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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隆」情高誼辦大會˙「堯」天舜日話懇親 ──

第16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暨
2018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
◎文字：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祕書處
圖片提供：全球各地李氏宗親

前言
「隴西」、「趙郡」，是李氏的兩大郡望；所以，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以下簡稱「本會」、「世李」、「總會」）的會歌，開頭前兩句就是：
「我李根深世澤長，隴西趙郡各輝煌。」
本會主辦的「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16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暨2018年全
球李氏懇親大會」，於2018年10月18至20日，在中國河北省邢台市隆堯縣
舉行，由「中國河北隆堯縣趙郡李氏宗親聯誼會、中國河北隆堯縣李唐故

歡迎晚會 鼓舞開場

里文化研究會」承辦。大會的日程安排依序為：10月18日「歡迎晚會」；

2018年10月18日晚間，在承辦單位特別新建的「懇親大會宴會大廳」

10月19日「大合照、祭祖大典、開幕典禮、懇親大會、會員代表大會、世

舉行「歡迎晚會」；晚會的開場表演節目，取名為《鼓舞堯鄉》，由10位

界李氏之夜」；10月20日「隆堯縣境內半日遊、惜別午宴、閉幕典禮」。

女子在熱情擊鼓與活力舞蹈中，為晚會揭開序幕。

這是首次在以「趙郡」為郡望的地方舉辦大會，也是第4次在中國舉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理事長李振強，代表「主辦單位」致歡迎詞；

辦「世李」的大會（前3次分別是2009年在河南省鹿邑縣、2014年在甘肅省

他首先感謝來自全球各地的宗親們，光臨這次的盛會；並且表示：我們李

隴西縣、2017年在福建省石獅市）。來自台灣、美國、加拿大、香港、澳

氏，大多以「隴西」為堂號，但是我們也不能忽略，「趙郡」也是李氏的

門、菲律賓、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泰國、柬埔寨、澳洲、內蒙古自

堂號；所以，我們「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會歌，一開始就說：「我李根

治區、中國大陸等全球各地的宗親，共計14個國家地區、91個代表團（包

深世澤長，隴西趙郡各輝煌。」就是提醒我們，大家都是李氏後裔，要宏

含兩個承辦單位）、超過1370人出席盛會。

觀看待、平等對待。（致詞內容詳見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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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河北隆堯縣趙郡李氏宗親聯誼會」名譽會長李景山，則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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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

「承辦單位」致歡迎詞；他說：這次盛會是「世界李氏宗親總會」首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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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暨2018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於2018年10月18至20
日，在中國河北省邢台市隆堯縣舉行，由「中國河北隆堯縣趙郡李氏宗親聯誼
會、中國河北隆堯縣李唐故里文化研究會」承辦，超過1370人出席盛會。圖為
10月18日晚間，在特別新建的「懇親大會宴會大廳」舉行的「歡迎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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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18 歡迎晚會：「世界李氏宗親總會」主辦的「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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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北方、在趙郡李氏故里舉辦的一次空前盛會，對於提高世界李氏
在中國大陸的整體影響，以及對於弘揚李氏文化、傳承中華文明，必將起
到重要的推動作用。（致詞內容詳見 P.18）
中國河北隆堯縣書記李國印，亦出席晚會並上台致詞；李書記表示：
今天，是「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盛會，也是我們隆堯縣52萬人民的大
事。首先，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李氏宗親歡聚隆堯，這也是世界李氏的重
大節日。隆堯作為一個縣域，這裡聚集了李氏三位先賢相關的事蹟；第
一，有李姓的「血緣始祖」皋陶，皋陶輔佐堯帝，隆堯是堯帝的始封地，
他們是廉政親民的代表；再者，是「柏人侯」李曇，我們尊稱為曇公，他
是戰國時期的王侯；第三，是「隆堯唐祖陵」，這是大唐的開國皇帝李淵
的先祖——李熙、李天賜的皇陵。隆堯是歷史文化豐厚的一個地方，我謹
代表隆堯縣委、縣人大、縣政府、縣政協，以及全縣52萬父老鄉親，祝願
各位宗親、各位嘉賓在隆堯開心愉快、健康幸福！
當日晚間，除了有「承辦單位」安排的迎賓表演節目之外，主客雙方

2018.10.18 嘉賓致詞 ：中國河北隆堯縣書記李國印(右2)於「歡迎晚會」
致詞；旁為「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理事長李振強(左2)
、永久名譽理事長李常盛(右)、李文龍(左)。

並互贈紀念品；全球各地李氏宗親歡慶相聚，懇親聯誼。

合照留念 馨香祭祖
第二天（2018年10月19日）上午，先在「李氏文化園」的廣場一隅，
進行「大合照」；隨後，則是在「李氏文化園」裡面的正殿（李氏祖庭）
前面廣場，舉行「祭祖大典」。來自世界各地的宗親代表團，由大會工作
人員舉牌引導進入廣場，眾人列隊一字排開，面向李氏祖庭就定位。
祭祖儀式開始之前，「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李振強理事長、「中國河
北隆堯縣趙郡李氏宗親聯誼會」李炳春會長先後致詞。李振強理事長說：
「今天，我們全球各地的宗親來到隆堯祭祖，希望我們都能憑藉李氏聖祖

的祖先曇公誕辰2331週年慶典以及2018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的祭祖大典，
這是天下李氏的一大盛事，也是我們後裔對祖先的尊崇，更是一次凝結宗
親情誼的機緣。」

2018.10.19 祭祖大典：2018年10月19日上午，在「李氏文化園」裡面的正殿
（小橢圓圖；一樓是「李氏祖庭」）前面廣場，舉行「祭祖大典」；經過
上香、敬爵、恭讀《祭祖祝文》、獻供等多項儀式後，祭祖大典宣布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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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炳春會長表示：「全球李氏宗親千里迢迢相聚中國隆堯，參加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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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列祖列宗的福澤，大家平平安安，身心愉快，李氏裔孫們世代昌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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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理事長李振強、永久名譽理事長李瑞河、李常
盛、李文龍、監事長李清利、「中國河北隆堯縣趙郡李氏宗親聯誼會」會
長李炳春、名譽會長李景山、「中國河北隆堯縣李唐故里文化研究會」會
長李印林等八位宗長，擔任本次「祭祖大典」的主祭；他們先一起為「李
氏祖庭」的落成剪綵，然後「祭祖大典」正式展開。
祭祖儀式在經過上香、敬爵、恭讀《祭祖祝文》、獻供等多項儀式
後，隆重的祭祖大典宣布禮成；接著，宗親們手持鮮花，進入「李氏祖
庭」（位在正殿的1樓），向祖庭內五位李氏先祖的雕像——李曇、李崇、
李辨、李昭、李璣，獻花致意。「李氏文化園」裡面的正殿，一樓是「李
氏祖庭」，二樓是「李氏名人館」；祭祖禮成之後，「承辦單位」特別預
留一些時間，讓宗親們隨意參觀。

懇親大會 交流宗誼
當日（10月19日）中午，在「懇親大會宴會大廳」舉行「開幕典禮&全
球李氏懇親大會」；會場的舞台上，是主席台嘉賓們的座位，台下亦安排
有嘉賓座位。大會開始，司儀先請現場全體人員起立，播放「世界李氏宗

堯縣趙郡李氏宗親聯誼會、中國河北隆堯縣李唐故里文化研究會、今麥郎

小組」馬千里組長、「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李振強理事長、「隆堯縣趙郡

集團董事長范現國（范先生為「李氏文化園」之建設，捐助鉅款，貢獻李

李氏宗親聯誼會」李景山名譽會長先後致詞。

氏。）致贈感謝紀念牌；並向「隆堯縣趙郡李氏宗親聯誼會」名譽會長李

屆第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時，「承辦單位」亦派員出席，並在會議中說

景山、名譽會長李占杰，致贈感謝狀，以感謝他們為本次大會辛苦奔波、
戮力籌劃。

明——隆堯方面規劃《把中國隆堯李氏文化園命名為世界李氏文化交流活

接著，司儀請台上及台下嘉賓，回到自己的餐桌席位；此時，隆堯風

動中心》、《把每年10月18日訂定為全球李氏中國隆堯祭祖日》；此兩項

味的佳餚開始陸續上桌，宗親們在輕鬆的氛圍下交流情誼。「世界李氏宗

規劃，亦獲得與會人士的認同。因此，接下來進行授牌儀式；先由「世界

親總會」永久名譽理事長李常盛、李文龍、監事長李清利、「台灣李氏宗

李氏宗親總會」祕書長李婉慧，宣讀本會敬致「承辦單位」的書信，書信

親總會」理事長李朝宗、「全美李氏敦宗總公所」元老李彪、「全加李氏

內容主要是告知「承辦單位」可擇期自行宣布以上獲得認同的事項；宣讀

總公所」理事長李仕錚、「香港李氏宗親會」董事會主席李鋈麟、「菲律

完畢，本會李振強理事長將《世界李氏文化交流活動中心》的牌匾，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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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辦單位」，由「隆堯縣趙郡李氏宗親聯誼會」李炳春會長代表接受。

「印尼李氏宗親總會」總會長李國強、「馬來西亞李氏總會」第二副總會

隨後，李振強理事長代表「主辦單位」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向中國河

亦都分別應邀在午餐席間上台致詞。（以上《嘉賓致詞》詳見 P.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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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省隆堯縣人民政府、中國河北省隆堯縣李氏文化領導小組、中國河北隆

長李偉城、「泰國李氏宗親總會」副理事長李漢通等各地的宗團首長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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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典禮&全球李氏懇親大會」；大會開始，司儀先請舞台上的嘉賓們及現場
全體人員起立，播放「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會歌。

親總會」會歌；播畢，眾人復位就座；「中國河北省隆堯縣李氏文化領導

由於，今年（2018年）8月26日，本會召開「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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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19 懇親大會：2018年10月19日中午，在「懇親大會宴會大廳」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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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會 李氏之夜
午餐過後，2018年10月19日下午14:00，本會在中國河北省邢台市隆
堯縣鼎新酒店，召開「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16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由
本會李振強理事長擔任大會主席。與會的宗長們，針對本會的經費問題，
進行意見交流；並於會中審核通過去年度（2017年）的歲入歲出決算表、
現金出納決算表、資產負債表、財務明細表、基金收支表；今年度（2018
年）的收支明細暫結表、現金出納暫結表、資產負債表、財務明細表、基
金收支表；明年度（2019年）的歲入歲出預算表草案、工作計畫草案。
另外，臨時動議當中，由於中國廣東省的「中華李氏宗親總會」，曾
經在2018年3月10日，向本會提出申請承辦「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16屆第3
次會員代表大會暨2019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因此，本次會議中，亦同
意授權給中國廣東省的「中華李氏宗親總會」承辦明年的大會。
10月19日晚間18:00，在「懇親大會宴會大廳」舉辦「世界李氏之
夜」。隆堯縣的李建強縣長，上台致詞時，向來自全球各地的嘉賓表示歡

2018.10.19 會員代表大會：2018年10月19日下午14:00，本會在中國河北省
邢台市隆堯縣的鼎新酒店，召開「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16屆第2次會員代表
大會」，由本會李振強理事長(右上圓圖)擔任大會主席。

迎，他說：近兩年，隆堯縣委、縣政府，高度重視歷史傳承和文化挖掘，
先後實施了柏人古城勘探、李曇墓修復、唐祖陵保護開發、李氏文化園建
設、堯山生態治理等一批重點文化產業項目；這次的全球李氏懇親大會，
必將進一步促進天下李氏的聯繫與交流。（致詞內容詳見 P.29）
當晚的宴會上，「承辦單位」精心安排了許多節目，節目以「源、
家、國、興、盛」為主題，先後串連起一系列的精采表演；並藉由播放影
片、舞台劇、說書對話、歌舞情境表演等方式，娓娓述說李氏的起源與發
展，細細演繹隆堯的古往與今來。
由於「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明年（2019年）的大會，已決定授權給中

授旗給「中華李氏宗親總會」。（編者按：在本期會刊編輯期間，原本爭
取到承辦權的「中華李氏宗親總會」，於2019年3月17日以電子檔方式傳來

2018.10.19 世界李氏之夜：2018年10月19日晚間18:00，在「懇親大會宴會

信函，通知本會已無法承辦2019年的大會。經本會另作規劃之後，決定將

大廳」舉辦「世界李氏之夜」。當晚宴會上的節目，以「源、家、國、興、
盛」為主題，先後串連起一系列的精采表演。

大會授權給「中國福建省莆田市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員會」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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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宗親總會」的會旗交接，由「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李振強理事長，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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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廣東省的「中華李氏宗親總會」承辦；因此，在晚會中，進行「世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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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遊覽 惜別午宴
2018年10月20日上午，「承辦單位」安排隆堯縣境內半日遊，分別到
「李氏宗親林」、「李曇墓」、「唐祖陵」等地參觀；午間，則在「懇親
大會宴會大廳」舉辦「惜別午宴」。
「隆堯縣李唐故里文化研究會」李印林會長，代表「承辦單位」致
閉幕詞時表示：在這短暫的日子，我們隆重進行了「李氏祖庭」的落成典
禮，舉行了莊嚴肅穆的李氏祖先柏人侯曇公誕辰2331週年慶典暨2018年全
球李氏祭祖大典，圓滿完成了「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16屆2次會員代表大
會」的召開；此時此刻，我代表「隆堯縣趙郡李氏宗親聯誼會」、「李唐

日子裡，彼此交流，維繫宗誼，實在是難能可貴；我們的情誼，將會一點
一滴地累積，對於李氏宗族的鞏固，也會有實質上的幫助。因為有你們，
大會才能成功舉辦、圓滿落幕，非常謝謝你們！
當天的「惜別午宴」，「承辦單位」規劃了許多精采的表演節目，諸
如國樂演奏、男女演唱、地方戲曲、舞蹈表演等，讓現場遠道而來的宗親
賓客們，咸以輕鬆的心情，度過一段歡樂的時光。

結語

位及來自世界各地的宗親們，表達由衷的敬意與感謝；他說：非常感謝全

我李根深世澤長，隴西趙郡各輝煌；
經傳道德垂千古，身世猷龍仰八荒。
大唐宏規崇四海，中華文化渡重洋；
何當寰宇宗親會，戮力家邦致富強。

2018.10.20 境內遊覽：2018年10月20日上午，「承辦單位」安排隆堯縣境內

2018.10.20 惜別午宴：2018年10月20日中午，「承辦單位」在「懇親大會宴

半日遊；圖為與會者參觀「李氏宗親林」的情形。

會大廳」舉辦「惜別午宴」；眾人在用餐的同時，觀賞豐富的表演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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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此次盛會，宗親們更進一步地締結了情誼，懇切希望大家再次到隆堯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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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以世李會歌，作為本文結語，向前輩先賢們，致上最高敬意：

李振強理事長則代表「主辦單位」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再次向承辦單

12

球各地宗長宗親們的支持與參與，經過每次的懇親大會，大家在這幾天的

故里文化研究會」，再次對來自世界各地的李氏宗親，表示深切的問候。
最後，祝福宗親、朋友們，事事如意，歲歲平安！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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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人數統計】：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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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30) 馬來西亞檳城李氏宗祠

人數

編序

代表團名稱

8

(59) 廣東澄海李氏宗親會

人數 編序

9

(60) 中華李氏宗親總會

( 3 ) 台灣台北市李氏宗親會

1 (32) 馬來西亞砂拉越美里李氏公會

4

(61) 廣東東莞李卓文化研究會

( 4 ) 台灣李氏宗親總會

12 (33) 馬來西亞砂拉越詩巫李氏公會

22

( 5 ) 台灣新北市李氏宗親會

13 (34) 馬來西亞馬六甲李氏宗祠

1

代表團名稱

人數

16 (76) 江西李氏宗親總會

9 (31) 馬來西亞太平北霹靂李氏公會

(廣東)

10

32 (77) 江西省贛州市上猶縣李氏宗親聯誼會 12
11 (78) 江西省贛州南康區李氏聯誼理事會

(62) 廣東東莞李氏文化研究(籌備)會
(63) 廣東省惠州市代表團

2 (79) 河南固始李氏文化研究會
16 (80) 隴西李氏文化研究會徐州分會

4
7
15

( 6 ) 台灣花蓮縣李氏宗親會

7 (35) 馬來西亞烏魯冷岳李氏宗親會

14

(64) 廣東高要宋隆文桂之派

1 (81) 隴西堂徐州李氏宗親會

28

( 7 ) 台灣南投縣李姓宗親會

2 (36) 泰國李氏宗親總會

20

(65) 廣西北海市隴西文化學會

6 (82) 山東李氏文化研究會

10

( 8 ) 台灣新北市土城李氏宗親會

4 (37) 柬埔寨隴西李氏宗親總會

16

(66) 浙江永嘉李氏文化研究會

10 (83) 山西呂梁李氏文史研究會

2

(67) 浙江省瑞安市李氏文化研究會

16 (84) 中國天津李氏宗親會

6

(68) 浙江蒼南李氏青年會

12 (85) 中國李氏商界菁英會

24

(10) 台灣新竹縣李姓宗親會

18 (38) 澳大利亞李氏宗親

1

6 (39) 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員會 14

(11) 台灣台中市直轄市李氏宗親會

12 (40) 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員會福鼎理事會

21

(69) 浙江省玉環市七丘田李氏宗親協會

4 (86) 中國重慶河北商會

(12) 台灣屏東縣李氏宗親會

20 (41) 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員會漳州理事會

35

(70) 江蘇省常州市小黃山宗親團

2 (87) 中國清華大學厚德教育研究院

20

4 (42) 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員會永泰理事會

11

(71) 貴州省李氏宗親總會

16 (88) 中華李氏綠化苗木行業宗親會

4

(13) 台灣中華金門旅台李氏宗親會

1

(14) 台灣金門縣李氏宗親會

23 (43) 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員會寧德市柘榮縣理事會

5

(72) 隴西李氏祖籍臨洮聯誼研究會

(15) 全美李氏敦宗總公所

41 (44) 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員會上杭理事會

8

(73) 湖北李氏宗親總會

(16) 美國紐約李氏總分所

10 (45) 福建李氏火德公裔孫聯誼總會

20

(74) 中華世界李氏西平忠武王宗親聯合會貴州分會

4 (91) 中國河北隆堯縣李唐故里文化研究會 45

(17) 全加李氏總公所

8 (46) 福建省石獅市隴西文史研究會

22

(75) 中華世界李氏宗親會聯合會東北分會

5

(18) 香港李氏宗親會

33 (47) 中國福建閩南李氏宗親聯誼總會

6

(19) 澳門李氏宗親會

4 (48) 福建永安皇歷江王祠文化研究會

74

(20) 新加坡李氏總會

18 (49) 福建閩南李氏君懷堂管理委員會

18

(21) 新加坡潮州隴西李氏公會

17 (50) 中國福建廈門李氏宗親會

50

(22) 印尼李氏宗親總會

2 (51) 中國閩南五山李氏大宗祠

12

(23) 印尼李氏宗親會(雅加達)

7 (52) 廣東南雄珠璣巷李氏大宗祠管理委員會

(1)

2

(24) 印尼峇淡李氏宗親會
(25) 印尼西加省坤甸市李氏隴西世家
(26) 菲律賓隴西李氏宗親總會
(27) 馬來西亞李氏總會
(29) 馬來西亞彭亨李氏聯宗會

4 (54) 廣東普寧老子文化發展研究會
18 (55) 廣東揭陽上寮李氏理事會
9 (56) 廣東懷集縣李氏宗親聯誼總會
28 (57) 廣東南海礌崗李氏聯誼會
6 (58) 廣東梅州李氏宗親會

35 (90) 中國河北隆堯縣趙郡李氏宗親聯誼會 84

人數共計：1376人

【大會人數統計】：2018年大會「各地區」人數
人數

編序

台灣

142

(6)

菲律賓

18

(11)

柬埔寨

(2)

美國

51

(7)

新加坡

37

(12)

澳洲

19

(3)

加拿大

8

(8)

印尼

27

(13)

內蒙古自治區

42

(4)

香港

35

(9)

馬來西亞

102

(14)

中國大陸

16

(5)

澳門

4

(10)

泰國

24
3
21

16

編序

地區

地區

人數

編序

地區

人數

16
1
16
899

20

人數共計：1376人 （大會日期：2018年10月18~20日）
以上大會人數，是有正式向主辦單位(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報名的人數資料。

期

期

(28) 馬來西亞砂拉越李氏公會

12 (53) 廣東潮汕李氏宗親會

4 (89) 內蒙古李氏宗親代表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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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刊號．第
14

代表團名稱

( 2 ) 財團法人台灣李氏宗祠

( 9 ) 台灣新竹市李氏宗親會

20

人數 編序

【大會人數統計】：2018年大會「各代表團」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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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嘉賓致詞】

大會主席˙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理事長
李振強
2018.10.18 晚間在「歡迎晚會」的致詞
感謝來自全球各地的宗親們，不辭旅
途勞頓，來光臨這次的盛會，謝謝你們！
今年，「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年度大
會，在中國河北省隆堯縣舉辦，由「隆
堯縣趙郡李氏宗親聯誼會、隆堯縣李唐
故里文化研究會」承辦，這又是一次特別
具有意義的大會。
因為，我們李氏，大多以「隴西」為堂
號，但是我們也不能忽略，「趙郡」也是李氏的堂
號；所以，我們「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會歌，一開始就說：「我李根深
世澤長，隴西趙郡各輝煌。」就是提醒我們，大家都是李氏後裔，要宏觀
看待、平等對待。
在此，衷心感謝承辦單位以及「隆堯縣李氏文化領導小組」的全體工
作人員，謝謝你們為這次大會，付出了辛苦與努力；也再次感謝各位宗親
及朋友們，出席今年的大會，祝福各位在大會期間，能擁有一段愉快而且
美好的時光，謝謝大家！

2018.10.19 日中午在「懇親大會」的致詞

久的歷史文化和地方特色。此外，今年（2018年）5月中旬，我率團來到河
北省隆堯縣，與「承辦單位」召開籌備會議及勘察大會相關場地時，受到
你們的盛情接待，我想再次向你們說聲：謝謝！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自從四十多年前，在台灣成立以來，經過許多
前輩宗賢的努力，以及無私的奉獻之下，先是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然後逐
步擴大成為今天一個世界性的宗團組織；不僅受到全球李氏宗親的認同，
同時也將全球李氏宗親，緊密地團結在一起；這是歷經幾十年的發展，才
有今日寶貴的成果，請讓我們共同好好珍惜。
一個宗團組織，是否能夠長期保持穩定的發展，除了人力之外，最
重要的就是經費。「世李」的經費來源，主要是來自宗親們的「職務捐」
和「自由樂捐」；因此，我想藉此機會，呼籲宗親們，能夠在你們的能力
範圍之內，隨時贊助「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各位宗親的慷慨捐獻，支持
「世李」的這份心意，本會自當妥善運用，使「世界李氏宗親總會」這個
共同的平台，能夠永續發展。
希望藉由本次大會的舉辦，來自全球各地的李氏宗親們，可以互相
交流，敦睦宗誼，增加彼此的了解，進而使得全球李氏更加興盛美好。最
後，敬祝各位宗長宗親，身體健康、闔家平安；謝謝！
2018.05.19(右圖)：2018年5月19日，李振強
理事長(右圖左)率團至中國河北省隆堯縣
考察時，本會特別製作了《隆情高誼
辦大會˙堯天舜日話懇親》的紀念錦旗，
致贈給承辦單位。

2018.05.20
(左圖) ：2018年
5月20日，李振強
理事長至隆堯縣
考察時，與夫人為
「世界李氏宗親
林」紀念石揭幕。

期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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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要向「承辦單位」的大會全體工作人員，表達誠摯的敬意與感
謝；謝謝你們這段期間以來，從爭取承辦到今日成功舉辦，為大會付出的
辛勞與努力；在你們的精心規劃下，大會的活動內容，充分展現了隆堯悠

特 別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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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16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暨2018年全球李氏懇親
大會」，今年在中國河北省邢台市隆堯縣召開，由「中國隆堯縣趙郡李氏
宗親聯誼會、中國隆堯縣李唐故里文化研究會」承辦；這是繼河南省、甘
肅省、福建省之後，第4次在中國舉辦我們「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年度大
會；我謹代表「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感謝全球各地的宗長宗親們，不辭
辛勞，千里迢迢，前來共襄盛會。

【大會嘉賓致詞】--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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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嘉賓致詞】

中國河北省隆堯縣李氏文化領導小組

名譽會長 李景山（2018.10.18 在“歡迎晚會”的致詞）

組長 馬千里（2018.10.19 中午 在“懇親大會”的致詞）

隆堯縣是唐堯聖地、李氏故里；有
堯帝的始封地--堯山，有趙郡李氏和隴西
李氏共同尊崇的先祖--戰國時期趙國柏人侯
李曇及家族墓群，有李氏先族留下的柏人城和
隆堯唐祖陵兩個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3年7
月4~9日，「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應「國務院僑務辦公室」的邀請，到中國
大陸訪問；時任理事長李常盛宗長，率領12個國家地區的宗長，於7月6日
來到河北省隆堯縣，祭拜了唐祖陵，並為趙郡李氏留下了“天下李氏一家
親”的墨寶。今天世界各地李氏宗親相聚於隆堯，共敘親情，尋根祭祖，
正是由於我們都是血脈相連的一家人。
「我李根深世澤長，隴西趙郡各輝煌。」這是「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的歌詞；隴西與趙郡，是我們先祖李崇、李璣親哥倆開創的兩大李氏望
郡。今年是他們的父親柏人侯李曇公誕辰2331週年，為紀念先祖恩德，傳
承和發揚良好家風，在縣委縣政府的正確領導下，在社會各界和李氏家人
的鼎力支持下，華夏李氏最大的祖庭順利竣工，加之本次懇親大會，可謂
三喜臨門。這次盛會也是「世界李氏宗親總會」首次在中國大陸北方、在
趙郡李氏故里舉辦的一次空前盛會，對於提高世界李氏在中國大陸的整體
影響、對弘揚李氏文化、傳承中華文明，必將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親總會各位宗長，來自海內外的各位李氏宗
親，大家好！
金秋十月，在這碩果飄香的美好時
節，我們迎來了「2018年全球李氏懇親
大會」的隆重召開，以及「世界李氏宗
親總會」的各位宗長和海內外李氏宗親，
歡聚一堂，共襄盛會。
我謹代表隆堯縣四大班子和「隆堯縣李氏
文化領導小組」，向大會的召開，表示熱烈的祝賀；向
「世李總會」的各位領導和海內外的李氏宗親，表示熱烈的歡迎！希望大
家在隆堯期間，體驗隆堯厚重的歷史文化，感受隆堯熱情淳樸的民風，大
家一起踏訪故土，暢敘親情，共求進步；期待隆堯的相聚，給您留下美好
的回憶！
隆堯是“唐堯聖地、李氏故里”，是李氏的發祥地，也是李唐皇室的
祖籍地，有著得天獨厚的李氏文化資源優勢。自「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把
隆堯確定為「2018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舉辦地以來，我們舉全縣之力，
全民參與，努力當好東道主，在一年多的時間內，完成了李氏祖庭、李氏
文化園、曇公墓等硬體建設，全縣面貌發生了很大變化，全縣上下為這次
大會舉辦也付出了很大努力；但與經濟發達地區相比，受客觀條件限制，
在住宿、餐飲及交通等方面，還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由此給各位宗親帶
來的辛苦和不便，也敬請各位宗親理解諒解。我們願以最積極的精神狀
態，最熱情的服務態度，為大會的成功奉獻隆堯力量，展現隆堯形象。
希望大家今後多關心關注隆堯，在每年的10月18日「全球李氏中國隆
堯祭祖日」，歡迎各位宗親再到隆堯祭祖懇親。祝各位身體健康、工作順
利，事業有成，萬事如意；謝謝大家！

期

期

感恩「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對隆堯縣趙郡李氏宗親的信任和認可，
給我們一個為五洲四海宗親服務的平台和機會；感恩各位李氏宗長宗親，
對趙郡李氏的無私奉獻和鼎力相助；感恩社會各界人士，對我們工作的理
解和支持；在大會期間，我們將竭誠為全球宗親做好服務。恭祝我們偉大
的祖國繁榮昌盛、全球李氏宗親福壽安康、世界和平進步；謝謝大家！

尊敬的李振強理事長，尊敬的世界李氏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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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河北省隆堯縣趙郡李氏宗親聯誼會
中華一家親，李氏心連心。在這碩果飄香
的金秋十月，我們在中國的隆堯縣，迎來了
「2018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的召開；在
此，我謹代表隆堯縣的李氏族人，向前來
參加大會的各位宗親、各界貴賓，表示
最誠摯的問候和衷心的感謝！

20

【大會嘉賓致詞】--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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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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常盛（2018.10.19 中午 在“懇親大會”的致詞）
今天，大會辦得非常成功，感謝隆堯縣
委、隆堯縣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我記得，
在2013年7月份的時候，我們「世界李氏
宗親總會」應中共中央「國務院僑務辦公
室」的邀請，組成了「訪問團」來到中
國河北省，在北京、石家莊、邢台市隆

【大會嘉賓致詞】--

特 別 報 導

與進步，同時為李氏文化增添更多的精彩。今天能夠在隆堯舉辦「世界李
氏」的大會，感到非常高興，相信未來還會有許多次的李氏懇親大會在中
國大陸舉辦。
回顧「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歷史，我是2008年至2014年兩屆（第
13、14屆）的理事長；我2008年就任之後，第2年（2009年），就在老子的
故里——中國河南省鹿邑縣舉辦「全球李氏懇親大會」，這是「世界李氏
宗親總會」成立三十多年以來，第一次在中國舉辦懇親大會；之前三十多
年，從來沒有在中國舉辦過；之後，2014年在甘肅省隴西縣，2017年在福
建省石獅市，今年是第4次在中國大陸舉辦「世界李氏」的大會。

堯縣等地方，進行參訪。當時，特別安排

天下李氏一家親，我們不僅是姓李的自己一家親，我們與所有的姓氏

了與「河北省隆堯縣趙郡李氏宗親聯誼會」

也可以一家親，中華民族要大團結，大家共同把祖國建設得更美好；我們

進行敦宗交流，因為隆堯與中國的河南省鹿邑

要懷著「文化自信」，使「世界李氏宗親總會」，以及每個宗親團體，更

縣、甘肅省隴西縣一樣，都有豐富的李氏文化。
那一次拜訪隆堯之後，我們就有一種想法，希望有一天能夠在隆堯舉
辦「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大會。提到這個事情，我們還要感謝當時「世
界李氏宗親總會」的祕書長李敏老先生，他當時也隨同「訪問團」拜訪隆
堯；在後來幾年當中，經由他的努力聯繫與推動之下，逐步促成了今天在
隆堯舉辦大會。（編者按：前祕書長李敏宗老，為「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加地蓬勃發展；謝謝大家！
2013.07.06：2013年7月6日，時任「世界李氏宗親
總會」第14屆理事長李常盛，率團拜訪「中國河北
隆堯縣趙郡李氏宗親聯誼會」時，寫下《天下李氏
一家親》作為紀念(右圖)，當天並於「唐祖陵」祭
祖(下圖)。(相關報導請參閱本刊第10期 P.90~105）

服務了約30年，於2017年1月逝世。請參閱本刊第17期 P.50~57）
今天，隆堯縣的李氏祖庭、李氏文化園、李氏宗親林…等，這都是近
三年以來，在李國印書記、李建強縣長的領導下以及大家的努力之下，所
呈現出來的好成績。習近平主席曾經提出「四個自信」，即(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作為一個中國人，要

對民族、對國家、對文化有自信。
隆堯在縣委、縣政府的領導下，有很多李氏文化的建築，這給李氏宗
親們很大的鼓舞；相信隆堯在縣委、縣政府的領導下，將會有更大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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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歷史文化當中的其中一個文化；所以我們要有「文化自信」，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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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化自信」，我們有五千年優秀的歷史文化，「李氏文化」就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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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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龍（2018.10.19 中午 在“懇親大會”的致詞）

【大會嘉賓致詞】--

特 別 報 導

我們「世李」曾經在中國河南省鹿邑縣--老子的故里，舉辦過全球
李氏懇親大會；接下來在甘肅省隴西縣--李氏的發祥地，也舉辦了懇親大
會。河北隆堯也是李氏的故里，他們有決心與誠意來承辦2018年的懇親大
會，而且這次大會辦得非常成功，讓隆堯縣一舉成名天下知；今後，不僅

今天非常高興，來到中國河北省隆堯縣，
出席「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16屆第2次會員
代表大會暨2018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
去年（2017年），我卸下了「世界李氏宗
親總會」第15屆理事長的職務；今年，
我是以「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永久名譽

是在中國，在世界有姓李的地方，都將會記得隆堯縣這個李氏故里，真心
祝賀隆堯取得今天的成果。
在我擔任「世李」理事長的時候，我時常提起，我們身為炎黃子孫，
身為李氏家族的一份子，一定要牢牢記住，我們的任務是要--弘揚李氏文
化，傳承華夏文明。

理事長的身分，來參加大會。能和一段時

另外，今天要藉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我在新加坡看到一

間沒見面的宗親們，齊聚一堂，增進友誼，

則報導，中國貴州遵義赤水市有個5歲女童趙小丹，出生時右腿就患了血管

參加盛會，我此刻的心情，是輕鬆的、是愉快

瘤，粗得就像一條象腿；由於父母延遲給女童就醫，後來在治療上幾乎花

的，也有些激動。

光積蓄，卻也只能慢慢等待死亡。

首先，我要向今年大會的承辦單位「中國河北省隆堯縣趙郡李氏宗親

所以，我提出一個問題，我們要把「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財務經濟

聯誼會」表達感謝；「隆堯縣趙郡李氏宗親聯誼會」，從2015年開始，就

能力做好，若是這位小妹妹是姓李的子弟，我相信我們會義不容辭地幫助

積極爭取承辦「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大會；先是2015年11月，在美麗的

她，使她的生命能夠延續下去。但是，我們「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沒有什

馬來西亞沙巴州亞庇市，「世李」召開「第15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的

麼錢，所以，我想藉此機會呼籲「世李總會」的各位理監事及顧問們，請

時候，在臨時動議中，隆堯表示要承辦「世李」的大會。接著是2016年11

在你們的能力範圍之內，繳交你們的「職務捐」，因為「世李」的主要經

月，「世李」在新加坡召開「第15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的時候，將隆堯

濟來源就是靠樂捐；但這是不夠的，如果有一天，「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有意承辦「世李」的年度大會，正式列入討論提案；當時的大會決議，將

能夠成立自己的「世界李氏基金會」，那麼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們不

「中國河北省隆堯縣趙郡李氏宗親聯誼會」，列為2018年大會的第一優先

但可以擴大「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活動平台，也可以發獎助學金給李氏

承辦單位。

子弟，以及救濟類似像趙小妹妹這樣的宗親等。萬里長征始於一步，只要

2017年6月中旬，我曾經率團到中國福建省石獅市，考察「2017年全

有決心，我相信我們一定可以做到。
根據最近的中國百家姓的統計，我們李氏是第一大姓，全世界有超

隴西文史研究會」，共同召開籌備會議，討論大會相關事宜。當時，我記

過一億人姓李；我們為什麼會有這樣多的子弟呢？很簡單，這是因為我們

得隆堯縣方面，也派人前來參加，以李建強縣長為代表，前來學習相關經

姓李的子弟都是很會「生產」的，所以我要告訴大家，我們有著歷史的使

驗，我們雙方也召開一個小型座談會；這讓我對隆堯縣承辦大會，有了很

命，我們要牢牢記住這個使命，就是--弘揚李氏文化，傳承華夏文明。最

大的信心。

後，敬祝各位宗長宗親，家庭幸福，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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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嘉賓致詞】--

特 別 報 導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監事長
李清利（2018.10.19 中午）
大家午安好！大家好！今天非常高興，
來到中國河北省隆堯縣，參加「世界李氏宗
親總會第16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暨2018年
全球李氏懇親大會」。首先，我要感謝「承
辦單位」以及隆堯縣的官方代表，能夠這樣
快地把所有大會所需要的場館以及李氏文化園，
建設完成。因為我今年5月份，曾經與我們「世李總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副理事長)
各位宗親，大家好！本人非常榮幸，
能夠前來參加在中國河北省隆堯縣舉行的
「全球李氏懇親大會」，非常感謝大會對我
們的盛情招待，令我們有回家的感覺。
在這裡，我謹藉這個機會，邀請「世界李氏宗
親總會」以及在座的各位宗親，組團前來美國，參加我們「全美李氏敦宗

已經完成許多建設，這是非常難能可貴。今天，藉這個機會，我還要感謝

總公所」主辦的「第23屆全美李氏懇親大會」，日期是2019年9月1日；歡

所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宗長宗親，我們藉由懇親大會，共聚一堂，共商李氏

迎大家來到美麗的舊金山，與美國宗親相聚一堂，共敘族情。

宗務，大家互相交流聯誼，交換意見，我相信大家回到各國僑居地，會做

舊金山是一個美麗而充滿親情的地方，我們一定竭盡全力招待你們，

得更好。最後，感謝今年懇親大會的「承辦單位」，以及所有來參加的代

希望我們能夠相聚舊金山。在此，謹祝在座各位身體健康，家庭幸福，旅

表團和宗親朋友們，祝福大家健康快樂，事業發達；謝謝各位！

途愉快，謝謝！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副理事長)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副理事長)
今天是我們「世界李氏宗親總會」舉
辦「第16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暨2018年全
球李氏懇親大會」的大喜日子，我們加拿大
李氏總公所和加拿大溫哥華李氏公所，應邀前
來參加這個盛會，感到非常高興。由「世界李氏
宗親總會」主辦，由「中國隆堯縣趙郡李氏宗親聯誼會、
中國隆堯縣李唐故里文化研究會」承辦的2018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順利召
開，使來自世界各地李氏族人歡聚一堂、菁英雲集，十足顯示出宗親的團
結與和諧。我相信經由這次懇親大會，聯絡宗誼，加強團結，互相交流，
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同時，也希望大家再接再厲，弘
揚祖德，負起承先啟後的責任，為我李氏創造更美的明天。非常感謝「承
辦單位」為懇親大會做了大量的籌備工作，祝大會圓滿成功；謝謝大家！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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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中國河北省邢台市隆堯縣隆
重召開「2018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非
常高興和世界各地的宗親，一起來參加本次
的盛會。首先，我們要感謝「世界李氏宗親
總會」李振強理事長，致力促進宗團各項懇親活
動，加強各地宗親之團結與聯繫，敦睦宗誼，推動會務。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經過各歷任理事長的用心經營，已奠定良好的基
礎，也才有今日的盛況；藉此感謝各位前任理事長的付出，也感謝所有會
務人員的努力。本次大會，由衷感謝隆堯縣各位領導的相挺及協助，更要
感謝隆堯縣宗親們的盛情接待；在此竭誠歡迎全球所有的宗親們到台灣來
參訪，增進宗誼。最後謹代表「台灣李氏宗親總會」，祝大會圓滿成功，
並祝各位宗親，身體健康，家庭美滿，各行各業鴻圖大展；謝謝！

全加李氏總公所 理事長
李仕錚（2018.10.19 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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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李氏敦宗總公所 元老
李彪（2018.10.19 中午）

會」振強理事長來參訪過；我記得當時還沒有建設得這麼好，想不到現在

台灣李氏宗親總會 理事長
李朝宗（2018.10.19 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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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嘉賓致詞】
香港李氏宗親會 董事會主席
李鋈麟（2018.10.19 中午）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副理事長)

各位海內外宗親，大家好！感謝全球
宗親，遠從各地來到這裡聚首一堂，共襄盛
舉。李氏宗親源遠流長，宗親遍佈港澳和東
南亞；今天看到各位宗親來到中國河北省邢台
市隆堯縣，參加「2018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
實在陣容鼎盛。中華民族自古已有慎終追遠的傳統，祭祖
是表示後繼有人，這不但說明了李氏宗親的綿延、壯大和強大，也充分表
現出中華民族的生生不息。我期望懇親大會可以提升年輕一代對中華民族
傳統的認識，維繫宗親血脈情誼，薪火相傳，同時培養愛鄉及敬老情懷。
我深信在李振強理事長的帶領下，在全體同仁的齊心協力下，宗親會一定
能取得更大的發展；我亦期望宗親會各成員繼續努力，團結一心，宗族事
業蒸蒸日上。最後，祝願各位宗親，身體健康，家庭幸福，萬事勝意！

菲律賓隴西李氏宗親總會 理事長
李宏圖（2018.10.19 中午）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副理事長)

新加坡李氏總會 會長
李志遠（2018.10.19 中午）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副理事長)
各位宗親們朋友們，大家好！隆堯是
「唐堯聖地、李氏故里」，是趙郡李氏的發
祥地。今天，非常榮幸能與大家在此歡聚一
堂，共同出席由「世界李氏宗親總會」主辦、
「中國隆堯縣趙郡李氏宗親聯誼會」及「中國隆
堯縣李唐故里文化研究會」承辦的「第16屆第2次會員代
表大會暨2018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我謹代表「新加坡李氏總會」的全
體李氏宗親，向大會表示熱烈的祝賀；向出席盛會的嘉賓和宗親們，致以
衷心的問候！「全球李氏懇親大會」是一個互動交流的大平台，是李氏宗
親的一大盛事，為世界各國的宗親，提供了暢敘同宗之情的機會，意義深
遠。此外，「承辦單位」的熱誠奉獻，都給我們留下溫馨的回憶。最後，
祝大會圓滿成功！祝各位宗親身體健康，闔家幸福；謝謝大家！

印尼李氏宗親總會 總會長
李國強（2018.10.19 中午）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副理事長)
各位宗長宗親們，大家好！祝各位心
想事成、步步高升、萬事如意！
我謹代表「印尼李氏宗親總會」，在這
裡向大家介紹——「印尼李氏宗親總會」於今
年2018年7月成立，是由11個印尼的宗親團體一起成立
的；慶祝成立的典禮當天，「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理事長李振強宗長及其
夫人，也應邀出席來到印尼峇淡市，見證我們「印尼李氏宗親總會」的成
立；今天，我要在此謝謝大家的愛護與支持。
最後，祝福「2018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在中國河北省隆堯縣圓滿
成功地舉辦；祝福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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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與來自「菲律賓隴西李氏宗親總
會」的理事宗親們，謹向「中國隆堯縣趙
郡李氏宗親聯誼會、中國隆堯縣李唐故里文
化研究會」承辦的2018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
致以最熱烈的祝賀與祟高的敬意。近年來，「世
李」在李常盛永久名譽理事長、李文龍永久名譽理事長
和現任的李振強理事長英明的領導下，欣欣向榮，會務昌盛，是有目共睹
的。我們李姓是一個大姓氏，人材濟濟，本著血濃於水，守望相助，互相
交流。今天，感恩「世李」提供與世界各地的宗親們歡聚一堂、共同緬懷
祖德、敦親睦族的平台；我在此謹向主辦及承辦單位表達最誠懇的謝意，
同時祝福大會圓滿成功，你們所做的一切，給我們留下溫馨美好的回憶。
最後，祝各位旅途偷快，身體健康，闔家幸福，心想事成，謝謝！

【大會嘉賓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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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嘉賓致詞】
馬來西亞李氏總會 第二副總會長
李偉城（2018.10.19 中午）

我謹代表「馬來西亞李氏總會」以及來
自全馬各州屬會代表，向今天出席懇親大會
的海內外所有宗親，致以最親切的問候。我
受「馬來西亞李氏總會」總會長福旺宗長的
委託，在這裡代替福旺總會長致詞。福旺總
會長說：「馬來西亞李氏總會」是一個推動族
群文化習俗的團體，對我國政經文教方面扮演著
重要的角色。姓氏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只要每
個人對自己的家族和民族產生強大的認同和向心力，就能將我們共同關心
的事業做得更好。「世界李氏宗親總會」主辦的「全球李氏懇親大會」，
將海內外李氏兒女緊緊地團結在一起；隨著宗親事業的發展，會有更多有
熱情和有幹勁的宗親加入這個大家庭；「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因為有你們
的支持和努力，發展前景將更為廣闊；我們希望能有更多宗親會加入，同
心協力把「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事業發揚光大；謝謝！

泰國李氏宗親總會 副理事長
李漢通（2018.10.19 中午）

中國河北省隆堯縣 縣長--李建強
（2018.10.19 晚間 在“世界李氏之夜”的致詞）
今晚的隆堯星光璀璨、流光溢彩。來自海內
外1300多名李氏宗親歡聚一堂，同拜先祖、
暢敘親情。我代表隆堯縣委、縣人大、縣政
府、縣政協和全縣52萬人民，向各位宗親、
嘉賓，表示最熱烈的歡迎和衷心的祝賀！
天下李氏，同根同源。自古以來，李
氏族人，生生不息，繁衍壯大，在世界各地
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無論生在哪裡、
身在何方，尋根的衝動，時刻縈繞在心頭；作
為天下李氏祖脈之地的隆堯，是每一位李氏兒女牽
掛的根。在此，真誠地歡迎各位李氏宗親回家，尋根問祖、暢敘親情。
隆堯是「唐堯聖地、李氏故里」，是上古明君堯帝的始封地，是趙郡
李氏和隴西李氏共同先祖——李曇的禮葬地，是開創大唐300年基業李唐王
室的祖籍。在歷屆縣委、縣政府堅強領導下，隆堯走出了一條科學發展之
路；我們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方便食品生產基地、亞洲最大的鑄鐵炊具出
口基地、中國北方最大的閥門生產基地。
特別是近兩年，隆堯縣委、縣政府，高度重視歷史傳承和文化挖掘；
先後實施了柏人古城探勘、李曇墓修復、唐祖陵保護開發、李氏文化園建
設、堯山生態治理、泜河歷史文化長廊等一批重點文化產業項目；並精心
打造了蓮子鎮、梅莊、雙碑等一批特色小鎮。在經濟建設、推動文化產業
有形化的同時，縣委、縣政府還鼓勵和支持隆堯李氏不斷加強與世界李氏
的聯誼交流，並有幸承辦了這次全球李氏懇親大會。為了辦好這次盛會，
隆堯縣幹部群眾，精心謀劃方案、傾力打造工程、全面開展宣傳，付出了
前所未有的努力；但由於時間和條件有限，大會舉辦過程中，肯定還有考
慮不周、工作不細、服務不到位的地方，在此也請各位宗親包容、諒解。
各位宗親，李姓是一個光榮的姓氏，有著優秀的傳統；這次全球李氏
懇親大會，為天下李氏搭建了一座聯誼親情的橋梁。作為天下李氏的祖脈
之地，我們誠摯邀請每一位李氏宗親常回隆堯，緬懷先祖、交流合作。最
後，祝各位宗親嘉賓，身體健康，家庭幸福，萬事如意；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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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貴賓、以及全球各地的宗長宗親
們，大家好！今天非常高興來到這個著名的
辣椒之鄉，請允許我代表「泰國李氏宗親
總會」和「泰國李氏宗親總會」李振來理事
長；李振來理事長因有要事待理，所以讓我
們20人來這裡出席。「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是
一個全球性李氏宗親會組織，已經成立了四十多
年，為了聯繫族誼，敦宗睦族，弘揚李氏，每年都舉辦一
次「全球李氏懇親大會」。今年「2018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則由「中國
河北隆堯縣趙郡李氏宗親聯誼會」和「中國河北隆堯縣李唐故里文化研究
會」承辦，於10月18~20日在河北省邢台市隆堯縣舉行，相信大會一定順利
成功。希望我們發揚李氏精神，共謀福祉，群策群力，弘揚祖德，開創更
美好、更進步、更和諧的宗親會，確保宗親會繼續成長，以造福社會和李
氏族人。最後，祝願各位嘉賓、宗親，身體健康，闔家幸福；謝謝大家！

【大會嘉賓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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