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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李振強理事長
率團拜訪中國福建各地宗親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走訪中國福建敦宗照片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祕書處

2018年9月19~23日，由世界李氏宗親總會（以下簡稱「本會」、「世
李」）李振強理事長率團，偕同監事長李清利、執行副理事長李國憲、副
理事長李朝宗（台灣李氏宗親總會理事長）、副理事長李天賞（澳門李氏
宗親會監事長）、常務理事李增得、常務理事李鴻章、顧問李吉良、顧問
李蘭鳳、「台灣李氏宗祠」副董事長李哲勝、董事李太源等一行20多人，
組成「敦宗訪問團」，前往中國福建省廈門市、安溪縣、德化縣、晉江
市、石獅市、南安市等地進行敦宗拜訪，受到各地宗親的熱烈歡迎。

兌山李氏、湖頭李氏

2018年9月19日，「世李」敦宗訪問團與廈門市的兌山李氏宗親合影。前排左起：
執行副理事長李國憲、監事長李清利、理事長李振強伉儷、副理事長李朝宗

2018年9月19日，敦宗交流的第一天，拜訪位於廈門市集美區的「兌
山李氏家廟」。眾人拜祖過後，李振強理事長與兌山宗親們展開座談；李
振強理事長表示，希望藉由拜訪宗親、與宗親進行交流，來增進彼此的了
解，進而增進我們李氏宗族的情誼。
次日，2018年9月20日，前往福建省泉州市安溪縣湖頭鎮的「李光地
故居」參訪，以及拜訪「湖頭李氏家廟」的宗親；眾人先行拜祖，然後
交流懇談，李振強理事長並代表「世李」致贈紀念匾額給「湖頭李氏家
廟」。隨後，「敦宗訪問團」一行人參觀以李光地文化為主題的「閬湖博

德化宗親、閩南隴西堂、石獅市
第三天，2018年9月21日，「世李總會」敦宗訪問團前往福建省泉州市
德化縣，拜訪「福建德化隴西李氏宗親聯誼會」，會長李甲煦率領鼓隊熱
情迎接。一行人先於「奎兜堂李氏祖祠」祭祖；隨後，李振強理事長、李

2018年9月20日，「世李」敦宗訪問團與泉州市安溪縣湖頭鎮的李氏宗親合影。
李振強理事長代表「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向「湖頭李氏家廟」致贈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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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利監事長應邀致詞。李振強理事長表示：本會曾經在2016年5月來到德化
縣拜訪（編者按：時值「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15屆 ；目前是第16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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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世界李氏宗親總會」與德化的宗親們，應該不算太陌生；希望
藉由雙方的交流，以及一次又一次的見面，來加深我們的族誼。
當天下午，前往位於福建省晉江市的「閩南隴西堂」，受到「中國福
建閩南李氏宗親聯誼總會」的宗親們夾道歡迎。眾人先於祠堂內祭祖，然
後舉行座談，交流宗誼；李振強理事長、「台灣李氏宗親總會」李朝宗理
事長等人應邀致詞。李振強理事長說：「閩南李氏宗親聯誼總會」李仁東
會長，也是本會的副理事長，他用實質的樂捐，來贊助「世李」的會務經
費，我在此特別代表「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感謝李仁東宗長，非常感謝你
們的支持！當日，李振強理事長向「閩南李氏宗親聯誼總會」致贈敦宗禮
金，由該會李仁東會長代表接受。
當日晚上，「世李」訪問團一行人來到福建省石獅市，參加「福建省
石獅市隴西文史研究會」舉辦的金秋獎學助學頒獎儀式暨中秋聯歡晚宴。
李振強理事長在致詞時表示：非常感謝石獅市宗長宗親們的接待；「福建
省石獅市隴西文史研究會」去年（2017年）承辦我們「世界李氏宗親總

2018年9月21日上午，世李「敦宗訪問團」前往福建省泉州市德化縣，與「福建
德化隴西李氏宗親聯誼會」的宗親們，於「奎兜堂李氏祖祠」前的廣場合影。

會」的「全球李氏懇親大會」，當時有超過2000多人參加，盛況空前；
我在此，代表「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向「福建省石獅市隴西文史研究
會」，再次表達感謝之意！

閩南李氏君懷堂、廈門隴西光裕堂
第四天，2018年9月22日上午，前往福建南安市水頭鎮拜訪「閩南李氏
君懷堂」；眾人於祠堂向「五山君懷公」虔誠祭拜，隨後於「李君懷文史
館」交流座談。李振強理事長個人向該堂致贈敦宗禮金，並與李清利監事
長共同代表本會，向「閩南李氏君懷堂」致贈紀念匾額，李金澤會長則代
留念，共敘宗誼。
第五天，2018年9月23日，「世李」訪問團一行人拜訪「廈門隴西光裕
堂李氏宗祠」，與該堂的宗親交流懇談；李振強理事長與李清利監事長並

88

共同代表本會，向該堂致贈匾額誌念。

9月21日下午，李振強理事長(前排左5)率領的「敦宗訪問團」拜訪位於晉江市的
「閩南隴西堂」，與「閩南李氏宗親聯誼總會」李仁東會長(前排右4)等宗親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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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記：振強理事長慷慨解囊
此次福建之行的敦宗交流，本會李振強理事長沿途慷慨解囊，為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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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的交流建設、族誼發展，盡一份心力，無私奉獻。振強理事長於廈門市
「南尾井祖祠」樂捐人民幣2000元；於廈門市兌山添香油錢人民幣2000
元；於泉州市安溪縣湖頭鎮添香油錢人民幣2000元；於泉州市德化縣「奎
兜堂李氏祖祠」樂捐人民幣2000元；於晉江市的「閩南隴西堂」樂捐人民
幣2000元；於南安市水頭鎮的「閩南李氏君懷堂」樂捐人民幣2000元；於
廈門市「光裕堂」樂捐資人民幣2000元；以
上所有捐贈，皆由振強理事長個人支
付。同時，振強理事長拜訪泉州市
安溪縣「湖頭李氏家廟」、南安
市水頭鎮「閩南李氏君懷堂」、
廈門市「光裕堂」所致贈的匾
額，也是理事長私人出資。
右圖：2018年9月21日，本會李振強
理事長(中)伉儷，參加「福建省石獅市
隴西文史研究會」舉辦的中秋聯歡晚宴。

2018年9月22日，拜訪「閩南李氏君懷堂」，「台灣李氏宗親總會」理事長
李朝宗(右5；世李副理事長)代表「台灣總會」向該堂致贈匾額。

2018年9月22日，「敦宗訪問團」前往南安市水頭鎮拜訪「閩南李氏君懷堂」，
李振強理事長(左4)與李清利監事長(左3)代表本會，向該堂致贈匾額。

2018年9月23日，世李「敦宗訪問團」拜訪「廈門隴西光裕堂李氏宗祠」，
「台灣李氏宗親總會」理事長李朝宗(左5)向該宗祠致贈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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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親同歡慶中秋˙李氏緣聚世代情——

賓；李炳坤宗長是一名水墨畫家，現場將國畫繪於燈籠上，成為中秋活動

第12屆新加坡李氏宗團中秋晚會

虛作假，讓人驚喜；生日卡片製作，吸引著一群天真無邪的小孩與媽媽們

◎新加坡李氏總會
副會長 李雅杰

的亮點，深受大人小孩的喜愛；李光庭宗長團隊帶來的近身魔術表演，弄
興致勃勃地參與，在美麗圖案上的填色活動，更是兒童所愛。
當晚，到場的兒童都憑券領取禮包一份，裡面有電子燈籠、飲料和
玩具。會場上準備好的柚子和月餅，讓宗親們隨意品嚐，李成義宗長贊助
的肉乾更是讓人讚不絕口。在炎熱的新加坡，宗親及小朋友都喜歡吃霜淇

「新加坡李氏總會」為了加深宗親對傳統節日的重視，加強宗親間的

淋，現場提供500支各種不同口味的霜淇淋攤位，排起了長龍。李志遠宗長

融合與交流，每年都與新加坡李氏宗團舉辦慶中秋晚會，今年（2018年）

的兄長是著名的茶藝專家，也前來助陣，指導宗親們正確地品茗，讓人長

是第4次在宗鄉總會禮堂舉辦；9月22日（農曆8月13日）當晚，席開42桌，

知識開眼界。

共400多位宗親及眷屬出席，有70多位小朋友參加；協辦單位是「新加坡潮

這一系列精心策劃的活動，深受宗親及小孩們的喜愛。每年的中秋活

州隴西李氏公會、新加坡瓊崖李氏公會、新加坡廣惠肇李氏書室、新加坡

動，都是宗親會員引頸期待的一項活動；由於場地侷限，且每位宗親會員

李氏（五山始祖）宗親會」。

最多只能有四位參加，因此報名通知一發出，很快就額滿了，遲報名者只

中秋晚會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安排一場展現中華文化與兒童手工

得等待來年。

的宗親積極參與；李明爰宗長主持的書法活動，現場揮亳佳言美句贈送來

攤位前都擠滿了人，工作人員忙得不亦樂乎。所有報名參與的會員宗親，

2018年9月22日，新加坡的李氏宗團在宗鄉總會禮堂共同舉辦「慶中秋晚會」；
當日下午，特別安排了兒童手工活動，現場提供小朋友製作生日卡片。

9月22日當天下午，另外還安排了猜燈謎遊戲、現場書法揮亳、近身魔術表演、
茶藝品茗等活動；圖為茶藝專家指導宗親們如何正確地品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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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將寫有名字的小布條貼在胸前，工作人員都穿上黃色《三禧慶典》的T

此時禮堂後方，一群天真可愛的兒童，在李文龍宗長的帶領下，提著燈籠

恤。會場上，宗親們相互問好，三五成群或站或坐，傾心交談，吃月餅、

緩緩地進入禮堂，步上舞臺，為晚會掀開序幕。

柚子、肉乾、品香茗，或陪著孩子參與活動。下午七時左右，李文龍宗

晚宴第一道菜後，籌委會主席李雅杰副會長上台致詞；他感謝兄弟

長、李友福宗長、李五福宗長、李坤成宗長、李萬堂宗長等已來到會場，

宗團的贊助，以及宗長們慷慨解囊贊助獎品和食品飲料，表演者賣力的演

參與了各項活動；攝影師忙得不可開交，攝取珍貴的鏡頭，以資留念。

出，工委們的團隊精神，宗親會員的踴躍報名參加和李玉雲宗姊的撥冗出

中秋晚會第二階段的活動，是在宗鄉總會禮堂舉行的宴會。晚宴席開
42桌，有8道美味佳餚，以及精采的文娛表演，晚會司儀是「新加坡李氏總
會」正婦女李近博士和副文書李菁宗姊。

席。主賓李玉雲宗姊致詞時，肯定「新加坡李氏總會」在舉辦傳統節日活
動所作的努力，並祝賀中秋晚會圓滿成功地舉行。
接著，身穿旗袍的舞蹈者出場，伴著《天上人間》的樂曲，開始了晚

晚會主賓是「新加坡李氏總會」名譽顧問、前國會議員李玉雲宗姊。

會的餘興節目；晚會的另兩支舞蹈，是傣族舞《彩雲之南》和傘舞《千里

她於下午七時半抵達，由李志遠會長和籌委會主席李雅杰副會長等一行人

共嬋娟》，這三支舞蹈由甘榜菜市藝術與文化俱樂部舞蹈興趣小組欣舞韻

接待，除了參觀場外的活動，並於書法、繪燈籠及品茗攤位前交流及拍照

呈獻。

留念，然後在李志遠會長等的陪伴下步入會場，場內響起熱烈的掌聲，李
文龍宗長與李友福宗長接待主賓入席後，中秋晚會正式開始。

歌唱者來頭也不小，會館杯冠軍李立貞宗姊，黃金年華冠軍李順源
宗長和廖雪麗小姐，民歌班老師李紅梅宗姊，還有大超、德義、瑞合三位

隨後，當禮堂內響起了《傳燈》這首樂曲時，宗親們眾口齊聲高唱

傑出歌手們，演唱歌曲有閩、粵、華語流行歌曲和民歌；副康樂李本基宗

“……，每一條河是一則神話，每一盞燈是一脈香火，每一條河都要流下

長則呈獻琵琶獨奏。台上節目精采萬分，歌舞弦樂同歡；台下宗親談笑風

去，每一盞燈都要燃燒自己”；嘹亮的歌聲響起，激動人心，情緒高昂。

生，品嚐美食、觀賞演出；節目流程順暢緊湊，兩位司儀配合無間。

主賓「新加坡李氏總會」名譽顧問李玉雲宗姊（左2；前國會議員）與李志遠
會長(左3)、李為萬(左)、李瑞慶(右3)、李雅杰(右2)、李欲華(右)等宗長合影

2018年9月22日，新加坡的李氏宗團在宗鄉總會禮堂舉辦的「慶中秋晚會」，
晚宴席開42桌，有8道美味佳餚，以及精采的文娛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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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晚會進行到半場時，邀請副會長李瑞慶宗長進行桌號抽獎，共有
10個桌位獎，獎品是他贊助的100張5元購物禮券。接著由會長李志遠宗長
進行第6至10獎的幸運抽獎，獎品是他贊助的朱古力禮籃。
大抽獎前，主賓桌上的來賓應邀到台上，與台下的宗親們高歌一曲
《月亮代表我的心》；在眾人的歌聲中，為晚
會表演節目增添了無限的歡欣。中秋晚會
結束前的大抽獎，是宗親們引頸期待
的；首獎由李雅杰副會長贊助的飛利
浦32吋超薄智慧電視，次獎由李志遠
會長贊助的雀巢泡咖啡機，由籌委會
主席李雅杰宗長陪同主賓李玉雲宗姊
抽出前五獎。一年一度的中秋晚會，
於晚間十時左右結束。
左圖：新加坡李氏宗團「慶中秋晚會」表演
節目之一，傣族舞《彩雲之南》。

台上與台下，一起合唱《月亮代表我的心》，為晚會增添了無限的歡欣。
下圖：「新加坡李氏總會」名譽顧問李玉雲、永久名譽會長李文龍（世界李氏
宗親總會永久名譽理事長）、會長李志遠等宗長，與小朋友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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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麻屬隴西李氏公會新會所啟用
本會李振強理事長應邀出席
◎圖片提供：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副理事長
李亞諺（馬來西亞馬六甲）
2018年10月5日上午，馬來西亞「麻屬隴西李氏公會」舉行新會所開幕
啟用儀式暨歡慶成立60週年紀念；「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理事長李振強應
邀出席致詞，並且與「馬來西亞李氏總會」總會長李福旺、「新加坡李氏
總會」永久名譽會長李文龍（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永久名譽理事長）、「馬
來西亞檳城李氏宗祠」執行顧問李雅和、「馬來西亞李氏總會」前總會長
李志堅、前總會長李福成等現場的來賓們，共同見證新會所的啟用。
「麻屬隴西李氏公會」會長李健坤表示，該會曾經抵擋不過歲月的洗
禮，會務一度幾近冬眠十餘年；直至2011年，當時「馬來西亞李氏總會」
總會長李志堅鼓勵重振，沉寂十餘年的會務才重新啟航，並發展到今天的

上圖：馬來西亞「麻屬
隴西李氏公會」舉行新
會所開幕啟用儀式，並
歡慶成立60週年；「世
界李氏宗親總會」理事
長李振強應邀出席祝賀
（前排左6）。

與推動會務時，難免會產生摩擦；我們應秉持和睦與初衷，才能將會務持

右圖：李振強理事長伉
儷（後排左3、4）與宗
親們合影。

續推動，相信全體宗親們都樂見「麻屬隴西李氏公會」60年的發展成果。

下圖：主桌嘉賓合影。

成績。「馬來西亞李氏總會」總會長李福旺指出，宗親會在謀求宗親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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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李氏總會與印尼峇淡宗親
組團出席2018年世李年度大會
◎新加坡李氏總會
副會長 李雅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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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在中國河北省邢臺市隆堯縣舉行。主辦單位是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以下簡稱世李），承辦單位是「中國隆堯縣趙郡
李氏宗親聯誼會」和「中國隆堯縣李唐故里文化研究會」。
由李植丰正交際策劃、李雅杰副會長領隊的12位新加坡李氏宗親和12
位印尼李氏宗親，一行24人參加「2018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並先後進
行五天四夜河北石家莊和北京歡樂遊。此行除了「新加坡李氏總會」雅杰

星洲印尼宗親 結伴共赴盛會
「新加坡李氏總會」秉承以往對歷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的支持，
再次組團參與，並到周邊景區遊玩數天；今年有幸邀得印尼的李氏宗親，
同往參與盛會及旅遊。
2018年10月14日晚間，「新加坡李氏總會」永久名譽會長暨前會長李
友福宗長，於大上海酒樓筵開兩桌，宴請從印尼峇淡島抵達新加坡的12位
宗親享用晚餐；席間，大家開懷暢飲，宗情洋溢，共同歡度了一個溫馨的
晚上。隨後，大家一起乘車往樟宜國際機場，搭乘10月15日淩晨的新航班
機飛往北京。經過6小時多的夜間飛行，大夥兒於早上7時多安全抵達北京
國際機場，再搭乘大型遊覽車前往河北省石家莊，由當地導遊帶領我們四
天三夜的石家莊景點旅遊。

副會長伉儷等12人，還有12位來自印尼的李氏宗親，包括「印尼李氏宗親
總會」總會長李國強宗長伉儷、「印尼峇淡李氏宗親會」會長李來貴宗長
伉儷。
「新加坡李氏總會」一行18人組團參與其盛，除了參與旅遊的12位宗
親之外，還有會長李志遠宗長、永久名譽會長暨前會長李友福宗長伉儷，
和正總務李香澤宗長，於10月17日晚間抵達，並入住隆堯鼎新酒店。
我們一行24人於10月18日中午前，離開石家莊逕往邢臺市隆堯縣，約
下午2時許抵達鼎新酒店；團員們高興地見到在酒店大廳恭候多時的會長等
人，寒暄了幾句之後，就辦理手續，領了房卡，大家各自回房休息，「承
辦單位」贈送的禮包與紀念品則放置於房內。傍晚時分，大家在酒店大廳
集合，由承辦單位安排接待人員將大家送往「懇親大會宴會大廳」。

10月14日晚間，「新加坡李氏總會」永久名譽會長李友福(前排左4)宴請「印尼李氏宗親
總會」總會長李國強(前排左5)及「峇淡李氏宗親會」會長李來貴(前排右2)等宗親們。

2018年10月18日的「歡迎晚會」，新加坡與印尼的李氏宗親合影；後排右5為
「新加坡李氏總會永久名譽會長、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永久名譽理事長」李文龍宗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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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晚會歡聚 李氏宗情洋溢
宴會大廳場地寬敞，燈火明亮，桌位安排讓宴會井然有序；寬大的舞
台上，「2018全球李氏懇親大會歡迎晚會」的螢光屏幕背景，燈光璀璨，
充滿喜氣洋洋，引人注目；晚宴開始前，好多宗親們都上前拍照留念。

大合照攝宗誼
祭祖大典莊嚴
大合照與祭祖大
典，是在「李氏文化

晚宴於6時開始，晚會的主賓與來賓們先後上台致詞，其中也包括了

園」的廣場舉行。10月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理事長暨大會主席李振強宗長。交換紀念品是懇親

19日早上8時多，大家

大會的焦點，大家熱情參與，互換紀念品，並拍照留念；台上台下一片歡

用過早餐後，都從各自

騰，非常熱鬧。晚會節目開始了，風格各異，多姿多采，受人讚賞的歌舞

住宿的酒店，乘坐遊覽

節目貫穿全場，吸引著宗親們的眼球。席間，來自海內外的李氏宗親們共

車到「李氏文化園」的

聚一堂，噓寒問暖，宗情洋溢，敬酒聲音此起彼落，大家共同歡度了一個

廣場集合。全球李氏懇

溫馨的「歡迎晚會」。

親大會，慣例在祭祖當

歡迎
晚會

上圖 &下圖：2018年10月19日上午，參加大會的宗親
在「李氏文化園」的廣場，進行大合照的拍攝。

天，無論是豔陽高照，
或是寒風瑟瑟，都讓來
自海內外的李氏宗親拍
攝一張大合照（近幾
年唯一例外的是2016

下圖：
2018年10月18
日，在「懇親大
會宴會大廳」舉
辦歡迎晚會。

年）。大合照結束後，
各地的李氏宗團魚貫入
場，不同國家的李氏宗
團分成兩排，秩序井然
地列隊站在寫著自己國

祭祖的舞台，就
在「李氏祖庭」建築物
的平台上，儀式簡單，

上圖：
「歡迎晚會」的
開場節目，是許
多位女子的擊鼓
與舞蹈表演。

莊嚴隆重；參與的宗親
們，分別站在寫有國名
的牌子後，由左至右列 左起：「新加坡李氏總會」李植丰正交際、李雅杰副會
隊 站 開 ， 大 家 注 視 著 長、李志遠會長、「印尼李氏宗親總會」李國強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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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建築是「李氏文化園」內的正殿(一樓是李氏祖庭)

宗 團 動 態
李氏祖庭台上的落成典

禮，在「懇親大會宴會

禮；在嘉賓們致詞後，

大廳」的舞台上舉行。

大會宣布落成典禮完

舞台上有四排座位，來

成。紀念李曇公誕辰

自各地的宗親代表列席

2331週年祭祖大典的活

而坐，許多位宗團代表

動隨後展開，但見一群

們，都被邀請上台致

年青男女抬著花籃拾梯

詞；代表們讚揚主辦與

而上；之後，多姿的彩

承辦單位的努力，並恭

帶隨著大殿屋簷的兩側

賀懇親大會圓滿成功

直奔，舉頭看去，色彩

舉行。宴會廳內一片歡

繽紛，煞是好看。

欣，午宴在開幕典禮後

祭祖大典禮成之

午宴結束後，「世

入大殿瞻仰先祖，拍照

李會員代表大會」在鼎

2018年10月19日上午為「李氏祖庭」的落成進行剪綵 留念，祭祖活動到此告

新酒店三樓會議廳舉

一段落。「新加坡李氏

行，出席人數大約百多

總會」團員們，入內參

人；大多是「世界李氏

場與各地宗親交流。

「李氏祖庭」內其中三位先祖的雕像(中間是李曇)

會員代表。程序為大會
主席致詞、貴賓致詞，
接著進入報告事項、討
論事項、臨時動議，參
與討論的宗親們不多；

早上一系列的活

討論後，主席宣布代表

動完成後，大會指派的

大會結束，大家各回

專車便送宗親們往懇親

酒店，準備出席當晚的

大會的宴會廳，與會的

「世界李氏之夜」。

宗親們到齊後，即舉行
「全球李氏懇親大會」
開幕典禮。
「李氏祖庭」落成剪綵之後「祭祖大典」正式展開

宗親總會」的理監事或

懇親大會開幕典

「懇親大會宴會大廳」周邊的迎賓牆，花團錦簇。

「世界李氏之夜」
在懇親大會宴會大廳舉
行，當晚嘉賓雲集。
台上歌舞表演，繽紛多

10月19日中午舉行「開幕典禮&全球李氏懇親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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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李氏之夜

新加坡的團員們與「祭祖大典」的司儀小姐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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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李氏總會」的宗親合影於「世界李氏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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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台下賓客興致高

大會」年復一年，在不

昂，杯酒往來；各地宗

同國家不同地區舉行；

親，有幸相聚，交談甚

來自海內外的李氏宗

歡，凝聚宗誼，讓宗親

親，千里迢迢，齊聚一

們度過一個難忘的「世

堂，凝聚宗情，互相交

界李氏之夜」。

流，難能可貴。「新加
坡李氏總會」近十年來

隆堯縣半日遊
惜別午宴感謝
10月20日，大會的
第三天，「承辦單位」
安排了隆堯縣境內半
日遊。一早，大家由各
自住宿的酒店出發，分

10月19日晚間「世界李氏之夜」表演節目之一

別到「李氏宗親林、李
曇墓、唐祖陵」等地參
觀，並拍照留念。
在「承辦單位」
的細心安排下，隆堯縣
境內半日遊順利完成。
各地宗親由專車送往懇

2018年10月20日上午，新加坡李氏總會的宗親合影。

辦了2016年的「全球李
氏懇親大會」，當時稱
為「三禧慶典」，受到
海內外宗親的支持與鼓
勵，成功圓滿地舉辦，
個中滋味，酸甜自知，
感同身受。（編者按：
有關「2016年全球李氏
懇親大會」相關報導，
請參閱本刊第16期。）
在此，感謝主辦
單位「世界李氏宗親總
會」和承辦單位「中國
隆堯縣趙郡李氏宗親聯

親大會宴會大廳，出席

誼會、中國隆堯縣李唐

「惜別午宴」。午宴於

故里文化研究會」辛勤

12時開始，台上節目精

的付出與安排，讓海內

采萬分，戴歌戴舞；也

外的宗親相聚於隆堯，

許要配合有些宗親趕行

品嚐佳餚美食，觀賞

程，菜餚出得稍快，但

精采演出，參加各種

是精采的節目依然繼續

活動，一起度過溫馨

進行。

愉快的三天，感恩有

「全球李氏懇親

2018年10月20日上午，參觀「李曇墓」。

“李”！

「李曇墓」前的廣場，幼童迎賓表演。

10月20日中午，「惜別午宴」的表演節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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鑼鼓喧天的陣容，歡迎來到「唐祖陵」參觀的人士。

參觀「唐祖陵」時，維安人員與圍觀的當地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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