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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2)：
閩南獅城歡聚˙見證世李傳承──

2017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
本會第15-16屆理事長印信交接
◎文字：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祕書 基容
圖片提供：全球各地李氏宗親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以下簡稱本會、世李、總會）主辦的「2017
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於2017年11月3至5日，在中國福建省石獅市盛大
舉行，由「福建省石獅市隴西文史研究會」承辦。來自台灣、美國、加拿

歡迎晚會：「世界李氏宗親總會」主辦的「2017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於2017

大、香港、澳門、菲律賓、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泰國、柬埔寨、中
人出席盛會，是「全球李氏懇親大會」舉辦以來，目前人數最多的一次。

年11月3至5日，在中國福建省石獅市盛大舉行，由「福建省石獅市隴西文史研
究會」承辦，共計12個國家地區、超過2000人出席盛會。圖為11月3日晚間，在
「明昇鉑爾曼酒店」3樓國際廳舉行的「歡迎晚會」。

（編者按：以上大會人數，是根據主辦單位的統計，而且是有正式向「世

中國福建省石獅市舉辦，由「福建省石獅市隴西文史研究會」承辦；我在

界李氏宗親總會」報名的人數資料。本次大會人數統計，請見P.48~49。）

此，要先感謝石獅市的李榮燦會長，以及大會全體工作人員，謝謝你們為

大會的日程安排，依序為：2017年11月3日「歡迎晚會」；11月4

了這次的懇親大會，這麼努力、這麼辛苦地付出。我今年6月中旬，為了這

日「大合照、開幕典禮、祭祖大典、懇親大會、閉幕典禮、世界李氏之

次的懇親大會，二度率團前來拜訪及召開籌備會議時，受到你們盛情的接

夜」；11月5日「泉州市境內半日遊、歡送晚會」。在這次大會當中，世界

待，我想再次向你們說聲：謝謝！同時也感謝來自全球各地的宗親們，對

李氏宗親總會「第15屆理事長」李文龍與「第16屆理事長」李振強，在全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支持與愛護；大家能夠藉這個機會彼此交流，這

球各地宗親的見證下，完成印信交接，順利傳承。

對我們族誼的維繫，將會有很大的幫助。

國大陸等全球各地的宗親，共計12個國家地區、101個代表團、超過2000

首日（2017年11月3日）的「歡迎晚會」，在「明昇鉑爾曼酒店」3樓

這是中國大陸第3次承辦世李的「全球李氏懇親大會」；此次活動，

國際廳舉行。「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15屆理事長李文龍，代表「主辦單

是石獅市李氏宗親的榮耀，我謹代表「福建省石獅市隴西文史研究會」、

位」致詞歡迎全球各地宗親朋友的蒞臨；他說：

「福建省石獅市隴西李氏中青年理事會」，向與會的全體宗親，表示熱烈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2017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今年（2017年）在

的歡迎與衷心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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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年理事會會長」李棟梁，代表「承辦單位」致歡迎詞；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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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晚會 暢敘族誼

「福建省石獅市隴西文史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福建省石獅市隴西李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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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推動下，「全球李氏懇親大會」成為連接
全球李氏、敦睦宗誼、交流互動的大平台；世李的「全球李氏懇親大會」
在石獅市舉辦，要感謝「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厚愛與信任。懇親活動擔
負著李氏文化的傳承與保護，我們要繼承並不斷發揚光大傳統文化的精
髓，使李氏宗親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洪流中，奮勇向上，閃耀全球。
本次大會在籌備過程中，得到「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及海內外李氏
宗親團體的幫助和指導，得到石獅市全體李氏宗親的鼎力支持；眾多李氏
菁英出錢出力，籌謀擘劃，還有不辭萬里舟車勞頓參與盛會的宗親們，在
此，要對你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當日晚會，「承辦單位」安排了男女美聲演唱以及舞蹈表演等節目；
賓主雙方亦藉機互贈紀念品，各地宗親在歡樂的氣氛中，暢敘族誼。

開幕典禮 隆重祭祖
第二天（2017年11月4日）上午08:30，在「石獅市服裝城會展中心」
後面廣場，進行「大合照」；合照結束之後，眾人聚集在「石獅市服裝城

開幕 & 祭祖：11月4日上午，於「石獅市服裝城會展中心」廣場，先舉行簡單的

會展中心」廣場，準備舉行「開幕典禮」。

「開幕典禮」，由「世李總會」李文龍理事長(左上圖)宣布大會正式開始，「石
獅市」李榮燦會長(右上圖)接著為開幕致詞，隨後便進行隆重的「祭祖大典」。

在「開幕典禮」之前，先進行恭迎李氏聖祖「伯陽公」聖像的儀式。
首先，扮成古代的將士，手持令旗，分成二列，從廣場中央鋪有紅毯的通
道，開路前行；接著是身着白衫的仕女們，手提花籃或燈籠，款步走來；

參天之樹，必有其根，環山之水，必有其源。在「世界李氏宗親總

中式樂隊、祭祀禮生，亦跟著進場；然後是「福建省石獅市隴西文史研究

會」的推動下，每年的「全球李氏懇親大會」，都成為李氏族人的歡慶盛

會」李榮燦會長，雙手端著香爐，恭謹前進；最後，在寶蓋前導、寶扇隨

會，對推動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交流，有著重要的意義。特別感謝「世界

侍之下，於壇城前，從神轎中迎出「伯陽公」聖像，恭請聖祖上壇升座。

李氏宗親總會」對「石獅市隴西文史研究會」的支持，我們承辦本次大會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15屆理事長李文龍，隨後應邀上台，宣布
「2017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正式開始。「福建省石獅市隴西文史研究

譜寫李氏家族大繁榮的新篇章！
隨即在同場地，進行隆重的「祭祖大典」。「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

「2017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的隆重召開，是全體石獅市李氏宗親的

15屆理事長李文龍、新任第16屆理事長李振強、永久名譽理事長李瑞河、

大喜事；我謹代表「福建省石獅市隴西文史研究會」，向遠道而來的全球

李逢梧、李滄洲、李常盛、「石獅市隴西文史研究會」會長李榮燦、「旅

各地李氏宗親，表示熱烈的歡迎！一個氏族，只有不忘宗祖，才能世代傳

港石獅市李氏宗親慶賀團」李賢義等宗長們擔任主祭；在經過上香、敬

承，繁榮昌盛；李氏先輩們憑著勇於打拚，刻苦耐勞，以智慧和毅力在世

爵、恭讀《祭祖祝文》、獻供等多項儀式後，隆重的祭祖大典於焉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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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長李榮燦，接著為開幕致詞；他說：

得到眾多宗長、宗賢的指導，祈望大家攜手共進，凝聚宗親力量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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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地落地生根，開枝散葉，建立家園，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的李氏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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懇親大會 印信交接
11月4日上午11:30，在「萬佳國際酒店」2樓五洲廳，舉行「全球李氏
懇親大會」。司儀先請全體人員起立，播放「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會歌；
播畢，「世李」第15屆理事長李文龍致詞發表卸任感言，他說：
感謝全球各地的宗長、宗親們，來到「閩南獅城」福建省石獅市，共
襄盛會。「2017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今年（2017年）在中國福建省舉
辦，由「福建省石獅市隴西文史研究會」承辦。這次大會，同時也是「迎
新送舊」的大日子；印尼的振強宗長，在今年八月中旬，榮獲全球宗親的
推崇與支持，當選「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16屆的理事長；他將接棒掌
舵，帶領「世李」持續向前邁進；希望各位宗親們，大家一起同心協力，
繼續襄助「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成為新任理事長的後盾。我深信在振強
宗長的領導下，「世李」必能再創高峰。
回顧我三年來擔任理事長的期間，我儘量以親民的態度，接近各地的
宗親，互相交流；數度在台灣、澳門、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中國大
陸及新加坡等地，進行敦親訪問或是受邀出席活動慶典，到處受宗親的熱
情接待，使我深深地感動；這份宗親的情誼，我將永遠銘記於心；這些點

印信交接：2017年11月4日上午11:30，在「萬佳國際酒店」五洲廳舉行「全球
李氏懇親大會」。會中舉行「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理事長印信交接儀式，由「世
李」第13、14屆理事長李常盛(中)擔任監交人，第15屆的李文龍理事長(右)，將
印信移交給第16屆的李振強理事長(左)。

點滴滴，都將成為我的經驗與美好的回憶。非常感謝全球各地的宗親們，
在這三年間對我的支持與愛護，希望我離開這個舞台後，你們還能記得

誼的平台；今年在福建省石獅市舉辦，在此衷心感謝承辦單位「福建省石

我，謝謝！（致詞全文詳見P.50~51）

獅市隴西文史研究會」的全體工作人員，謝謝你們辛苦為大會付出時間與

接著進行「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理事長印信交接儀式，由「世界李氏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在歷任理事長的拓展之下，已經有了良好的基

人，第15屆的李文龍理事長，將印信移交給第16屆的李振強理事長；本會

礎，更在全球宗親的團結之下，愈來愈壯大。振強今日接任理事長，要學

「永久名譽理事長」李瑞河、李滄洲宗長以及現場所有人士，亦共同見證

習的地方還很多，請歷屆理事長們，不吝給予指教，也請各位宗親們繼續

了「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傳承。交接儀式結束之後，大會正式由李振強

支持與協助。此外，我要特別感謝印尼的宗親們；這麼多年來，在我擔任

理事長接手。他在台上致詞時表示：

「印尼李氏宗親會」主席的期間，你們陪伴著我及我的夫人，出國參加各

感謝全球各地所有宗長、宗親們的支持與愛護，在今年（2017年）的
8月19日，於台灣的「台北國軍英雄館」，推舉振強擔任「世界李氏宗親總

種活動；所以，我要藉今天這個機會，向印尼的宗親們，表達我由衷的感
謝，謝謝你們這麼多年來的陪伴與支持，謝謝！（致詞全文詳見P.52）

會」第16屆的理事長；個人感到非常榮幸，覺得今後責任深重，謝謝大家

隨後，「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永久名譽理事長李滄洲、李常盛、「福

對我的信任。「全球李氏懇親大會」是我們全球宗親，歡聚一堂、聯絡情

建省石獅市隴西文史研究會」會長李榮燦應邀致詞；「世界李氏宗親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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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親總會第13、14屆理事長李常盛宗長（現任永久名譽理事長）擔任監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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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副監事長李祺福，代替監事長李清利致詞；「旅港石獅市李氏宗親慶
賀團」榮譽團長李賢義、「台灣李氏宗親總會」理事長李朝宗、「中國河
北隆堯縣趙郡李氏宗親聯誼會」李氏文化領導小組組長馬千里、「美國李
氏代表團」元老李衛新、「全加李氏總公所」理事長李仕錚、「香港李氏
宗親會」董事會副主席李煥霞、「旅港石獅市李氏宗親慶賀團」團長李重
欣、「菲律賓隴西李氏宗親總會」理事長李宏圖、「新加坡李氏總會」會
長李志遠、「印尼李氏宗親會」主席李世正、「馬來西亞李氏總會」總會
長李福成、「泰國李氏宗親總會」理事長李振來、「柬埔寨隴西李氏宗親
總會」會長李瑞中、「澳門李氏宗親會」理事長李子豐、「甘肅隴西李氏
文化研究總會」會長李維平、「中國鹿邑李氏文化研究總會」會長李文
德、「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員會」會長李龍官、「中國福建閩南
李氏宗親聯誼總會」會長李仁東等各地的宗團首長，亦都分別應邀致詞。
（以上《嘉賓致詞》詳見P.53~65）

閉幕典禮 李氏之夜
接著，主辦單位「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向承辦單位「福建省石獅市

世界李氏之夜：2017年11月4日晚間19:00，在「萬佳國際酒店」五洲廳，展開
「世界李氏之夜」的晚宴；當晚的宴會上，「承辦單位」精心安排了許多精采的
表演節目，令與會人士經歷一場愉快的盛宴。

隴西文史研究會」致贈感謝紀念牌；並向石獅市的李榮燦會長、李培程祕
書長、李永南常務副會長致贈感謝狀，以感謝他們為本次大會籌謀擘劃。

第三天（2017年11月5日）上午，「承辦單位」安排泉州市景點半日

由新任的李振強理事長頒發「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16屆理監事的證書，

遊；有「開元寺」、清源山「老君岩造像」、「中國閩台緣博物館」。11

以及頒發名譽理事長聘書、顧問聘書。

月5日晚間19:00，則在「明昇鉑爾曼酒店」3樓國際廳舉辦「歡送晚會」。

頒發完畢，由李振強理事長為大會簡單作結語；他感謝大家的支持與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李振強理事長，在「歡送晚會」代表本次大

參與，並且表示：經過每次懇親大會的交流，族人之間的情誼，將會一點

會致歡送詞；他說：今晚是我們要暫時說再見的時候，我要藉這個機會，

一滴地累積，對於李氏宗族的鞏固，也會有實質上的幫助。他再次感謝大

鄭重感謝來自全球各地的宗親們，謝謝你們對「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支

家對「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愛護，並宣布本次懇親大會，圓滿落幕。隨

持。我們這幾天的相聚交流，維繫宗誼，實在是難能可貴。另外，「世界

後，與會人士在會場享用午餐。

李氏宗親總會」前理事長李瑞河宗長（第6屆理事長）、李常盛宗長（第

11月4日晚間19:00，同樣是在「萬佳國際酒店」2樓五洲廳，展開「世

13、14屆理事長），他們將各自捐助台幣100萬元給「世李總會」，對於他

界李氏之夜」的晚宴；當晚的宴會上，「承辦單位」精心安排了男女美聲

們的熱心捐獻，我們在此表達由衷的感謝，請大家報以熱烈的掌聲（此時

演唱、旗袍服裝展示、女子國樂團演奏、各式舞蹈表演等許多精采節目，

現場眾人熱烈鼓掌回應），謝謝！最後，祝福大家快快樂樂、平平安安，

令與會人士經歷一場愉快的盛宴。

我們明年再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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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今年適逢「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換屆改選，所以特別藉此大會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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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石獅市隴西文史研究會」李培程祕書長
（如左圖），則代表「承辦單位」致詞；他說：一
年一度的「全球李氏懇親大會」，使我們來自世
界各地的宗親匯聚一堂、緬懷先祖、聯繫宗情。
在此，我謹代表大會承辦單位「石獅市隴西文
史研究會」全體成員，向各位領導、各位宗長、
各位宗親表示崇高的敬意並致以誠摯的謝意！大
會舉辦期間，有招待不周的地方，也敬請各位宗
長、宗親予以諒解及包容。

「2017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即將圓滿地拉上帷幕，懇親大會活動
期間的一幕幕精彩瞬間，會永遠留在我們每一個參與者的心中，成為我們
美好的記憶。這種親情、真情、血脈之情，是世間最寶貴的情誼，真誠希
望各位與會的宗親，能把這份情感帶往世界各個角落，帶給更多的李氏族
裔，促進我們李氏宗親的團結進步。喬木發千枝，終歸一本；長河分萬
流，總是同源。我們相信，在今後的日子裡，遍布海內外李氏族裔，必將
在「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率領下，更加團結友愛，更加積極進取，為新

歡送晚會˙會旗交接：2017年11月5日晚間，在「明昇鉑爾曼酒店」國際廳舉辦
「歡送晚會」。晚會中，李振強理事長將「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會旗，交給明年
大會的承辦單位--「中國河北隆堯縣趙郡李氏宗親聯誼會」。

時代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出貢獻。
最後，要感謝石獅市委、市政府對本次盛會的全力支持，感謝各位領
導、貴賓、宗長宗親的熱情參與，感謝社會各界人士的關心和幫助，祝各
位來賓身體健康、家庭幸福、事業興旺、一帆風順！
晚會節目，有一連串的精采歌舞及技藝表演，現場
熱鬧喧騰；絢爛聲光伴著宴會佳餚，歡樂氣氛環繞
整個會場。尤其，晚會進行到後半段時，由二位

2018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將在河北省邢臺市隆堯縣舉辦，由「中國河
北隆堯縣趙郡李氏宗親聯誼會」承辦；因此，該會名譽會長李景山，代表
隆堯上台致詞表達感謝，並歡迎各地宗親光臨隆堯。
（致詞內容節錄於P.150）
隨後，在「歡送晚會」中，進行「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會旗交接，

女士演唱的台灣名曲《阿里山的姑娘》，意外

由「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李振強理事長，親自授旗給「隆堯縣趙郡李氏宗

地炒熱了現場氣氛；她們從《阿里山的姑娘》

親聯誼會」。授旗之後，大會順勢播放台灣經典名曲《愛拚才會贏》；留

很順暢地連接到台灣另一首名曲《站在高崗

在台上的宗親們和台下的與會人士，一起快樂地大合唱，歌聲震動整個會

上》，此時激情更加高漲，忽見一名台灣宗親

場，氣氛與去年（2016年）在新加坡召開大會時幾乎無異，同樣凝聚了人

走到台上，隨著歌聲婆娑起舞（如右圖），台下

心，同樣釋放了溫情。「福建省石獅市隴西文史研究會」當初在新加坡接

眾人一陣歡呼喝采，大家跟著旋律，打著節拍，哼

過「世李」會旗之後，也是從《愛拚才會贏》這首歌曲開始，如今以同一

哼唱唱，將現場歡樂衝到了最高點！

首歌曲作結束，可謂有始有終，極具巧思，為本次大會，漂亮謝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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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明年「世界李氏宗親總會」主辦的「第16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暨

復刊號．第

復刊號．第
18

世李會旗 交接隆堯

18

47

特 別 報 導

特 別 報 導

【大會人數統計】：2017年大會「各代表團」人數
編序

代表團名稱

( 1 )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 2 ) 財團法人台灣李氏宗祠
( 3 ) 台灣李氏宗親總會

22 (32) 新加坡嘉應李氏公會
5 (33) 新加坡潮州隴西李氏公會
12 (34) 印尼李氏宗親會
9 (35) 印尼峇淡李氏宗親會

( 5 ) 台灣新北市土城李氏宗親會

6 (36) 馬來西亞李氏總會

( 6 ) 台灣新北市蘆洲李氏宗親會

4 (37) 馬來西亞檳城李氏宗祠

人數

1

代表團名稱

人數 編序

代表團名稱

人數

19 (83) 廣東李氏宗親總會

(63) 中國鹿邑李氏文化研究總會

41

(64) 中國鹿邑李氏文化研究總會磨刀李分會 10 (84) 廣東懷集縣李氏宗親聯誼總會

64

(65) 中國河北省邢台李氏文化宗親聯誼會 12 (85) 廣東東莞市石排鎮塘尾李氏爾旋理事會 10

14

(66) 中國河北隆堯縣趙郡李氏宗親聯誼會 34 (86) 廣東省東莞長安李卓宗親聯誼會

5

(67) 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員會

9 (87) 廣西北海市隴西文化研究會

7

(68) 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員會永泰理事會

6 (88) 浙江永嘉李氏文化研究會

5

2
18

18 (38) 馬來西亞太平北霹靂李氏公會

( 8 ) 台灣桃園市李氏宗親總會

33 (39) 馬來西亞雪隆李氏宗親會

8

( 9 ) 台灣新竹市李氏宗親會

13 (40) 馬來西亞吉中李氏宗親會

8

6 (41) 馬來西亞沙巴州李氏宗親會

編序

21

( 7 ) 台灣花蓮縣李氏宗親會

13

31

(11) 台灣台中市直轄市李氏宗親會

14 (42) 馬來西亞馬六甲李氏宗祠

17

(12) 台灣南投縣李姓宗親會

24 (43) 馬來西亞威省李氏宗祠

37

(13) 台灣嘉義市李姓宗親會

6 (44) 馬來西亞砂拉越晉漢斯省李氏公會 40

14

(69) 中國福建閩南李氏宗親聯誼總會 100 (89) 浙江省玉環市七丘田李氏宗親協會

6

(70) 福建上杭李火德裔孫聯誼總會

15 (90) 浙江蒼南李氏青年聯誼會

(71) 廈門李氏宗親會

60 (91) 浙江省瑞安市李氏歷史文化研究會

4

(72) 福建永安皇歷江王祠文化研究會

43 (92) 河南省信陽市李氏文化研究會

6

(73) 福建省莆田市李氏委員會

32 (93) 東北李氏宗親會

4

(74) 中國閩南五山李氏大宗祠管委會

12 (94) 江西省贛州市上猶縣李氏宗親聯誼會

5

21

(14) 台灣屏東縣李氏宗親會

16 (45) 馬來西亞砂拉越泗里街李氏公會

6

(75) 閩南李君懷陵園委員會

26 (95) 甘肅隴西李氏文化研究總會

2

(15) 台灣金門縣李氏宗親會

27 (46) 馬來西亞砂拉越美里李氏公會

4

(76) 福建漳州市李氏宗親會

44 (96) 甘肅臨洮隴西李氏研究會

5

8 (47) 馬來西亞砂拉越詩巫李氏公會

23

(77) 廣東南雄珠璣巷李氏大宗祠管理委員會 11 (97) 隴西文化廣東陸丰促進會

22

(78) 廣東省南海礌崗李氏聯誼會

14 (98) 貴州省李氏宗親總會

22

(79) 廣東潮汕李氏宗親會

29 (99) 世界李氏電子家譜理事會

11

(80) 廣東普寧老子文化發展研究會

30 (100) 中國李氏商界精英會

17

(16) 台灣金門旅台李氏宗親會
(17) 美國李氏代表團

92 (48) 馬來西亞古來縣李氏公會

6

(18) 美國紐英崙李氏公所

12 (49) 馬來西亞霹靂州李氏宗祠

19

(19) 全加李氏總公所

7 (50) 馬來西亞笨珍隴西李氏公所

(20) 香港李氏宗親會

50 (51) 馬來西亞瓜拉冷岳李氏宗親會

20

(81) 廣東梅州李氏宗親會

22 (101) 中華李氏西平忠武王宗親聯合會

(21) 旅港石獅市李氏宗親慶賀團

61 (52) 馬來西亞烏魯冷岳李氏宗親會

15

(82) 中華李氏宗親總會

40

(22) 澳門李氏宗親會

19 (53) 馬來西亞麻屬隴西李氏公會

21

(23) 菲律賓隴西李氏宗親總會

54 (54) 馬來西亞柔南李氏公會

(24) 「菲律賓總會」-宿務分會

12 (55) 馬來西亞彭亨李氏聯宗會

11

(25) 「菲律賓總會」-那牙分會

10 (56) 馬來西亞檳州威省大山腳隴西堂

19

(26) 「菲律賓總會」-黎牙實備分會

5 (57) 馬來西亞雪州沙白安南縣李氏宗親會

2

人數共計：2037人

1

8

【大會人數統計】：2017年大會「各地區」人數
編序

地區

人數

編序

地區

(27) 「菲律賓總會」-中北呂宋分會

10 (58) 泰國李氏宗親總會

26

(1)

台灣

208

(5)

澳門

(28) 「菲律賓總會」-西黑人省分會

22 (59) 泰國李氏宗親總會-泰南合艾分會 11

(2)

美國

104

(6)

14

(3)

加拿大

7

78

(4)

香港

113

(29) 菲律賓粵僑李隴西堂
(30) 新加坡李氏總會

16 (61) 福建省石獅市隴西文史研究會

1 (62) 福建省石獅市隴西李氏中青年理事會 105

人數

編序

地區

人數

19

(9)

馬來西亞

菲律賓

122

(10)

泰國

37

(7)

新加坡

41

(11)

柬埔寨

14

(8)

印尼

80

(12)

中國大陸

人數共計：2037人

329

96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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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新加坡瓊崖李氏公會

4 (60) 柬埔寨隴西李氏宗親總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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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團名稱

( 4 ) 台灣新北市李氏宗親會

(10) 台灣苗栗縣李姓宗親會

18

人數 編序

【大會人數統計】：2017年大會「各代表團」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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