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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檳城李氏宗祠慶祝成立166年
暨復興祖業92週年紀念慶典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祕書處
「馬來西亞檳城李氏宗祠」（以下簡稱「檳城李氏宗祠」、宗祠）於
2017年7月15日晚間，在該宗祠禮堂盛大舉辦「慶祝成立166年暨復興祖業
92週年紀念慶典」。
「馬來西亞檳城李氏宗祠」曾於2013年7月12日舉行「88週年慶典」
（相關報導請參閱本刊第10期P.106~111），當時皆認為宗祠係建於1925
年。然而，2015年進行宗祠產業修復工程時，接獲了「檳城古蹟信託協
會」關於「檳城李氏宗祠」最初祠址的資料和文件，後來再經過多次的查
證，最後確認「檳城李氏宗祠」事實上是在1851年英國殖民地時代便已成

2017年7月15日，「馬來西亞檳城李氏宗祠」舉辦「慶祝成立166年暨復興祖業
92週年紀念慶典」；「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李文龍理事長(左6)應邀出席祝賀。

立，是馬來西亞最早的李氏宗祠。
「檳城李氏宗祠」的同仁認為，應將此一重大發現昭告各界——「馬
來西亞檳城李氏宗祠」實際已建祠166年了！於是舉辦了此次的紀念慶典，
廣邀各地宗親前來參加，並將慶典主題訂為「追溯歷史一六六，復興祖業
九二載；緬懷祖德頌偉績，開枝散葉振家聲。」
除了有「馬來西亞檳城李氏宗祠」主席李永龍、執行顧問李雅和、李
志煌、李永光以及檳城的宗長宗親之外，尚有「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理事
長李文龍、執行副理事長李國憲、「印尼李氏宗親會」永久名譽主席李振
強、「台灣李氏宗親總會」理事長李朝宗、「馬來西亞李氏總會」總會長

當晚，「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李文龍理事長應邀上台致詞，並與「檳
城李氏宗祠」李永龍主席互贈紀念品；晚會中並安排切蛋糕儀式，眾人共
同歡慶「馬來西亞檳城李氏宗祠」成立166週年！

1925年：修建大伯公街39號，作為族人祠堂。
1964年：新建的隴西大廈，舉行落成開幕。
2012年：將大伯公街39號的祠堂改建為「懷賢廳」。
2015年：在進行宗祠產業的修復時，歷史學家提出相關文獻資
料，重新確認「檳城李氏宗祠」應是在1851年成立。
2017年：7月15日，舉辦「慶祝成立166年暨復興祖業92週年
紀念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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隴西文史研究會」會長李榮燦等宗長出席盛會。

1851年：遠渡重洋南來馬來西亞的李氏先輩，立祠於
檳城觀音亭後街地段，以團結宗親。
（在2015年之前，此一事實尚未被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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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福成、「馬來西亞馬六甲李氏宗祠」執委李亞諺、「中國福建省石獅市

馬來西亞「檳城李氏宗祠」編年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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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李氏總會第41屆執監委就職典禮
李志遠宗長榮任新屆會長
◎資料提供：新加坡李氏總會

「新加坡李氏總會」第41屆執監委（2017-2019年度）暨「新加坡李
氏互助會」第36屆理事（2017-2019年度）就職典禮，於2017年7月30日上
午，在新加坡京華大酒店萬喜樓隆重舉行；李志遠宗長當選「新加坡李氏
總會」新任會長，李為萬宗長連任「新加坡李氏互助會」主席。
本屆執監委與理事就職典禮，邀請「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理事長李文
龍宗長（亦為新加坡李氏總會 永久名譽會長）擔任監誓人；李志遠會長率
領第41屆的執監委，在李文龍理事長的見證下進行宣誓，文龍理事長並在

2017年7月30日，「新加坡李氏總會」第41屆執監委（2017-2019年度）就職
典禮監誓人李文龍宗長(右2)，頒發委任狀予新任會長李志遠宗長(左2)。

宣誓冊上簽名，完成儀式；「新加坡李氏互助會」第36屆理事就職典禮，
也隨後舉行。儀式結束，全體執監委合影留念，就職典禮圓滿禮成。

「新加坡李氏總會」第41屆執監委就職典禮，邀請「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李文龍理事長
（新加坡李氏總會永久名譽會長）擔任監誓人。 左起：李為萬、李文龍、李志遠

前排坐者(左起)：李為萬、李篤從、李春木、李萬堂、李友福、李志遠、
李文龍、李五福、李坤成、李金樹、李雅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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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始祖其洪李公開基雙峰1070週年祭祖慶典
於中國福建省永安市隆重舉行
◎資料提供：中國福建永安皇歷江王祠
文化研究會
2017年9月29日，唐始祖其洪李公開基
雙峰1070週年祭祖慶典，在中國福建
省永安市貢川鎮教忠堂隆重舉行。
來自台灣、廣東、浙江、江蘇、
廣西和福建各地的海內外42個
宗親代表團800多人齊聚永安祖
地，祭祀祖先，展現了李氏宗親

中國「福建永安皇歷江王祠文化研究會」李榮芳理事長(前排左5)與「台灣李氏
宗祠」李哲勝副董事長(前排左4)及李太源宗長(前排左3)等宗親們合影

同根同祖、血濃於水的宗族凝聚
力，以及親情割不斷、血脈總相
連的宗族向心力。
本次祭祖大典，收到來自世界李氏
宗親總會、泰國李氏宗親總會、甘肅隴西李
氏祖籍臨洮聯誼研究會、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員會發來的賀信，
並於慶典現場宣讀。
祭典前一天，還舉行了「福建永安皇歷江王祠文化研究會」第1屆第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與會的海內外宗親代表共聚一堂，互相交流。其中，
「福建永安皇歷江王祠文化研究會」理事長李榮芳致歡迎詞，「台灣李氏
「廣東懷集縣李氏宗親聯誼會」會長李宗澤、「廣東普寧上寮李氏宗族理
事會」會長李丹青、「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員會」副會長李林
洲、「福建安溪湖頭封君公後裔理事會」李瑞榮等應邀致詞，為永安提出
了寶貴的建議。

2017年9月29日，唐始祖其洪李公開基雙峰1070週年祭祖慶典，
在中國福建省永安市貢川鎮「教忠堂」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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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李氏代表團

到達石獅市天已黑了，我們耽
誤了報到時間；放下行李，也不洗
臉，也來不及更換衣服，匆匆忙忙趕

參加2017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散記
◎全美李氏敦宗總公所顧問
李樹邦

到歡迎宴會的大廳，正好上菜了，總
算及時到達。「歡迎晚會」在石獅市
的「明昇鉑爾曼酒店」的二樓和三樓
國際廳同步舉行，宴會大廳寬敞、明
亮、豪華，每個大廳容納一千餘人同

2017年11月3日至5日，世界李氏宗親總會「2017年全球懇親大會」，
在中國福建省石獅市隆重舉行；本屆大會，由「世界李氏宗親總會」主

時進餐綽綽有餘；在晚會上，各代表
團互贈紀念品。

辦，「福建省石獅市隴西文史研究會」承辦。出席人員有來自全球12個國

第二日，11月4日，先在「石獅

家和地區，超過2000人，盛況空前；其中出席人數最多的是中國各地的李

市服裝城會展中心」後面廣場全體代

氏宗親團體，共計963人；其次是馬來西亞329人，第三是台灣208人；而美

表大合照；然後在會展中心廣場，各

國組成以李衛新元老為團長的代表團，人數也高達104人。

國代表團依次列隊站立；在宣布開幕

「美國李氏代表團」各自乘飛機或其它交通工具抵達石獅市；我們幾

後，進行祭祖儀式。此次祭祖與前幾

人結伴，乘南方航空由廣州轉機去廈門，廣州去廈門的航程只不過一個多

次都不同；首先，從廣場入口直至主

小時，但飛機卻誤點5個小時。到了廈門，受到大會接待人員的熱情接待；

席台，一路舖上紅色地毯；主席台宣

拍照留念之後，急忙派車送我們去石獅市；但剛好遇到下班高峰時間，路

布，地毯通道是太上老君伯陽公進場

上塞車，本來約一個小時的車程，又走了兩個多小時才到；正是「屋漏更

的通道，一律不得站立。在一隊洋樂

遭連夜雨，船遲偏遇對頭風」。

隊吹奏進行曲後，太上老君準備進場
了！首先是一隊全副武裝、身佩古式
盔甲的武士在前開道；接著是一群身
穿雪白裙子的美女，帶著花籃或燈
籠隨後；再來就是中國古樂隊演奏樂
曲，以仗聲威；再有一位武士高舉大

160

一列隊伍順著紅地毯走上祭
壇，太上老君塑像端放在祭壇正中，
供人崇拜。所有祭祖的主祭者及陪祭
美國李樹邦宗長(中)及美國宗親，在機場受到「承辦單位」接送團隊的歡迎。

者（各代表團長及著名人士數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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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我們收穫的是血溶於水的親
情，是酣暢淋灕的幸福感。李氏先
賢，為國家的繁榮、經濟的發展、
文化的振興、社會的進步，做出重
大的貢獻。這份榮耀，屬於全球李
氏宗親；這份榮耀，也是維繫全球
李氏宗親大團結的堅韌紐帶；這份
榮耀，更是激勵全球李氏宗親奮發
圖強、再創輝煌的強大精神動力。
隨後是李祺福宗長代替李清利監事
長致詞，接著是多名副理事長、各

2017年11月4日的「祭祖大典」，在「石獅市服裝城會展中心」的廣場舉行。

均雙膝下跪，手持祭品行拜祭大禮，下跪有十多次之多；祭祖時間長達一
個多小時，鄙人頭一次看到如此的拜祭大禮。
祭祖典禮圓滿結束，眾人移師到萬佳國際酒店，參加「全球李氏懇親

代表團團長等相繼上台發言，時間
長達兩個多小時。

嘉賓致詞後，致贈紀念牌及感謝狀。隨後，由新任理事長李振強，頒
發證書及聘書；美國代表榮獲證書與聘書的名單如下：

大會」。大會開始，播放「世李總會」會歌；然後是李文龍理事長致詞，

副 理 事 長（證書）：李可喬、李衛新

他向福建的李榮燦會長致謝，以及感謝福建同仁的辛勞，讓大會成功舉

常 務 理 事（證書）：李殿邦、李伯源

辦；他指出，這次大會，也是迎新送舊的大日子，印尼的李振強宗長，在

名譽理事長（聘書）：李達平、李啟文、李振才、李焯宗、李英儒、
李偉羨、李彪

今年八月榮獲全球宗親的推崇與支持，當選「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16屆
理事長，他將接棒掌舵，帶領「世李」持續向前邁進。
接著，「世界李氏總親總會」理事長印信交接，由第15屆理事長李

問（聘書）：李樹邦

（以上受頒人員照片請見P.125）

獲頒人員在現場的，都到台上接受李振強理事長親自頒發的證書。

文龍把印信移交給第16屆理事長李振強；交接後，響起熱烈的掌聲。第16

11月4日晚上，是「世界李氏之夜」，假萬佳國際酒店舉行。石獅市籌

屆理事長李振強在大會致詞，他說：「振強擔任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16屆

劃的歌舞表演，精彩紛呈，節目安排獨具匠心，照顧到各方的風格，可以

的理事長，感到非常榮幸，覺得今後責任深重，謝謝大家對我的信任」、

說是國家級的表演。河北省隆堯縣也顯示實力，派出代表隊表演了一個非

「振強今日接任理事長，要學習的地方還很多，請歷屆理事長們，不吝

常精彩的節目。

給予指教。」、「今年在福建省石獅市舉辦大會，在此衷心感謝承辦單

第三天，是泉州市景點「半日遊」；我們首先到「開元寺」參觀，然

位——福建省石獅市隴西文史研究會的全體工作人員，謝謝你們辛苦為大

後參觀泉州著名的老子石像，大家拍照留念。晚上是「歡送晚會」，席間

會付出時間與心力。」

宣布「2018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10月18日在中國河北省隆堯縣舉行，

「福建省石獅市隴西文史研究會」會長李榮燦致詞，他說：我們懷著
萬分喜悅之情，歡迎前來福建石獅市參加大會的各位宗親和各界貴賓。在

全場掌聲雷動；隆堯縣代表接過「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會旗，在台上飛
舞飄揚，在高唱歌曲後，大會閉幕，相約明年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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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樹邦宗長與其夫人
於中國福建省石獅市地標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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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港石獅市李氏宗親慶賀團

宗親們寒暄片刻，即乘搭旅巴直赴慶賀團的住宿地點——綠島國際酒店。
當日晚間，我們與來自全球各地100多個代表團、超過2000多人齊集在

參加2017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
◎旅港石獅市李氏宗親慶賀團祕書長
李賢逸

明昇鉑爾曼酒店，參加了大會承辦單位「福建省石獅市隴西文史研究會」
安排的「歡迎晚會」；會場洋溢著濃濃宗情族誼，我們共敘手足之情，共
祝族務興旺，共祝祖國繁榮昌盛！
11月4日上午，首先舉行「祭祖大典」；與會的宗親們，對仙祖——李
耳（老子）崇敬拜祭，大家緬懷仙祖及吾族先輩。隨後，「2017年全球李

秋風送爽，晴空萬里。在這美好的季節裡，「世界李氏宗親總會」主

氏懇親大會、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15-16屆理事長印信交接」隆重舉行；大

辦的「2017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在我們的家鄉——中國福建省石獅市

會上，有「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新任的理事長李振強等多位嘉賓致詞，大

隆重召開；旅居香港的石獅市李氏宗親，組成了一個超過60人的龐大慶賀

家紛紛表示應團結廣大宗親，為吾族的事業興旺多作貢獻。「石獅市隴西

團，參加了這次盛會。

文史研究會」李榮燦會長、全國政協李賢義宗賢、本團團長李重欣宗賢也

2017年11月3日早晨，宗親們懷著萬分喜悅的心情，齊集在香港北角城
市花園酒店；上午7時30分，慶賀團浩浩蕩蕩地出發，直赴家鄉石獅市。當
天下午4時許，由李重欣宗賢擔任團長所帶領的「旅港石獅市李氏宗親慶賀
團」抵達時，家鄉的宗親們已在泉州動車站出口大堂，迎接我們的到來；

都分別致詞，他們呼籲宗親們精誠團結、遵循祖訓、銘記家訓，傳承李氏
文化，為吾族事業多出一分力量，為祖國繁榮發達多作貢獻。
11月5日，大會已接近尾聲；當晚在明昇鉑爾曼酒店舉行「歡送晚
會」，宗親們三天聚首，話別難捨，大家期望2018聚首隆堯！

旅居香港的石獅市李氏宗親，組成慶賀團參加2017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

2017年11月4日「旅港石獅市李氏宗親慶賀團」於祭祖大典的廣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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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誼˙傳承˙分享——
海外李氏宗親總會第13屆懇親大會
◎原作者：全美李氏敦宗總公所總幹事 李健雄
文字節錄整理：本刊編輯部
海外李氏宗親總會（以下簡稱“總會”）第13屆懇親大會，於2017年
11月7日至9日，在中國廣東省中山市京華世紀酒店舉行；來自海外的李氏
宗親約260人雲集中山市，商討族務，共敘宗誼。這是海外宗親三年一度的
盛事，本屆大會的主題是「聯誼．傳承．分享」。
「海外李氏宗親總會」從上世紀九○年代至今20多年，已連續7屆在祖
國故鄉舉辦懇親大會，開了三藩市傳統僑團在祖國舉行懇親會的先河。本

會議廳參加揭幕禮，典禮由「李氏敦宗總公所」總幹事李健雄任司儀。上

屆懇親大會首次在中山市舉行；中山市人傑地靈，人才輩出，係偉大的民

午9時正，揭幕典禮開始；首先請李光首席會長就位，隨後依次是：會長李

主革命家孫中山先生的故鄉；中山市是廣東省著名僑鄉，亦是「珠三角」

煥誠、李國寵、李振才、李可喬、李國威、李健民、李有全就位；祕書長

的重鎮，經濟文化發達；我們有機會在此舉行懇親會，感到非常榮幸。

李彪、副祕書長李玉田就位；全美元老李衛新、李焯宗就位；全美總長李

懇親大會有賴於「國務院僑辦」、「廣東省僑辦」以及「中山市政

各代表就位後，由李光首席會長主持揭幕；只見他的手指一按台上開

交流協會」合辦本屆懇親大會；在他們的具體指導和協助下，使得懇親大

關，太始祖老子聖像立即呈現在大螢幕上；全體人員起立，向聖像行三鞠

會能夠如期順利舉行。

躬禮。隨後，由會長李煥誠代表總會致開幕詞，李衛新元老則代表全美元
老團致詞；至此，簡短而隆重的揭幕典禮完成。
11月8日上午11時，中山市政府在酒店宴會廳舉行盛大宴會，招待懇親

首席會長以及廣東省僑辦、中山市海外交流協會等部門多方聯繫，並對各

大會全體人員；宴會由「外事僑務局」譚文輝副局長主持，介紹嘉賓後，

項活動作出具體安排，居功厥偉。

「廣東省僑辦」副主任黎靜代表省僑辦致詞，李彪祕書長則代表總會致答

11月7日，從中午起，來自各地的代表和觀禮員，陸續到達酒店報到。
下午6時，大會在酒店6樓「波士頓西餐廳」設自助餐，招待懇親大會全體
人員。晚餐結束後，隨即在餐廳召開預備會議；由籌備處長李煥誠報告籌

基金」捐贈二萬元人民幣善款；賓主雙方互贈錦旗和紀念品留念。
11月8日下午2時，參加大會的全體人員及嘉賓，在宴會廳拍大合照留
念。拍照後，舉行了兩次「海外李氏宗親總會會員代表大會」。李光首席
會長致詞說：總會的香港成員原有100多人，現在只有幾十人，請大家提出

期

期

備情況，李彪祕書長對議程作了說明；預備會議通過了各項人選安排。

謝詞。在宴會上，李光首席會長代表懇親大會，向中山市慈善總會「僑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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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總會祕書長李彪元老，為此付出精力，多次奔走香港、中國，與李光

11月8日，懇親大會揭幕。出席大會的代表與觀禮員，齊集在酒店4樓
166

本安、李秀湛，副總長李仁沛就位；全美顧問李偉文、李杰泉就位。

府」的大力支持；又得到李光首席會長的穿針引線，促成與「中山市海外

本屆懇親大會由美國「李氏敦宗總公所」（以下簡稱“總公所”）主

18

11月8日「海外李氏宗親總會第13屆懇親大會」在廣東中山市京華世紀酒店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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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貴意見，使總會繼續興旺發達。李彪祕書長報告了總會的情況，並提出
完善組織架構的意見。關於人選問題，李衛新元老提議李彪祕書長連任，
李仁沛財政主任連任；全體與會者一致鼓掌通過，會議到此圓滿結束。
晚上6時30分，懇親大會在酒店宴會廳舉行揭幕公宴，約400人出席。
宴會由「總公所」顧問李殿邦主持；李光首席會長致歡迎詞時表示，總會
於1980年代初成立，有賴歷屆會長及宗親的共同努力，秉持愛國愛鄉的理
念，辦好懇親大會，期望宗親們多互動聯誼，使會務更上一層樓。
「總公所」李可喬元老致公宴詞，他感謝首席會長李光和祕書長李
彪，為籌備工作付出巨大的精力，使懇親大會圓滿成功；他還回顧了去年
（2016年）在紐約舉行「全美李氏懇親大會」的盛況，有近500名代表及
觀禮員參加，他提出要培養年輕一代，讓更多年輕人投入李氏大家庭，讓
薪火永續，後繼有人。廣東省台山市「敬修職業技術學校」校長李炎良，
代表該校致賀詞。「總公所」總幹事李健雄介紹嘉賓，並宣讀「國務院僑
辦」的賀函以及「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賀函。
2017年11月9日，大會安排中山市一日遊；早餐後，眾人分乘六輛巴
士，直奔翠亨村。第一站是參觀孫中山先生故居和博物館；首先到「孫中
山紀念館」向孫中山銅像獻花籃致敬，然後參觀孫中山故居及各項歷史文
物，緬懷孫中山先生為中國民主革命，推翻帝制而奮鬥一生的偉大功績。

上圖：2017年11月8日，全美元老李衛新以「世界李氏宗親
總會」副理事長的身分，代表「世李」向大會致贈
賀儀。左起：李樹邦、李振才、李彪、李可喬、
李光、李衛新、李焯宗、李煥誠。
右圖：2017年11月8日，全美元老李可喬(左)向「海外
李氏宗親總會」首席會長李光(右)致贈感謝牌。
下圖：2017年11月9日，與會者在廣東省中山市翠亨村的
「孫中山紀念館」前合影。

第二站是到古鎮紅木城參觀，該鎮以生產紅木家具聞名。午餐後，車隊開
往第三站小欖鎮；小欖鎮素以菊花聞名，種植菊花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
每年秋天都舉辦菊花展，是小欖鎮一年一度的盛事。
下午6時半，懇親大會在「小欖人家酒樓」舉行閉幕典禮和公宴。閉
幕典禮由「李氏敦宗總公所」全美顧問李偉文任司儀，李振才會長任監誓
人；全體職員及新會員在李振才會長的引領下，高舉右手宣誓就職。隨

11月10日，懇親大會圓滿結束，大家告別中山市，繼續下一個行程，
到廣東省台山市祭祖。下午2時，到達下榻的台山市碧桂園酒店；入住後，
下午6時，前往嚮往已久的「興華第一家」享用著名的台山黃鱔飯，還有許
多的台山家鄉風味菜；久違了！眾人大快朵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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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接著舉行閉幕公宴，宴會在愉快的氣氛中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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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上午，在台山市草朗街「李氏大宗祠」舉行祭祖典禮。當
宗親抵達時，「敬修職業技術學校」的醒獅及師生代表，列隊在門前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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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粵僑李隴西堂 換屆就職典禮

迎；李彪元老和李殿邦顧問，為祭祖各捐贈一頭瑞獅給敬修醒獅團。祭祖

李錦倫宗長榮膺新屆理事長

典禮由「芝加哥李氏敦宗公所」顧問李國雄任司儀，「總公所」顧問李樹
邦恭讀祝文；主祭者「總公所」主席李煥誠、「紐約李氏總分所」主席李
國威，全體人員在主祭者以及各位元老、首長的引領下，向太始祖虔誠祭

◎資料提供：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永久名譽理事長 李滄洲

祀。禮成後，全體人員乘車前往「敬修職業技術學校」，參加慶祝敬修學
校建校95週年、新校區落成9週年慶典暨獎教、獎學大會；中午在敬修學校
飯堂享用自助餐；晚上，在碧桂園「君海悅酒家」舉行祭祖公宴。

「菲律賓粵僑李隴西堂」於2017年11月26日晚間，在菲律賓岷市

11月12日，懇親大會圓滿結束，曲終人散；有的踏上歸途，有的繼續

（Manila）「豪門鮑翅海鮮酒家」舉行「慶祝成立114週年紀念暨第115連

探親訪友。本屆懇親大會舉辦得很順利、很成功，宗親們亦感到很滿意，

116屆職員就職典禮」，新屆理事長李錦倫及職員在「菲律賓隴西李氏宗親

期待下一次會更好！

總會」理事長李宏圖的見證下宣誓就職，並進行印信交接。
當晚的典禮，由「菲律賓粵僑李隴西堂」卸任的理事長李萬芳宗長
擔任主席，並邀請「菲律賓隴西李氏宗親總會」常務顧問李逢梧（「世界
李氏宗親總會」永久名譽理事長）任大會主講人、常務顧問李滄洲（「世
界李氏宗親總會」永久名譽理事長）進行專題演講，名譽理事長李世欽及
「菲律賓隴西李氏宗親總會-中北呂宋分會」理事長李霦生、「財團法人台
灣李氏宗祠」副董事長李明光等貴賓，也都應邀上台致詞。新任的李錦倫
理事長，在發表就職感言時表示，將會竭心盡力為宗親服務、為宗族事業
奉獻；同時，他也感謝「菲律賓隴西李氏宗親總會」歷年來對「粵僑李隴
西堂」的支持與協助。

菲律賓「粵僑李隴西
堂」理事長印信交接

170

「菲律賓隴西李氏宗親
總會」理事長李宏圖、
2017年11月11日，於「台山市李氏宗祠」祭祖。右起：美國總公所顧問李殿邦、
元老李衛新、芝加哥議長李國雄、元老李彪、台山市敬修職業技術學校校長李炎良

「粵僑李隴西堂」卸任
理事長李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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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僑李隴西堂」新任
理事長李錦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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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強理事長應邀訪問印尼峇淡

馬來西亞李氏總會50週年慶典

印尼宗親展現團結成立總會

暨籌募總會大廈基金聯歡晚宴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祕書處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祕書處

2017年12月1日，「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理事長李振強伉儷，應「印尼

馬來西亞李氏總會「慶祝50週年暨籌募總會大廈基金聯歡晚宴」，

峇淡李氏宗親會」的邀請，訪問印尼峇淡（Batam）島，受到該會宗親的熱

2017年12月2日晚間，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總會大廈基金自2015年開始

情歡迎。當天，李振強理事長向「印尼峇淡李氏宗親會」致贈《維繫李氏

籌募，截至晚宴當日，募款金額約150萬元令吉（MYR），距離目標200萬

情感˙團結印尼族親》的紀念錦旗，由該會李國強主席代表接受。

元，還剩最後一哩路。

交流大會，在金威港式海鮮酒樓舉行。印尼各地的李氏宗親，包括印尼雅

亞全國23個屬會宗長宗親們的熱心捐獻；他表示，「馬來西亞李氏總會」

加達、萬隆、棉蘭、西加省坤甸市、峇淡、占碑、巴東、丹絨檳榔、丹絨

已成立50年，至今仍沒有一個自己的家，但經過宗親們一起發願，共同努

巴萊、北干峇魯、峇眼亞庇等地的宗親們，皆應邀前來共襄盛會。在本次

力，展開籌款活動，相信很快可以實現。「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理事長李

的大會中，「印尼峇淡李氏宗親會」提出成立印尼李氏宗親總會的構想，

振強，亦應邀出席此次晚宴，並代表「世界李氏宗親總會」致贈錦旗祝

獲得了與會宗親們的認同與支持，決定成立印尼總會，共創印尼李氏的和

賀。當晚，李振強理事長和「馬來西亞李氏總會」總會長李福成及該會的

諧團結。

理事們，一起進行切蛋糕儀式，共同慶賀「馬來西亞李氏總會」50週年。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理事長李振強(左6)向印尼各地宗親代表致贈紀念錦旗並合影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理事長李振強(前排中)應邀出席馬來西亞李氏總會50週年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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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李氏總會」總會長李福成致歡迎詞時，鄭重感謝馬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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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日，由「印尼峇淡李氏宗親會」舉辦的印尼全國李氏懇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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