」

理事長、台灣各縣市宗親會理事長或代表、地
方政要、友好團體、中國福建的宗親以及「世界
李氏宗親總會」（以下簡稱「世李」或「本會」）
李瑞河、李常盛兩位永久名譽理事長、李先仁執行副理事長、李德武副理
事長、李敏祕書長等各界嘉賓前來祝賀，超過800人共襄盛宴。

「義」方公 & 太「和」公
晚會由「台北市義和堂」董事長李文通（如左上圖），首先上台致
歡迎詞；他向撥冗出席晚會的嘉賓們，表達真誠的感謝；接著為大家介紹
「義和堂」名稱的由來及歷史的沿革。
原來，「義和堂」的堂名，有感念先祖的用意。「義和堂」的
和公」兩位先祖之名諱；「義方公」是攜後輩渡海來台的先祖，「太和

「義和堂」的存在；而「義和堂」創立至今，60年來都遵循著創立宗旨

公」則是當時對家族貢獻最大的先祖。

──辦理春秋祭祀、修葺塋墓、增進族人福利、加強敦親睦族、頒發子女

「義和堂」的早期前身，是日本昭和12年（民國26年、西元1937年、

獎學金、族人慶弔慰問、殘障救濟、支援政府公益慈善活動等。他謙虛地

日本統治台灣時期）成立的「義和產業株式會社」；二次大戰結束，日

說，期盼「義和堂」能在世界各地宗長、貴賓、好友們的督促下，更強大

本放棄台灣主權，「義和產業株式會社」變更為「義和產業股份有限公

茁壯，共同為台灣的宗親及世界各地的李氏家族奉獻心力。

司」；民國45年（西元1956年），再向政府申請設立「財團法人台北市義
和堂」，以全體股東為堂友，今年（2016年）剛好60週年。

李文通董事長致詞結束後，他的家人隨即上台獻花祝福並合影留念，
溫情瞬間洋溢整個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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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通董事長強調，由於有先祖的努力不懈與辛勤耕耘，才有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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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和」二字，是分別取自他們的15世祖「義方公」與17世祖「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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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和堂」長期捐款贊助「世李」
本會永久名譽理事長李常盛（如右圖）接著
上台致詞；他表示：「義和堂」可說是「世界李
氏宗親總會」最大的實質贊助者；例如，從2008
年到2014年，在他擔任「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理
事長的任內，「義和堂」就曾經三次捐款贊助世
李的「年度大會」。因此，他向「義和堂」表達崇
高的敬意與由衷的感謝！同時，來自香港的他，也向台灣
的宗親們表達感謝，感謝台灣宗親對「世李」的支持、愛護與幫助。
本會永久名譽理事長李瑞河（如左圖）亦應邀

上圖：家人向李文通董事長獻花後合影留念

下圖：切蛋糕慶祝「義和堂」60週年

致詞；他首先感謝「義和堂」長期以來，捐款贊
助「世界李氏宗親總會」，例如在2000年的時
候，當時「義和堂」捐助了鉅款，響應「世李」
購置會館，令人感佩。另外，今年（2016年）1
月，瑞河宗長在福建漳浦興建的「天福服務區閩
南文化城」正式開幕，在文化城裡面他規劃了「世
界李氏宗親文化交流中心」，希望提供給宗親們作為交
流的場所，進而促成李氏的大團結。

任祕書余淑女宜、「松山區公所」區長薛秋火、「台北市松山慈祐宮」董事

延》，也有許多國內外宗長或宗團致贈紀念品或賀儀，向「義和堂」表達

長陳玉峰、「福建省安溪縣湖頭鎮隴西李氏宗親理事會」理事長李啟勝、

誠摯的祝福；例如，「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理事長李文龍、永久名譽理事

「台灣李氏宗親總會」理事長李傳進等嘉賓，也都分別上台致詞。

長李瑞河、李逢梧、李滄洲、李常盛、「香港李氏宗親會」李鋈麟主席、

國內外宗親致贈賀禮傳達祝福

「印尼李氏宗親會」李振強主席、「菲律賓隴西李氏宗親總會」李世欽理

致詞完畢，司儀宣布進行「切蛋糕」儀式；蛋糕是由一層奶油蛋糕及

事長、「新加坡李氏總會」李友福會長、「台北市松山慈祐宮」陳玉峰董

五層精緻可愛的杯子蛋糕所組成的「蛋糕塔」。台上十多位「義和堂」的

事長等贈送匾額祝賀；「全美李氏敦宗總公所」致送賀儀美金200元；「財

宗長們，先與蛋糕塔合影留念，接著由李文通董事長完成切糕儀式。晚會

團法人台灣李氏宗祠」李憲信董事長、「台北市李氏宗親會」李明俊理事

進行間，附有60週年標記的杯子蛋糕，由服務生們發送給賓客，將這份甜

長、「福建省安溪縣湖頭鎮隴西李氏宗親理事會」李啟勝理事長，則分別

蜜分享給大家。接著，李文通董事長分別頒發紀念獎牌，給在「義和堂」

致送精緻的紀念品。

服務超過20年的李祖輝、李松青、李明雄、李守智等四位宗長，感謝他們
多年來為「義和堂」無私的奉獻。

當晚席開88桌，「義和堂」特地聘請專業樂團表演，珍饈美饌伴著悠
揚的歌曲，眾人暢敘宗誼，場面熱鬧歡騰；大約晚間9時，晚會圓滿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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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會的現場，有中華民國新上任的蔡英文總統致贈的匾額《世澤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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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新上任的蔡英文總統致贈的匾額，祝賀「台北市義和堂」60週年慶。

「台北市義和堂」董事長李文通（下圖左）分別頒發紀念獎牌
給在「義和堂」服務超過20年的四位宗長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永久名譽理事長李瑞河(左2)向「義和堂」致贈祝賀匾額

李明雄宗長(右)受頒紀念獎牌

李守智宗長(右)受頒紀念獎牌

56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李敏祕書長(中)代本會李文龍理事長致贈祝賀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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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祖輝宗長(中)受頒紀念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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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永久名譽理事長李常盛(左2)向「義和堂」致贈祝賀匾額
「世李」李德武副理事長(左2)代本會永久名譽理事長李逢梧致贈祝賀匾額

李常盛宗長(左2)代「菲律賓隴西李氏
宗親總會」李世欽理事長致贈匾額

李敏祕書長(中)代「新加坡李氏
總會」李友福會長致贈匾額

58

「世李」李先仁執行副理事長(左2)代本會永久名譽理事長李滄洲致贈祝賀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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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常盛宗長(左2)代「印尼李氏
宗親會」李振強主席致贈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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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常盛宗長(左2)代「香港李氏
宗親會」李鋈麟主席致贈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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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李氏宗親會」李明俊理事長(左)向「義和堂」致贈紀念品

「福建省安溪縣湖頭鎮隴西李氏宗親理事會」李啟勝理事長(右)致贈紀念品

60

期

期

15

復刊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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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中北呂宋分會」職員就職典禮
李霦生宗長榮任新屆理事長
◎資料提供：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永久名譽理事長 李滄洲
地區：菲律賓
「菲律賓隴西李氏宗親總會-中北呂宋分會」於2016年6月18日上午9時
30分，先在該會碧瑤市會所的宗祠舉行「丙申年祭祖大典」；隨後，中午
12時，在碧瑤市「新城廣場大酒店」2樓禮堂舉行「慶祝成立31週年紀念暨
第31連32屆職員就職典禮」，李霦生宗長榮任新屆理事長。
當日除了有中北呂宋各地區的宗親及友好團體出席之外，尚有「菲律
賓隴西李氏宗親總會」（以下簡稱「菲律賓總會」）、宿務分會、那牙分
會、黎牙實備分會、禮智三描分會、西黑省分會、粵僑李隴西堂、旅菲石
圳同鄉會、銀江同鄉會、鳳池同鄉會、洋山寶塔同鄉會、龍岱洋埭李同鄉
會、彭口李氏家族會……等宗親代表前來祝賀，場面溫馨親切，氣氛歡欣
熱鬧，宗情洋溢。
本次慶典由「中北呂宋分會」光榮卸任的李尚華宗長擔任大會主席，
「菲律賓總會」理事長李世欽宗長應邀擔任監誓嘉賓，常務顧問李逢梧宗
長（「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永久名譽理事長）擔任大會主講人，常務顧問
李滄洲宗長（「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永久名譽理事長）作專題演講。
大會在祥獅獻瑞、敲鑼打鼓聲中拉開序幕；首先由「中北呂宋分會」
李尚華宗長致歡迎詞，常務顧問李金頓宗長介紹與會嘉賓。隨後，「菲律
賓隴西李氏宗親總會」李世欽理事長為新屆職員就職監誓，並見證移交印

讚許與肯定。
「中北呂宋分會」新屆理事長李霦生宗長，為菲律賓著名大律師，亦
為菲律賓李氏宗親會第一位以律師身分出任理事長，經常為菲律賓貧民受

到不公平待遇時，義務為貧民打官司，得到菲律賓社會的讚賞及肯定。李
霦生宗長在致詞時感謝大家的厚愛，並表示將盡力而為，希望全體理監事
同心協力，共創新猷。
「中北呂宋分會」對「菲律賓總會」一向鼎力支持，該會特於慶典大
會之際，捐獻菲幣20萬元福利金予「菲律賓總會」，「菲律賓總會」全體
同仁亦敬表萬分感謝。此外，「中北呂宋分會」副理事長李清輝也代表該
會，向樂捐奉獻的宗親們致上衷心的謝意，最後由執行副理事李煥平致答
謝詞。大會並安排土風舞表演及抽獎餘興節目，熱鬧非凡；約下午3時，慶
典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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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才濟濟，對當地社會的慈善事業都熱心參與，得到當地社會人士的

【右圖】：
菲律賓「中北呂宋分會」
理事長印信交接。左起：
卸任理事長李尚華、「菲律
賓總會」理事長李世欽、
新任理事長李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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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及應邀致詞；他讚揚「中北呂宋分會」會務不斷發展進步，不但組織健

【上圖】：
「菲律賓隴西李氏宗親總
會-中北呂宋分會」新屆職
員就職典禮，「菲律賓總
會」李世欽理事長(右)擔
任監誓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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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北呂宋分會」向「菲律賓總會」
李世欽理事長(右2)致贈紀念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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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北呂宋分會」新任理事長李霦生
向李逢梧宗長(右2)致贈紀念牌

「菲律賓總會」李逢梧(左4)、李滄洲(右3)宗長向「中北呂宋分會」致贈紀念品

「中北呂宋分會」新任理事長李霦生
向卸任的李尚華宗長(左2)致贈紀念牌

「中北呂宋分會」新任理事長李霦生
向李滄洲宗長(右2)致贈紀念牌

「菲律賓總會」李世欽、李逢梧、李滄洲等宗長與「中北呂宋分會」同仁們合影

「菲律賓隴西李氏宗親總會」的宗長們與「中北呂宋分會」等宗親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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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威省李氏宗祠
慶祝40週年暨雙親節聯歡宴會
◎資料提供：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副祕書長 李亞諺
地區：馬來西亞
2016年6月25日，「馬來西亞威省李氏宗祠」在馬來西亞「北海印度禮
堂」舉辦「慶祝40週年暨雙親節聯歡宴會」；「馬來西亞李氏總會」總會
長李福成、「檳城李氏宗祠」主席李永龍、執行顧問李雅和等馬來西亞各
地的宗親們，都熱烈前來祝賀；「世界李氏宗親總會」（以下簡稱本會）
李文龍理事長則偕同李亞諺副祕書長，應邀出席盛會。
「威省李氏宗祠」李賢源主席首先致歡迎詞，他感謝貴賓及宗親們
踴躍出席，並且指出，在現今的宗親社團或會館組織，都面臨內部新血不

2016年6月25日上午，馬來西亞「威省李氏宗祠」舉行祭祖，李賢源主席(左3)及
「世李總會」李文龍理事長(左4)，與馬來西亞各地宗親們，一起虔誠上香。

足、領袖青黃不接的煩惱之際，「威省李氏宗祠」卻是人才輩出，許多年
輕的宗親都願意參與宗祠活動，對於這點他感到非常驕傲。
本會李文龍理事長也應邀上台致詞，他表示：「2016年全球李氏懇親
大會」今年11月5日將在新加坡舉行，希望各位宗親儘早報名，屆時新加坡
的李顯龍總理將會是座上
賓。致詞完畢，李文龍理
事長也代表「世界李氏宗
親總會」致贈精美的紀念
品，表達誠摯的祝賀。

同嘉賓們，共同進行切蛋
糕儀式，慶祝宗祠40週年
及雙親節快樂；當日的晚
「世李總會」李文龍理事長(右)向「威省李氏宗祠」 宴，也在歡樂的氣氛中，
溫馨落幕。
致贈紀念品祝賀，由宗祠李賢源主席代表接受。

2016年6月25日晚間，李賢源(左3起)、李福成、李文龍、李良福、李來發、
李家祿等宗長們，共同進行切蛋糕儀式，慶祝「威省李氏宗祠」40週年快樂。

期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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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會務活動紀要（2016年1月至6月）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祕書處

********************** (01)

2016.01.09：

台北市李氏宗親會「第14屆第1次會員大會暨

台北市李氏宗親會 理監事選舉」，下午在台灣李氏宗祠會議廳召
第14屆第1次會員大會 開，李明俊宗長（本會常務監事）榮膺新屆理
李明俊榮膺理事長 事長。李敏祕書長列席參加，並代表本會致送
花籃一對，大會順利圓滿。

********************** (02)

2016.01.17：

會李敏祕書長出席觀禮，共襄盛典。
********************** (05)

2016.02.04：

南投李維熊宗長高堂，慟於1月30日千古，2月4

李維熊宗長高堂千古 日中午在南投喪宅舉行告別式；李國憲執行副
本會送花圈敬表哀悼 理事長代表本會弔唁，並致送花圈敬表哀悼。
********************** (06)

2016.02.14：

本會李永楠理事高堂，慟於1月28日千古，享

李永楠宗長高堂千古 壽80有9歲，2月14日上午在花蓮喪宅舉行告別
本會送花籃敬表哀悼 式；本會致送花籃一對，敬表哀悼。
********************** (07)

2016.02.21：

金門旅台李氏宗親會「李氏開閩始祖唐廉訪五
州節度使隴西開國公五山聖祖新春迎爐遶境祈

宜蘭縣李氏宗親會 下午在宜蘭縣李氏宗祠舉行；李敏祕書長代表
第15屆第3次會員大會 本會出席，並致贈禮金及高架花籃一對，敬表

金門旅台李氏宗親會 福慶典」，上午先在新北市三重區祖祠舉行祭
恭迎李氏五山祖 祖及爐主交接奉爐，隨後轉往永和區進行遶境
新春遶境祈福慶典 祈福活動，午間則在臻愛婚宴會館舉辦「新春

********************** (03)

2016.01.24：

新北市李氏宗親會「第7屆第2次會員大會暨祭

新北市李氏宗親會 祖、頒發獎助學金典禮」，上午在新北市蘆洲
第7屆第2次會員大會 富基婚宴會館舉行；李敏祕書長代表本會出
席，並致送花籃及禮金以表賀忱。
********************** (04)

2016.01.31：

本會李瑞河永久名譽理事長，在福建漳浦投資

李瑞河宗長興建閩南 建設「天福服務區閩南文化城」，當日上午先
文化城提供世界李氏 舉行設立於文化城內部的「世界李氏宗親文化
宗親文化交流中心 交流中心」揭牌儀式，接著舉行「七仙祖安座

盛會。
********************** (08)

2016.02.27：

金門李廷皆宗長高堂-六代大母李門楊氏孺人，

李廷皆宗長高堂千古 慟於1月23日仙逝，享嵩壽一百有四歲；2月27
李敏祕書長代表本會 日下午在新北市板橋殯儀館舉行公祭，場面莊
嚴肅穆，備極哀榮。李敏祕書長代表本會前往
前往弔唁
弔唁，並致送花籃一對，藉表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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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2.28：

台灣李氏宗親總會 台灣李氏宗親總會「第11屆第6次理監事、顧問
第11屆第6次理監事會議 及各縣市理事長、總幹事聯席會議」，上午10

期

期

典禮」，隨後進行「閩南文化城」開幕剪綵；

迎爐餐敘」；李敏祕書長代表本會出席，共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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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新北市李氏宗親會」李朝宗理事長及本

宜蘭縣李氏宗親會「第15屆第3次會員大會」，

賀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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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嘉賓、宗親蒞臨見證。本會李金龍副理事

15

69

宗團動態

宗團動態
時在台中潮港城海鮮樓舉辦，會議由李傳進理
事長主持，李敏祕書長代表本會列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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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3.01：

財團法人台北市義和堂「新春聯誼餐會」，晚
間6時30分在王朝大酒店5樓舉行，由李文通董

台北市義和堂
新春聯誼餐會

事長主持，李敏祕書長代表本會出席；當晚的
聯誼餐敘，有義和堂李氏宗親及地方政、經人
士等二百多人共聚一堂，席開25桌，眾人舉杯
稱慶，和樂融融，賓主盡歡。

********************** (11)

2016.03.06：

新北市蘆洲李氏宗親會「祭祖典禮暨第4屆第2

新北市蘆洲李氏宗親會 次會員大會」，上午9時30分在蘆洲富基海產餐
第4屆第2次會員大會 廳舉辦。李敏祕書長代表本會出席，並致贈禮
金，敬祝大會圓滿成功。
********************** (12)

2016.03.12：

台中市李氏宗親會「第12屆第2次會員大會暨祭

副理事長也應邀出席，交流宗誼。
********************** (14)

2016.03.13：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15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
會暨2016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籌備會議，上
午10時在本會會議室召開；會議由李文龍理事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長主持，大會承辦單位「新加坡李氏總會」李
第15屆第3次會員代表
友福會長、李志遠副會長、李金興名譽董事等
大會暨2016年全球李
專程來台與會，本會李敏祕書長及李亞諺副祕
氏懇親大會籌備會議
書長共同出席討論。當日主要討論大會重要工
作的分工、會場布置和用品的設計草稿、辦理
「世李總會年度大會」的注意事項等。
********************** (15)

2016.03.13：

本會「第15屆第5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下午

台中市李氏宗親會 食館召開；李文龍理事長偕同「新加坡李氏總
第12屆第2次會員大會 會」李友福會長、李志遠副會長、李金興名譽
李文龍理事長偕同 董事及本會李敏祕書長、李亞諺副祕書長等出
新加坡李友福會長 席與會，受到宗親熱烈歡迎。本會及「新加坡
等宗長出席與會 李氏總會」分別致送花籃一對，敬祝大會圓滿

3時在台北市的錦華大飯店召開；會議由李文

********************** (13)

2016.03.12：

下午，李文龍理事長偕同「新加坡李氏總會」

副理事長李乾龍宗長（台灣省台北縣先嗇宮董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2015年度歲入歲出決算表、現金出納決算表、
第15屆第5次
資產負債表、財務明細表，以及2016年1至2月
理監事聯席會議 的各項財務報表，並通過章程修改及討論「第
15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暨2016年全球李氏懇親
大會」等議案。
********************** (16)

2016.03.19：

嘉義縣李姓宗親會「第12屆第3次會員代表暨祭

嘉義縣李姓宗親會
祖懇親大會」，上午10時在嘉義縣布袋鎮爐主
第12屆第3次
李來福自宅舉行。李敏祕書長代表本會出席，
會員代表暨懇親大會
並致送禮金，敬祝該會會務昌隆。

期

期

李文龍理事長偕同
李友福會長、李志遠副會長、李金興名譽董事
新加坡李友福會長
及本會李敏祕書長、李亞諺副祕書長，前往位
等宗長拜訪本會名譽
在新北市三重區的「先嗇宮」，拜訪本會名譽
副理事長李乾龍宗長

龍理事長及李清利監事長擔任主席，主要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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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名譽副理事長 迎，文龍理事長等人上香參拜神農大帝，並敬
李乾龍宗長設筵款待 添香油錢，聊表心意。晚間由乾龍宗長作東，
來自新加坡的宗長們 盛筵款待，本會李武彥副理事長及李朝宗名譽

祖懇親典禮」，上午10時在台中潮港城國際美

成功。

15

事長）；李乾龍宗長於宮前燃放鞭炮熱情歡

15

71

宗團動態

宗團動態

********************** (17)

2016.03.19：

********************** (23)

新竹市李氏宗親會「第11屆第3次會員大會暨祭

新竹市李氏宗親會 祖敬老懇親典禮」，上午10時在新竹龍湖會館
第11屆第3次會員大會 舉行；李梅副理事長代表本會出席並致送禮金
以表賀忱。
********************** (18)

2016.03.22：

財團法人台灣省草屯太清宮「啟建祈安禮斗護

台灣省草屯太清宮 國弭災法會」，於3月21日在南投太清宮舉行為
期三日的法會活動，由李武雄董事長（本會常
啟建祈安禮斗
務理事）主持；李敏祕書長於法會第二日前往
護國弭災法會
上香祭拜，並代表本會敬添香油錢以表心意。
********************** (19)

台灣李氏宗祠
春季祭祖

2016.03.23：

蘆洲保和宮
舉辦神豬比賽
章夫宗長飼養的神豬
勇奪特等獎

舉辦「神豬比賽」；本會李章夫執行副理事長
（前蘆洲鄉鄉長）飼養的神豬，獲得特等獎榮
耀。晚間6時，章夫宗長在新北市蘆洲區的「富
基婚宴會館」設宴，與親朋好友們分享喜慶，
李德武副理事長及李敏祕書長代表本會出席。

********************** (24)

2016.04.23：

苗栗縣李姓宗親會「第8屆第3次會員大會」，

苗栗縣李姓宗親會 上午10時在苗栗龍園餐廳舉行；李敏祕書長代
第8屆第3次會員大會 表本會出席，並致贈禮金以表賀忱。
********************** (25)

2016.04.30~05.02：

李文龍理事長伉儷偕同李國憲執行副理事長、

祠隆重舉行；執行副理事長李先仁、副理事長

李敏祕書長及李亞諺副祕書長等宗長組成「世

李德武及祕書長李敏代表本會出席，並致送高

********************** (20)

2016.03.23：

基隆市李姓宗親會「第27屆第3次會員大會」，

基隆市李姓宗親會 下午6時在基隆港海產樓召開；李敏祕書長代表
第27屆第3次會員大會 本會出席並致贈禮金，祝賀大會圓滿成功。
********************** (21)

2016.04.10：

李敦宗訪問團」，一連走訪了位於福建的「石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獅市隴西文史研究會」、「福建閩南李氏宗親
敦宗訪問團
聯誼總會」、「福建德化隴西李氏宗親聯誼
走訪福建宗親
會」、「閩南李氏君懷堂」以及廈門的「五山
祖大宗祠」等單位，受到各地宗親的熱烈歡迎
和盛情招待。
********************** (26)

2016.05.01：

屏東縣李氏宗親會「第8屆第2次會員大會暨105

金門旅台李氏宗親會「第7屆第2次會員大會暨

屏東縣李氏宗親會 年度祭祖懇親大會」，上午9時在屏東縣枋寮鄉
第8屆第2次會員大會 東海社區活動中心舉行；李敏祕書長代表本會

金門旅台李氏宗親會 105年模範母親頒獎典禮」，上午10時在新北市
第7屆第2次會員大會 蘆洲區的富基婚宴會館舉行；李先仁執行副理

出席並致送禮金，祝福大會圓滿順利。
********************** (22)

2016.04.16：

新竹縣李姓宗親會「第18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
書長代表本會出席，並致贈禮金以表賀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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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5.07：

台灣李氏宗親總會「第11屆第2次會員大會暨祭

台灣李氏宗親總會
祖懇親典禮」，上午10時在屏東「幸福城宴會
第11屆第2次會員大會
館」舉行；李梅副理事長代表本會出席。

期

期

新竹縣李姓宗親會
會」，上午10時在新竹龍珍餐廳舉行；李敏祕
第18屆第2次會員大會

事長代表本會出席，並致贈禮金以表賀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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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洲保和宮於慶祝「保生大帝聖誕千秋」期間

財團法人台灣李氏宗祠「春季祭祖」下午在宗

架花籃一對，以表賀忱。

15

2016.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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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2016.05.09：

********************** (32)

財團法人台灣李氏宗祠「第11屆、12屆董監事
長交接暨第12屆董監事就職典禮」，下午4時

台灣李氏宗祠
第11、12屆董監事長
交接暨就職典禮
李憲信榮任董事長

在宗祠4樓大禮堂舉行；李敏祕書長代表本會
出席並致贈花籃，恭賀李憲信宗長榮膺新屆董
事長。當日晚間，李憲信董事長則自掏腰包，

本會李鏡康常務理事的夫人舉行告別式；李敏

鏡康宗長夫人告別式 祕書長因公務在身，不克出席，本會謹具高架
本會致送花籃敬悼 花籃一對，敬表哀悼之忱。
********************** (33)

晚間6時在台北市的「王朝大酒店」二樓宴會廳

客，交流宗誼。
2016.05.15：

花蓮縣李氏宗親會「第22屆第3次會員祭祖暨第

花蓮縣李氏宗親會 22、23屆理事長交接懇親大會」，上午9時在
花蓮的炒天下餐廳舉行；李坤騰理事長屆滿榮
理事長交接
李永楠榮任理事長 退，新屆理事長由李永楠宗長出任。李敏祕書
長代表本會出席，並致贈禮金以表賀忱。

********************** (30)

2016.05.28：

2016.06.15：

財團法人台北市義和堂「60週年慶祝晚會」，

在台北世界貿易中心聯誼社舉行餐會，宴請賓

********************** (29)

2016.05.31：

台北市義和堂
60週年慶祝晚會
本會李瑞河、李常盛
等宗長出席祝賀

舉行。晚宴席開88桌，當日有台灣李氏宗祠、
台灣李氏宗親總會及台灣各縣市宗親會理事長
或代表、地方政要、友好團體、中國福建的宗
親等超過800人共襄盛宴；本會有李瑞河、李
常盛兩位永久名譽理事長、李先仁執行副理事
長、李德武副理事長、李敏祕書長等宗長出
席，並致贈匾額及花籃祝賀。

********************** (34)

2016.06.25：

本會永久名譽理事長李元吉宗老，慟於5月6日

前「台中縣李氏宗親會」第2屆理事長李裕松宗

上午仙逝；5月28日上午在基隆市立殯儀館隆重

李裕松宗長仙逝 長（本會前常務理事）慟於6月6日仙逝，享壽80
李敏祕書長代表本會 歲；6月25日上午，在台中市的喪宅舉行公祭，
前往弔唁
李敏祕書長代表本會前往弔唁並致送奠儀。

舉行告別式，場面備極哀榮。其中覆旗儀式由

本會永久名譽理事長
本會永久名譽理事長李常盛、監事長李清利、
李元吉宗老仙逝
執行副理事長李先仁、「台灣李氏宗親總會」
告別式進行覆旗儀式
名譽理事長李森彬、「台灣李氏宗親總會」理
敬表尊崇
事長李傳進、「基隆市李姓宗親會」理事長李
清逢等六位宗長擔任覆旗官，儀式莊嚴肅穆。
********************** (31)

2016.05.29：

嘉義市李姓宗親會 在嘉義市的馨園日本料理餐廳舉行，會議由李
第11屆第3次會員大會 淑女理事長主持；李敏祕書長代表本會出席，
並致贈禮金祝賀大會圓滿順利。

2016.06.25：

馬來西亞威省李氏宗祠「慶祝40週年暨雙親節
聯歡宴會」，晚間在馬來西亞北海印度禮堂舉

馬來西亞威省李氏宗祠 辦，由該宗祠主席李賢源宗長主持；「馬來西
慶祝40週年聯歡宴會 亞李氏總會」總會長李福成、「檳城李氏宗
本會李文龍理事長 祠」主席李永龍、執行顧問李雅和等馬來西亞
應邀出席
各地的宗親們，都熱烈參與盛會。本會李文龍
理事長偕同李亞諺副祕書長出席，並致送精美
紀念牌，表達誠摯的祝福。

復刊號．第

復刊號．第

嘉義市李姓宗親會「第11屆第3次會員大會」，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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