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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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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曼谷、中國甘肅省隴西縣、馬來西亞沙巴州亞庇市，都先後舉辦過大
會；而本次大會，則是第一次在新加坡召開，由「新加坡李氏總會」承
辦。每次懇親大會的規模，幾乎一年比一年盛大；參加的人數，也有逐年
增加的趨勢；這次在新加坡舉辦的大會，海內外宗親及參加的人數，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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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在歷任理事長的辛勤耕耘及無私貢獻之下，日

會」承辦，我謹代表「世李」表達最衷

益壯大，已經建設了穩固的基礎，我要向他們表達無比的敬意與感謝。我

心的感謝；尤其來自海外的宗親們，不

要特別感謝逢梧宗長，是他協助「世李」走出台灣，邁向世界，成為名副

畏旅途勞頓來到新加坡共襄盛會，體現大

其實的「世界」宗親團體；謝謝您，逢梧宗長。我也要謝謝滄洲宗長，他

家對「世李」的支持和認同，以及宗親們

是個溫和有禮的宗長，他讓我們感到「世李」的溫馨及團結的可貴；謝謝
您，滄洲宗長。

今年適逢新加坡李氏總會的「110週年大慶暨會

常盛宗長是連任兩屆理事長的宗長；在他任內，大大提高了「世李」

所大廈翻新工程竣工」，連同本次懇親大會，三喜臨門，同時慶祝，可喜

在世界的知名度；他也恢復《世界李氏》會刊的發行；他時常苦口婆心地

可賀！這是新加坡首次承辦「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年度大會，我謹代表

提醒我們，身為宗親的一份子，我們應當團結和睦、互相包容、共同發揮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向新加坡的李友福會長及大會全體執事及工作人

合作的精神；謝謝您，常盛宗長，您對「世李」的貢獻是巨大的，也是有

員，致以萬分的感謝，真的辛苦您們了，謝謝！

目共睹的。

今晚我想藉此機會，衷心地感謝我們的宗親──顯龍宗長。記得在10

當然我也感謝瑞河宗長、清利宗長、國憲宗長、章夫宗長、先仁宗

年前，「新加坡李氏總會」舉行100週年大慶時，李總理是我們大會的主

長、李敏祕書長及其他各位宗長們，多年來對「世李」的無私貢獻。尤其

賓；這次在政務繁忙之中，總理也欣然答應擔任我們慶典的主賓，這種對

清利宗長的長者風範，彬彬有禮的風度，讓我欽佩萬分。國憲宗長曾經開

我們宗親的愛護和支持，讓我們李氏族群，深深感動；對於顯龍宗長的這

玩笑地說，他是我的展昭，我們惺惺相惜；他陪我在台灣和大陸，尤其是

份厚愛，我們將永遠銘記於心。請大家再次以最熱烈的掌聲，來表達對顯

閩南一帶，拜訪各宗親團體，增進宗誼；謝謝您，國憲宗長。李敏祕書長

龍宗長最高的敬意及最深的感謝，謝謝！

幾十年來為「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服務，對「世李」有無比的貢獻，可說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於1973年，在台北正式成立；1998年以前，
「全球李氏懇親大會」一直都在台灣舉辦。到了1999年，「世李」的大會

是勞苦功高；他個人因為年紀及健康因素，今年無法來參加大會，我在此
不但要謝謝他，也祝福他身體早日恢復健康。
今晚我想藉此機會，和大家分享我心中的「李氏文化」。我認為，

尼萬隆、台灣台北市、馬來西亞的檳城、香港、台灣南投縣、印尼雅加

李氏文化的核心意涵，主要包括四個字──「忠、孝、仁、愛」。所謂

達、中國河南省鹿邑縣、台灣金門縣、台灣苗栗縣、香港（第2次承辦）、

「忠」，是不論你身在何處，必須忠心於自己的國家。「孝」，百善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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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走出台灣，由「菲律賓李氏宗親總會」在馬尼拉承辦；此後，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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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熱烈支持與認同。

年在新加坡隆重召開，由「新加坡李氏總

偉大的團結精神，實在難能可貴；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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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2000多人以上，可說是盛況空前，這反應了宗親們的團結，以及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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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宗親們每年都非常激情地、高高興興地來參加一年一度的懇親大

「仁」，對朋友必須要講仁義，要有誠信，朋友也是人生成功的最大因素

會，經過兩三天的會期之後，便沉靜了一年，然後再非常激情地、高高興

和資產。「愛」，分為大愛和小愛；大愛表現在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興地參加下一次的大會。」我認為這是不夠的，我們必須擴大我們交流的

之樂而樂，小愛反應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平台，成為一個有建設性的世界宗親團體。

所以，身為李氏族群，我們必須互相勉勵，並且要永遠記得，除了增

所以，我在理事長任內初期，就提出了創立「世界李氏基金會」的

進宗親的情誼，推動宗族的福利之外，最重要的是「弘揚李氏文化，傳承

構想，藉此提供獎學金，幫助世界需要幫助的族群，並主辦高層次的講座

華夏文明。」這就是我們的使命！我希望全世界所有的李氏宗親團體，不

活動，以提高「世李」的知名度，這是一項任重道遠、豐功偉業的大事。

論是宗親會、宗祠、會所、或是研究中心等，都能掛上「弘揚李氏文化 傳

設想，每一個世界宗親團體，若能設有一個基金會，來幫助他們個別的族

承華夏文明」這副對聯，藉此來提醒我們的使命，讓我們不論去到哪個李

群，這將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而且影響是不可限量的。很遺憾的，因為

氏宗親團體，都能看見「弘揚李氏文化 傳承華夏文明」的對聯，藉此將我

客觀的因素，我們想把創立基金會的條文，加入「世李」的章程中，被有

們的族情，緊緊維繫在一起，世代相傳，永垂不朽。

關當局拒絕了；但是我認為，萬里長征始於一步，我深信只要有一股堅強

作，並希望他影響台灣的宗親，都能掛上「弘揚李氏文化 傳承華夏文明」
這副對聯；因為只有文化才能啟發文明、傳承文明，讓我們一起努力！

的意志，相信總有一天，「世李」將會有一位有能力、有財力的理事長，
帶領我們來完成李氏之夢；讓我們共勉之。
在中國歷史長河中，我們李氏人才輩出，在各個領域都有傑出的人

尊敬的宗親和朋友們，我們在有生之年，有幸目睹中華民族的復興和

才，不勝枚舉。他們的無私貢獻和影響，在中華大地上醞釀了宏偉的李氏

中國的崛起，在經過多年的經濟飛騰發展之後，也必須致力於文化的建設

文化，在華夏文明中，其影響力深遠；因此「隴西李氏文化」，也就成為

和推廣。習近平主席在18大會議上，講過要重新打造李氏文化；所以近年

中華四大文化之一；身為李氏族群，我們引以為榮、感到驕傲！當前的李

來，在此種大環境之下，中國大陸各地紛紛成立了許多李氏文化的研究組

氏為中華第一大姓，全世界李姓人數約有1.3億；我們應該努力生產，永遠

織，甚至冠以中華和世界的稱呼，無形中造成對「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

保持在中華百姓中第一的榮耀。

挑戰，如果「世李」沒有改進的話，我們將被邊緣化。

明年（2017年），將由中國福建省石獅市承辦「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最近，廈門大學的教授李祺福宗長向我建議，他認為我們「世李」必

下一次的懇親大會；希望宗親們能大力支持，踴躍參加盛會；他們的籌備

須加強大陸宗親團體的影響力，配合他們的活動並增加和他們的交流，從

工作已經開始，時間也暫定在2017年11月3至6日。此外，中國「河北隆堯

而提高「世李」在中國大陸李氏宗親的形象及影響。我認為他的見解是對

縣趙郡李氏宗親聯誼會」，目前也極力爭取承辦「世李」2018年的大會。

的，我們應該把他們當作合作的夥伴而不是競爭的對象，大家同心協力，
互相配合，共同發揚李氏文化，一起為傳承華夏文明而努力合作。
作為一個世界性的宗親組織，「世李」目前唯一的大型活動，是主

李氏宗親，祝福新加坡共和國，國運昌隆、國強民富、國泰民安、人民安
居樂業；並祝福在座的宗親們、朋友們，身體健康、家庭幸福美滿、事事
如意、心想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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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每年一度的「懇親大會」。「香港李氏宗親會」主席李鋈麟宗長曾經指

最後，在今晚隆重的時刻裡，我謹代表「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及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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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先，必須孝順父母，如果能孝順父母的人，在社會上必定受人敬重。

我現在就指示我們的執行副理事長國憲宗長，回台後馬上落實這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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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李氏總會 會長
李友福

【大會嘉賓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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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在修建過程中，任勞任怨、公而忘私、出盡洪荒之力，在此我代表本
會，向宗親們表達深深的謝意及崇高的敬意。這十年來，「新加坡李氏總
會」積極努力為社區貢獻心力，大力吸收年輕人入會，推動會務的發展。

今晚是本會慶祝成立110週年紀念暨會所大

今年承辦的「2016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力求更新我們的歷史關

廈翻新工程竣工典禮，以及2016年全球李氏

係；借助這個品牌資源、資本資源、人才資源、網路資源的大平臺，將敦

懇親大會的《三禧慶典》。
我們很榮幸敦請到總理李顯龍宗長

宗睦族的歷史關係，演進為互惠互信的雙贏合作夥伴關係，以促進經濟與
文化的發展。

為大會主賓，我在此代表「新加坡李氏

在《三禧慶典》期間，我們出版一本命名為《血脈千年》的紀念特

總會」，感謝總理在公務繁重及百忙之

刊，刊載了古時李姓誕生與發展的歷史、李姓先輩遠渡重洋南來謀生的紀

中，撥出寶貴時間，出席今晚的「李氏盛

錄，以及先賢們和當今時賢，經營「新加坡李氏總會」的種種努力與奉獻

宴」；讓我們大家以熱烈的掌聲，向總理致

事蹟。我們期望《血脈千年》這本紀念特刊，能夠提醒大家不要忘本，不

以萬分的謝意及崇高的敬意！

要遺失固有的傳統美德；我們相信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是相輔相成的，只

這次的《三禧慶典》，迎來了全球14個國家和地區的87個宗團代表，

要大家認知自己的民族本位，堅持文化傳統而加以發揚光大，大家必能成

超過1400多位宗親宗長蒞臨到會，在座各位嘉賓撥冗出席我們《三禧慶
典》的李氏盛宴，我們深感榮幸，謹向各位表示熱烈的歡迎和衷心感謝。

為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兼備的人。
回顧過去，我們深深感激先賢前輩們的艱辛耕耘；前瞻未來，我們深

「新加坡李氏總會」在110年的歷史轉折中，歷盡風雨，先輩們飽經

知「新加坡李氏總會」任重道遠，不敢掉以輕心。「新加坡李氏總會」將

滄桑，促進本會穩健發展；這段歷史，展現了李氏先輩的奮鬥、扶持和團

繼續與新加坡同步前進，也希望宗親會員和我們同行，弘揚祖德，點亮愛

結的精神。歷史的發展，對我們起了提醒和鞭策的作用；先輩們的這股精

心，為共同建設美好的新加坡未來家園，盡一份力量。最後，祝福大家萬

神，激勵我們歷屆執監委，一樣以奉獻的精神為宗親服務。

事如意，幸福安康，謝謝！

今晚的「李氏盛宴」，可說落實了「天下李氏是一家」的李氏精神；
這對「新加坡李氏總會」來說，能夠認真地總結過去、思考未來，深具十
分重要的意義。在百年盛典過後，本會就積極考慮重新修建會所、裝置電

經過多年的醞釀，克服了種種困難，有關修建工程終於在去年開工，
今年初順利完成，實現了本會同仁多年來的最大期望。這次修建工程，承
蒙宗親們慷慨解囊、無私奉獻，總共捐獻了160多萬元(新加坡幣)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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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的宗親積極參與會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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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以提升會的價值，並改善財務狀況，更主要的是提供便利，以鼓勵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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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永久名譽理事長
李瑞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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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由

年和會所大廈翻新落成典禮，這是一個里程

李友福會長的帶領下，全體執事人員團

鬥的豐功偉績。今天又是「世界李氏宗

結合作，付出辛勞與努力，促成這次大

親總會」的懇親大會及會員代表大會，

會順利召開，讓宗親們能夠和樂融融地

海內外李氏宗親歡聚一堂，是本族又一

聚會在一起，交流情誼；我身為「世界李

次的盛會。來到這裡，得到「世李」理事

謝，謝謝你們！
瑞河曾經於1986年，擔任「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6屆理事長；任內時

長文龍宗長及新加坡宗親的熱烈歡迎與熱
情接待，令我們感受到宗族大家庭的親切和
溫馨；我們要向新加坡各位宗長及朋友們，致以
崇高的敬意，並表達衷心的感謝！

期，於1987年1月，創辦《世界李氏》會刊；後來因為人力及經費等因素，

儘管我們散居海內外各地，但是「世界李氏宗親總會」主持的全球

停刊了十多年；直到「世李」第13屆理事長──香港的李常盛宗長，他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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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排除萬難，終於讓《世界李氏》會刊，在2009年5月復刊。由於《世界

會」是聯絡團結各地宗親的重要組織，成立40多年來，歷屆宗賢全心全意

李氏》會刊的內容，主要是報導全球李氏的聯誼情況，傳遞李氏訊息，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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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彼此了解；這對我們敦宗睦族及宣揚李氏，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今

礎，並於十多年前在台北購置了會所。逢梧有幸擔任「世李」第11屆的理

後，尚請各位宗親們，多多支持《世界李氏》會刊。

事長，本人與李敏祕書長走遍了東南亞及世界各地，聯絡各地宗親，致力

1993年，瑞河在祖籍地福建漳浦，成立「天福集團」。今年1月，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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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規劃

於使會務活動世界化，特別鼓勵海外宗親會承辦懇親大會，得到各地宗長
族親的重視和支持，深感欣慰；對此，我要向各地宗親表達衷心感謝。

了「世界李氏宗親文化交流中心」，希望能夠提供給宗親們，作為交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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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所，並進而期望我們李氏一族，能夠更加興盛發展。今年9月22日，本會

家庭，已在海內外產生非常大的影響，深受重視。現在文龍宗長亦十分重

文龍理事長，率團來到福建敦宗交流，特別向「天福」獻上祝賀；我想藉

視與各地宗親的聯絡，積極推動會務；相信「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凝聚大

此機會，向文龍理事長，再次表達感謝。

家的智慧和力量，共同在新的歷史時期，一定能做出更大的貢獻。
現在「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可說是人才濟濟，本族熱心族運的菁英，

新工程竣工」，我衷心祝賀「新加坡李氏總會」，慶典圓滿成功，會務日

都對宗族十分熱誠。宗親會志在弘揚祖德，敦宗睦族，聯絡宗誼，交流合

益昌隆，並祝福貴會走過這110個春秋之際，宗親們更加團結、更加凝聚；

作，群策群力，讓會務工作更上一層樓，讓李氏族運興旺發展。祝福大

同時祝福全球宗親們，平安健康，鴻圖大展，謝謝！

家，身體健康，事業成功發達，家庭幸福美滿，萬事如意，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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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烈祝賀「新加坡李氏總會」成立110週
碑，標誌著幾代李氏族人在新加坡開拓奮

全體的宗親及工作人員，表達誠摯的敬意與感

特 別 報 導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永久名譽理事長
李逢梧

「新加坡李氏總會」承辦，並且在新加坡

氏宗親總會」的一份子，在此謹向新加坡

16

【大會嘉賓致詞】--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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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別 報 導

--【大會嘉賓致詞】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永久名譽理事長
李滄洲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會員代表大會暨全
球李氏懇親大會」，首次在新加坡召開，由

來，一年比一年美好；今年的大會，有87個

向李友福會長，以及新加坡的全體工作人

顧我們「世李」的歷史，從1971年草創

員，表達衷心的感謝；謝謝你們為這次

成立開始，已經有45年的光輝歷程；我

大會，奉獻無數的時間與心力，讓宗親

們台灣的理事長們，為我們的李氏，付

們能夠藉由大會的召開，歡聚一堂，彼此

出了很多的心力，為我們打下很好的基

來共襄盛會，都感到非常歡喜。滄洲曾經於2005至

礎；他們的努力，使我們非常感激。
菲律賓的逢梧宗長，在全球李氏和台灣宗
親的大力支持下，成為第一個擔任我們理事長的海外

2008年期間，負責主持「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12屆的會務；當時承蒙前

宗長；逢梧宗長致力於協助「世李」走出台灣，邁向全球；所以，對於我

幾位理事長與全球各地宗親的支持和協助，使得會務能夠順利拓展，我謹

們能夠在全球逐步打開這個場面，逢梧宗長的功勞真的很大；雖然我們後

藉此機會，向全球各地的宗長宗親們，表達我由衷的感謝。

來的幾位理事長也做了很多努力，但最主要的是開拓者、開路者，因此我

我們菲律賓的李氏宗親，這幾十年來，一直都非常支持「世界李氏

們非常感激逢梧宗長和歷任的理事長。

宗親總會」，每次有舉辦大會，都積極組團參加。四十多年前，「世界李

2009年，是我擔任理事長之後，第一次帶領「世李」主辦大會，當時

氏宗親總會」要籌備成立的時候，菲律賓當時的理事長──已故的李峻峰

全球李氏齊聚河南省鹿邑縣，在老子的故里舉辦「第13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

老先生，是籌委會副主任之一；他曾經提醒我們，往後也一定要繼續支持

會暨2009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這是我們「世界李氏宗親總會」首次在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中國內地舉辦大會。第二次在中國內地舉辦是2014年，我們到了甘肅的隴

如今，參加「世李」所主辦的全球大會，人數逐年增加，盛況非凡；

西縣；隴西是我們的發源地，所以「2014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在隴西召

這表示我們「世界李氏宗親總會」，被全球李氏宗親認同及愛護，成為全

開，別具意義。第三次，就是明年將在福建省石獅市舉辦的「2017年全球

球李氏宗親大家共同擁有的一個「大家庭」。所以，希望各位宗親，以後

李氏懇親大會」，我們樂觀其成。

經常來參加這個全球性的盛會；也希望「世界李氏宗親總會」，今後繼續
將全球各地的李氏宗親團結起來，共同創造我們李氏更加輝煌的未來。

我們「世李」不僅走出台灣，邁向全球，我們還要到中國內地以及世
界更多的國家舉辦大會，並協助成立更多的李氏宗親會，這就有賴我們日
後的共同努力；希望我們能將「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發展得更壯大，使得

工程竣工」，我衷心祝福「新加坡李氏總會」，會務蒸蒸日上，慶典圓滿

當大家提到「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時候，我們都會感到光榮與驕傲。祝

成功；也祝福全球宗親們，身體健康、旅途愉快，謝謝！

福大家身體健康，家庭美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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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成立四十多以
宗親代表團來參加，真的是蓬勃發展。回

我與菲律賓的宗親們，對於這次能夠前

特 別 報 導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永久名譽理事長
李常盛

「新加坡李氏總會」承辦；我在此，要先

交流，維繫情誼；謝謝你們！

16

【大會嘉賓致詞】--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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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別 報 導

--【大會嘉賓致詞】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監事長
李清利
非常高興來參與我們「世界李氏宗親
念、會所大廈翻新工程竣工典禮」，這可說

到新加坡參加大會，整個代表團的人數大約

第15屆了；這十幾年來，我親眼看到「世界李氏
宗親總會」非常蓬勃發展，這全是因為歷任理事長，非常用心領導「世界
李氏宗親總會」的結果；所以我要向現場這5位「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歷任
與現任的理事長──瑞河宗長、逢梧宗長、滄洲宗長、常盛宗長、文龍宗
長，表示敬意與感謝；我同時也要感謝新加坡的友福會長和籌委會的全體
工作人員，把這個大會辦得這麼盛大成功。在此祝福大會圓滿，也祝福各
位身體健康，事業發達，萬事如意！

全加李氏總公所 理事長
李安華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名譽理事長)

有70多人。昨天的「歡迎晚宴」上，文龍理
事長說，在美國正準備要選舉總統的期間，美
國的宗親仍然組團來參加大會，對我們表示感謝。
雖然11月8日就要展開投票選舉了，但是我們仍然來參加「世界李氏宗
親總會」所主辦的「全球李氏懇親大會」，因為我們覺得這是我們李氏一
年一度的大事，非常重要，所以我們有70多人前來共襄盛會。我謹代表美
國的宗親們，祝福「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和「新加坡李氏總會」今年的大
會圓滿成功，謝謝各位！

香港李氏宗親會 董事會主席
李鋈麟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副理事長)

今天是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15屆第

我今天懷著一個很興奮的心情來到這

3次會員代表大會暨2016年全球李氏懇親大

裡，因為每年，我都期盼著懇親大會；雖然

會」，以及「新加坡李氏總會成立110週年紀

比較忙，但我還是要來，因為我要和我的弟

念」和「新加坡總會大廈翻新工程竣工典禮」
的大喜日子，我謹代表「全加李氏總公所」、代表

兄姊妹們見個面，說一聲：「大家好！」
我們「世界李氏宗親總會」這個大家庭，參與

「溫哥華李氏公所」，向「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及「新加坡李氏總會」表

的人愈來愈多，今年有1400多人共襄盛會，人數已經破紀錄了；雖然人數

示熱烈的祝賀。

多將面臨的問題也多，但是我相信一切的問題都可以解決的；因為我們大
家都是姓李，老子是我們共同的祖先，大家可以互相扶持。我見到今年有

榮幸。會員代表大會和懇親大會，是世界李氏宗親的宗誼盛事，這對聯絡

很多年輕人來參加大會，希望大家每年都能踴躍參加我們「世界李氏宗親

宗親，敦睦宗誼，互相交流，互相學習，互相溝通，都具有非常深遠的意

總會」這個懇親大會；在此祝願「新加坡李氏總會」110週年，大展鴻圖，

義。最後祝《三禧慶典》圓滿成功，祝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勝意！

李氏開枝散葉，謝謝！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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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副理事長)
我們「美國李氏代表團」遠從美國來

我從第10屆擔任監事長以來，到現在已經

特 別 報 導

全美李氏敦宗總公所 元老
李可喬

總會」的大會以及「新加坡成立110週年紀
是三喜臨門，我誠摯地向大會表達祝賀。

16

【大會嘉賓致詞】--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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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別 報 導

--【大會嘉賓致詞】
台灣李氏宗親總會 理事長
李傳進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副理事長)
親總會」，出席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15

好！振強是前任「印尼李氏宗親會」的主

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暨2016年全球李氏懇

席，現在是永久名譽主席；很高興能夠在這
裡和大家歡聚在一起。
這次「全球李氏懇親大會」，以及「新加坡李

典》，我覺得這是一個相當難得的機會，因為能與各位宗親們齊聚一堂，

氏總會成立110週年紀念」，在我們「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文龍理事長與新

互相交流、敦睦宗誼，並一起為「新加坡李氏總會」獻上祝福，為我們全

加坡友福會長的領導之下，以及新加坡全體工作人員的辛苦努力之下，辦

球李氏一起共創輝煌，這是非常可貴的事情。我謹祝福「世界李氏宗親總

理得非常好；我在此敬祝這次盛會圓滿成功，並祝福大家身體健康，萬事

會」及「新加坡李氏總會」會務昌隆，大會圓滿成功，謝謝大家！

如意，心想事成，家庭幸福，謝謝！

澳門李氏宗親會 理事長
李子豐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副理事長)

馬來西亞李氏總會 總會長
李福成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副理事長)

我是來自澳門的李子豐，澳門最近回

非常榮幸能出席這一年一度的「全球

歸17週年，我們「澳門李氏宗親會」在澳門

李氏懇親大會」，我覺得這個大會，不論

成立了2週年。這次澳門組成代表團來到新

在哪個國家舉辦，都非常成功；這代表我們

加坡，參加「世界李氏宗親總會」主辦、「新
加坡李氏總會」承辦的懇親大會，我們感到非常高
興。「新加坡李氏總會」成立了110週年，走過那麼長的歲月，相信有許多
的經驗，能讓我們澳門從中學習到很多東西。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現任的理事長與歷任的
理事長們，都做得很棒！他們努力為「世李」奔走
世界各地，這是我們李家的光榮。
在這裡還要祝福「新加坡李氏總會」這個《三禧慶典》圓滿成功的
舉辦；看到大家齊聚一堂，心中非常開心；我覺得我們李家，情誼越來越

往，持續促進李氏宗親之間的交流，一起為李氏共謀福祉；祝大會圓滿成

濃，讓我們一起把李氏文化，弘揚到全世界。我謹代表「馬來西亞李氏總

功，祝大家身體健康，謝謝！

會」，祝福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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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副理事長)
各位來自全球的宗長、宗親們，大家

年紀念、會所大廈翻新工程竣工典禮」的《三禧慶

特 別 報 導

印尼李氏宗親會 永久名譽主席
李振強

大家好！今年能夠代表「台灣李氏宗

親大會」，以及「新加坡李氏總會成立110週

16

【大會嘉賓致詞】--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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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別 報 導

--【大會嘉賓致詞】
泰國李氏宗親總會 理事長
李振來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副理事長)
表泰國的宗親，預祝大會順利成功，並謝謝

宗親，組團來參加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15

次承辦「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大會，同時慶祝我

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暨2016年全球李氏懇親
大會」及「新加坡李氏總會成立110週年紀念」
的慶典。

們「泰國李氏宗親總會」成立50週年；當時承蒙全球各地宗親組團來參

前面幾位宗長都講了很多，我就不再多講了；我謹代表「柬埔寨隴西

加，我想藉著今天的機會，再次向大家表達感謝；同時也祝福「新加坡李

李氏宗親總會」，預祝本屆大會圓滿成功，並希望大家身體健康，年年有

氏總會」會務更加昌隆興盛；謝謝！

今日；明年再見！

菲律賓隴西李氏宗親總會 理事長
李世欽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理事)

中國鹿邑李氏文化研究總會 會長
李文德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副理事長)

我非常榮幸和「菲律賓隴西李氏宗親

首先熱烈祝賀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

總會」與各分會，以及「粵僑李隴西堂」的

15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暨2016年全球李氏

宗親們，一起來參加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

懇親大會」在新加坡勝利召開，衷心感謝

15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暨2016年全球李氏懇親
大會」及「新加坡李氏總會成立110週年紀念暨新
加坡李氏總會會所大廈翻新工程竣工典禮」的慶典活動。

「新加坡李氏宗親總會」的盛情接待！
中國鹿邑是我李姓的發源地，也是老子的故
里。鹿邑的「中華李氏大宗祠」自開工建設以來，得到了海內外李氏宗
親、企業家的大力支持，紛紛捐款捐物。我們對於「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動；在此我謹代表「菲律賓隴西李氏宗親總會」與各分會及「粵僑李隴西

再次把全球共建中華李氏大宗祠的提案列入議程，表示感謝；並且對於慷

堂」全體同仁，向大會致以最真誠的問候和衷心的祝福，預祝大會圓滿成

慨解囊，捐資支持大宗祠建設的各位宗親們，也再次表示感謝；同時懇切

功，取得豐碩的成果。同時我也要藉此難得的機會，向所有來自世界各地

希望全球李氏宗親、企業家，繼續關心支持大宗祠的建設。祝大會圓滿成

的李氏宗親們，表達親切的問候和誠摯的祝福！

功，祝宗親們身體健康，闔家幸福！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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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眾多李氏族親歡聚一堂，場面熱鬧非常，內心感到非常興奮和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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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副理事長)
各位宗親大家好！很高興與柬埔寨的

記得三年前(2013年)，我們泰國也曾經首

特 別 報 導

柬埔寨隴西李氏宗親總會 會長
李瑞中

各位宗長、宗親們，大家好！我謹代
新加坡宗親們的盛情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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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嘉賓致詞】
越南李氏宗族祖堂
副會長 李世光

大家好！我代表趙郡李氏宗親，對這

的李振基會長(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副理事

次大會的隆重召開，表示最衷心的祝賀！

長)，向大家表示問候之意；我們會長現

「全球李氏懇親大會」是全世界李氏宗親

在年紀比較大一些，不能來參加這次的大

的一件大事；幾十年來，在「世界李氏宗親

「2016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及「新加坡李氏總
會成立110週年紀念」的慶典活動，我感到特別榮幸。

總會」的積極主導下，李氏宗親不斷加強聯
誼，增進了團結與交流，形成了全球性的影響，
這是全世界李氏宗親的共同榮耀。

雖然這次是新加坡首次承辦「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年度大會，但是

中國隆堯是李氏祖源地，是趙郡李氏的祖庭，是中華李氏的發祥地之

在10年前，「新加坡李氏總會」100週年紀念慶典的時候，我們也有參加；

一。我們積極向「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提出了申辦「2018年全球李氏懇親

所以這次來參加新加坡承辦的大會，我們同樣感到非常高興與感謝。我謹

大會」，以擴大華夏李氏在祖國北方的影響力，我們期待著這一時刻的到

代表「越南李氏宗族祖堂」及我們的會長，向大家表達祝福，希望大家身

來！衷心祝願世界李氏宗親團結友愛、興旺發達、自強不息！最後預祝大

體健康，萬事如意，來年再相會，謝謝！

會圓滿成功！

旅緬隴西堂
顧問 李振榮

福建省石獅市隴西文史研究會
會長 李榮燦

欣逢世界李氏宗親總會舉辦「第15屆

很榮幸有機會參加「2016年全球李氏

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暨2016年全球李氏懇親

懇親大會」的三禧同慶盛會，我代表石獅

大會」，本人代表緬甸仰光各李氏宗親，向

市全體李氏宗親，感謝大會精心籌備，讓

大會表示熱烈祝賀，並向與會的廣大宗親們

我們與來自全球各地的李氏宗親歡聚一起，

致以誠摯的問候，祝賀大會慶典圓滿成功。

共敘宗誼；並藉此機會，再次感謝文龍宗長在

世界各地的李氏宗親們，今天在新加坡相聚，

今年4月份率團親臨石獅市考察，承蒙「世界李氏

增進同宗之間的聯繫與凝聚力，同時也促成世界各種文化涵養的李氏子孫

宗親總會」及各位宗親的眷顧和鼓勵，給予石獅市承辦

齊聚一堂。我們李氏宗親，世世代代都繼承著中華固有文化的美德和祖先

「2017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的機會。
我們將在「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指導下，做好各項籌備工作；同時

的重要性，更懂得了長期生存，取自社會回饋社會的道理。最後希望同宗

我在此誠邀世界各地的宗親們，2017年我們石獅市再相會。最後，讓我們

們以欣喜的心情，開拓進取，再接再厲，繼續把李氏的精神發揚光大，為

共同祝願「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會務昌隆，再創輝煌！全球李氏懇親大會

僑居國的建設發展而努力，為祖籍國締造更美好的將來，謝謝大家！

圓滿成功！祝各位嘉賓、宗親們，身體健康，事業騰達！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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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優良傳統精神；今天我們李氏宗親的年輕一代，懂得了優良文化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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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隆堯縣趙郡李氏宗親聯誼會
名譽會長 李景山

我謹代表我們「越南李氏宗族祖堂」

會，他覺得很抱歉；但是我可以代表他來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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