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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李氏懇親˙聚會莆田──

第16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暨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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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以下簡稱：本會、世李、總會）主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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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9.12.13 歡迎晚宴：「世界李氏宗親總會」主辦的「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2019年12月13至15日，在中國福建省莆田市舉行，由「中國福建省莆田市

第16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暨2019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於2019年12月13至
15日，在中國福建省莆田市舉辦，由「中國福建省莆田市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
委員會」承辦，超過1700人出席盛會。圖為12月13日晚間，在莆田市的會展中
心舉辦「歡迎晚宴」。

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員會」承辦。
這是第5次在中國大陸舉辦「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年度大會；前4次
分別是2009年在河南省鹿邑縣、2014年在甘肅省隴西縣、2017年在福建省
石獅市、2018年在河北省隆堯縣。
本次大會，原本預定在中國廣東省深圳市舉辦，然而先前（2018年10

本次大會的日程安排，依序為：12月13日「歡迎晚宴」；12月14日

月19日）爭取到承辦權的廣東「中華李氏宗親總會」，於2019年3月17日以

「懇親大會暨開幕式、祭祖大典、大合照、會員代表大會、世界李氏之

電子檔方式傳來信函（信函日期為2019年3月15日）通知本會已無法承辦本

夜」；12月15日「莆田市境內半日遊、惜別晚宴」。

次大會。因此，經本會另作規劃之後，決定將大會授權給「中國福建省莆
田市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員會」承辦。
這次的大會，有來自台灣、美國、香港、菲律賓、新加坡、印尼、
親，超過1700人出席盛會。

晚，特別商請「全美李氏敦宗總公所」美西總長李殿邦（世界李氏宗親總
會常務理事）擔任司儀。晚宴中，「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理事長李振強，
代表「主辦單位」致歡迎詞；他在致詞時強調——
我們「世界李氏宗親總會」主辦的「全球李氏懇親大會」，是團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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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李氏、增進宗親情誼的一個大平台；世界各地的李氏宗親們，藉由懇親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報名的人數資料。本次大會人數統計，請詳見

大會互相交流、維繫族誼，這對我們李氏的永續發展，具有重大和深遠的

P.14~15。】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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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泰國、柬埔寨、越南、澳門、澳洲、中國大陸等全球各地的宗

2019年12月13日晚間，在莆田市的會展中心舉辦「歡迎晚宴」。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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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福建省莆田市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員會」李范朝會長，則代
表「承辦單位」致詞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李氏宗親們；當致詞進行完畢之
後，便展開「互贈紀念品」的程序。
歷年的「歡迎晚宴」，幾乎都有安排表演節目，並於晚宴中「互贈紀
念品」；但是，隨著近幾年參加大會的「代表團」數量大增，「互贈紀念
品」通常需要佔用晚宴大部分的時間，經常使得與會者很晚才回到住宿的
地方休息。
然而今年，「承辦單位」以簡約隆重的風格呈現，晚宴中只安排簡單
的致詞、和樂的餐敘，以及互贈紀念品，使得「歡迎晚宴」不至於太晚才
結束，讓來參加的人，可以儘早回到住宿的地方休息，以應付隔日早起之
後，一整天的大會相關活動。所以，從另一個層面來看，這也算是「承辦
單位」對眾人的一種體貼安排。

懇親大會 開幕儀式
第二天（2019年12月14日）的所有大會活動，地點全部都安排在會
展中心。上午，首先舉行「懇親大會暨開幕式」，台上嘉賓們入座之後，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李振強理事長首先致詞；他說：

2019.12.14 懇親大會 ：2019年12月14日上午，在莆田市的會展
中心舉辦「全球李氏懇親大會」。〔上圖〕--大會開幕儀式；
〔下圖〕--大會的現場情形；〔左邊圓圖〕--「世界李氏宗親
總會」李振強理事長致詞。

今年（2019年）9月上旬，我曾經率團來到中國福建省莆田市，與「承
辦單位」共同召開籌備會議，以及勘察大會相關場地；辦理大會確實辛勞
備致，所以，我要特別感謝大會「承辦單位」的全體工作人員。……當
初，「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從台灣出發，走向國際，拓展至全球，在歷任
理事長的努力之下，如今已經有良好的基礎，更在全球宗親的團結之下，
愈來愈壯大；這是所有前輩宗賢、後進宗彥，歷經四十多年不斷努力的成
果，我們要好好珍惜。

久名譽理事長）與李常盛宗長（世李第13、14屆理事長；現任永久名譽理
事長）；因為他們二位宗長，在本會現階段的第16屆期間，目前的樂捐金
額，都已經各自累積超過台幣110萬元以上；所以，李振強理事長在此表達
他由衷的敬意與感謝！（致詞全文詳見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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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強理事長也藉此機會，特別感謝李瑞河宗長（世李第6屆理事長；現任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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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李總會」要長期保持穩定的發展，最重要的就是經費；因此，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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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中國福建省莆田市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員會」會長李范
朝、「中共莆田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鄭春洪，分別致詞。嘉賓致詞完
畢，隨即進行簡單的開幕式；開幕之後，李振強理事長代表「世界李氏宗
親總會」，向中國福建省莆田市政府致贈紀念錦旗，錦旗上有文字感謝該
市府對大會的全面協助與鼎力支持。

祭祖大典 代表大會
接下來在同場地，進行「祭祖大典」；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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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長李清利、首席顧問李
雅和、「中國福建省莆田市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員會」會長李范朝等人
擔任主祭。祭祖儀式在經過上香、獻財帛、獻果、獻爵及其它供品，於恭
讀《祭祖祝文》與行鞠躬禮之後，圓滿禮成。（《祭祖祝文》詳見P.1）
隨後眾人享用午餐；餐畢，「承辦單位」在會展中心外面的廣場，安
排大家進行「大合照」；在炎熱的陽光下，大合照好不容易完成，接著準
備進行「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每年一度的會員代表大會。
2019年12月14日下午15:00，本會在中國福建省莆田市會展中心，召開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16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由本會李振強理事長擔

上圖：2019.12.14 祭祖大典：2019年12月14日上午，在中國福建省莆田市
的會展中心舉辦「祭祖大典」。

下圖：2019.12.14 會員代表大會：2019年12月14日下午，在莆田市的會展
中心召開「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16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

任大會主席，祕書長李婉慧擔任司儀。大會開始，司儀請眾人起立，首先
播放「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會歌；播畢，眾人復位就座。接著，先介紹在
場嘉賓，然後由本會理事長李振強首先致詞；他說：
自從2017年8月，我擔任「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16屆的理事長，至
今已經兩年多了，感謝各位理監事們，以及名譽理事長及顧問們的支持與
協助，非常謝謝大家！這兩年多以來，我曾經拜訪了泰國、中國河北隆堯
縣、美國、新加坡、中國福建、香港、馬來西亞、台灣、菲律賓等地的宗

續給予支持，為「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興盛發展，共同努力！
隨後，「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監事長李清利、永久名譽理事長李瑞
河、永久名譽理事長李常盛、「全美李氏敦宗總公所」元老李可喬、「香
港李氏宗親會」董事會副主席李煥霞、「菲律賓隴西李氏宗親總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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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成立。今天非常謝謝大家，出席這次會員代表大會，也懇請大家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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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李耀鵬、「馬來西亞李氏總會」總會長李福旺、「泰國李氏宗親總會」
理事長李創福、「中國河北隆堯縣趙郡李氏宗親聯誼會」會長李占杰、
「澳門李氏宗親會」監事長李天賞、「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副監事長李祺
福、「中國福建上杭李火德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人旺、「中國鹿邑李氏
文化研究總會」會長李文德、「中國廣東隴西文化研究專業委員會」主任
會長李豪等各地的宗團首長們，亦都分別應邀致詞。（以上《嘉賓致詞》
詳見 P.18~25）
在本次的會議中，審核通過去年度（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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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1~5月份的收支明細暫結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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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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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將本會主辦的「2020年全球李氏懇親大
會」授權給「中國湖北省武漢隴西堂李氏文化研究院」承辦。

世界李氏 共同之夜
12月14日晚間18:00，在會展中心舉行「世界李氏之夜」。當晚的餐宴
會上，「承辦單位」安排了許多節目，分別有女子鼓樂隊、漢服走秀、男

2019.12.14 世界李氏之夜：2019年12月14日的晚間，在莆田市的會展中心
舉辦「世界李氏之夜」。當晚的餐宴會上，「承辦單位」安排了女子鼓樂隊、
漢服走秀、男女演唱、二胡演奏、地方戲曲、歌唱舞蹈……等表演。

女演唱、二胡演奏、地方戲曲、歌唱舞蹈……等表演。
節目表演到一個段落，進行授旗的儀式。由於「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明年（2020年）的全球李氏懇親大會，已決定授權給「中國湖北省武漢隴
西堂李氏文化研究院」承辦；因此，在晚會中，進行「世界李氏宗親總
會」的會旗交接；李范朝會長先將會旗交還給「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然
後由本會李振強理事長，親自授旗給「中國湖北省武漢隴西堂李氏文化研
究院」。

建省莆田市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員會」會長李范朝致贈感謝狀。
【編者按：本會原本將「2020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授權給「中國湖北省
武漢隴西堂李氏文化研究院」承辦，預計在中國湖北省武漢市舉辦。然
而，由於中國湖北省武漢市，自2019年12月起，爆發了由病冠狀毒所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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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肺炎疾病（COVID-19），而且此肺炎疾病的疫情蔓延全球，短期內難以

庭或家族文化的傳承，台上的座談者各抒己見，台下的宗親朋友們則聆聽

趨緩。為了與會者的生命安全著想，因此本會於2020年1月22日，決定取消

參考。座談結束，晚宴正式展開，大家就邊用餐邊觀賞表演節目。

「2020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在中國湖北省舉辦，同時取消「中國湖北省

節目進行沒多久，由李振強理事長代表「世界李氏宗親總會」致閉幕

武漢隴西堂李氏文化研究院」的承辦權，並且以電子郵件的方式於同日通

詞。致詞結束後，「中國河北隆堯縣趙郡李氏宗親聯誼會」會長李占杰，

知該院。隨後，本會於2020年2月28日，決定停辦「2020年全球李氏懇親大

上台向本會樂捐10萬元人民幣，由李振強理事長代表接受並敬致謝忱。

會」，並於3月4日以電子郵件的方式，通知世界各地的宗團或宗親。】

境內遊覽 惜別晚宴

由於「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經費，需要大家的共同支持，所以本會
永久名譽理事長李常盛，接著在台上臨時發起樂捐的呼籲；他呼籲大家在
能力範圍內，捐款給「世界李氏宗親總會」，金額不在多寡，因為不管多

2019年12月15日上午，「承辦單位」安排莆田市境內半日遊，分別到

或少，都可以積沙成塔，重點只在於那一份心意，他自己就先在台上宣布

「文峰宮」(或稱“文峰天后宮”)、「梅峰寺」參觀。中午，眾人到會展

樂捐人民幣10萬元；當晚在場人士，見到常盛宗長的熱心，便有許多宗團

中心用餐；下午則是自由活動時間，承辦單位先讓大家回到住宿的地方休

或宗親，紛紛響應，慨捐經費。

息，然後等待晚上的「惜別晚宴」。

如此支持「世李」的熱絡情況，恰好呼應李振強理事長在晚間的閉幕

12月15日晚間，在會展中心舉辦「惜別晚宴」。晚宴節目開始之前，

詞所說的——非常感謝大家這幾天以來，熱情參與「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承辦單位」在舞台上安排一個「家文化傳承發展之道」的小型座談；座

一年一度的盛會；懇請各位宗親，繼續支持「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大家

談由「世李」永久名譽理事長李常盛主持，另有其他6位宗親參與；對於家

攜手共同努力，一起增進全球李氏的凝聚力！

2019.12.15 境內遊覽：2019年12月15日上午，「承辦單位」安排莆田市境

2019.12.15 惜別晚宴：2019年12月15日晚間，在會展中心舉辦惜別晚宴；

內半日遊；圖為與會者參觀遊覽的情形。

當晚先進行小型座談，由「世李總會」永久名譽理事長李常盛宗長(中)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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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序

【大會人數統計】：2019 年大會「各代表團」人數
編序

代表團名稱

人數 編序

代表團名稱

(69) 福建莆田涵江李氏宗親會

人數

代表團名稱

人數

72 (97) 浙東李氏文化聯誼會

12

16 (35) 馬來西亞柔南李氏公會

(70) 福建龍岩市永定區代表團

9 (98) 甘肅臨洮縣隴西李氏祖籍研究會

7

13 (36) 馬來西亞柔佛州古來李氏公會

5 (99) 江西省上猶縣李氏宗親聯誼會

12

( 2 ) 財團法人台灣李氏宗祠

(71) 福建龍岩新羅燕詒堂

6

(72) 福建南靖李氏宗親會

5 (100) 江西省上饒市李氏宗親會

13

1

1 (37) 馬來西亞雪隆李氏宗親會

3

( 4 ) 台灣李氏宗親總會

15 (38) 馬來西亞瓜拉冷岳李氏宗親會

(73) 福建閩南五山李氏君懷堂

3 (101) 江西省上饒市弋陽縣隴西李氏協會 10

2

14 (39) 馬來西亞烏魯冷岳李氏宗親會

(74) 福建上杭廬丰李氏

3 (102) 江西贛州市李氏宗親會

17

( 5 ) 台灣新北市李氏宗親會

2

(75) 福建莆田市秀嶼區東浦鎮吉城村吉了老人協會

5 (103) 江西臨川城南瑤坪李氏理事會

10

( 6 ) 台灣新竹市李氏宗親會

7 (40) 馬來西亞霹靂州李氏宗祠

7

( 7 ) 台灣新竹縣李姓宗親會

8 (41) 馬來西亞雪蘭莪州沙白安南縣李氏宗親會

(76) 福建南安市李贄宗祠管委會

3 (104) 江西撫州田塅李氏理事會

8

( 8 ) 台灣苗栗縣李姓宗親會

3 (42) 泰國李氏宗親總會

(77) 福建寧化縣李氏宗親會

2 (105) 江西撫州崇仁李氏文化研究會

34

4 (43) 柬埔寨隴西李氏宗親總會

(78) 福建平和城關李氏飛英宗祠代表

1 (106) 江西吉安市李氏聯誼會

1

( 9 ) 台灣台中市李氏宗親會

15

8 (44) 越南李氏宗族祖堂

39 (107) 江西南昌葛溪李氏宗親會

7

(10) 台灣高雄市李氏宗親會

(79) 廣東潮汕李氏宗親會

9

8 (45) 澳門李氏宗親會

(80) 廣東普寧老子文化發展研究會

38 (108) 東北李氏宗親會

8

(11) 台灣大高雄李氏宗親會

6

(12) 台灣屏東縣李氏宗親會

2 (46) 澳大利亞李氏宗親

(81) 廣東南海礌崗李氏聯誼會

14 (109) 貴州遵義李氏宗親仁懷代表團

1

(82) 廣東梅州市李氏宗親會

20 (110) 貴州省黔西南州李氏宗親文化聯誼會

4

(83) 廣東懷集縣李氏宗親聯誼總會

15 (111) 內蒙古李氏宗親聯誼會

4

(84) 廣東澄海李氏宗親會

52 (112) 重慶李氏宗親聯誼會

(85) 廣東海陸惠李氏理事總會

42 (113) 上海李氏聯誼會

2

(86) 廣東隴西文化研究專業委員會

33 (114) 江蘇省鹽城市李氏叔良公宗親會

1

(87) 廣東五華縣李氏宗親會代表團

48 (115) 廣西壯族自治區李氏總會

(13) 台灣金門縣李氏宗親會

14 (47) 中國鹿邑李氏文化研究總會

10

(14) 美國李氏代表團

29 (48) 中國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會

3

(15) 香港李氏宗親會

33 (49) 中國河南省固始縣李氏文化研究會 17

(16) 菲律賓隴西李氏宗親總會

28 (50) 中國河南信陽李氏宗親代表團

4

(17) 菲律賓隴西李氏宗親總會-中北呂宋分會 13 (51) 中國河北隆堯縣趙郡李氏宗親聯誼會 28
(18) 菲律賓隴西李氏宗親總會-宿務分會

10 (52) 中國河北省邢台李氏文化宗親會

6

6
20

12

14

16

2 (53) 福建廈門李氏宗親會

(88) 廣東肇慶市高要宋隆李氏文桂支派理事會

6 (116) 廣西省玉林市容縣李氏宗親

1

(19) 菲律賓隴西李氏宗親總會-黎牙實備分會

50

8 (54) 福建省石獅市隴西文史研究會

(89) 廣東肇慶市端州區沙頭村李氏聯誼會

2 (117) 廣西南寧市李氏宗親

1

(20) 菲律賓隴西李氏宗親總會-那牙分會

50

(90) 廣東省惠東縣吉隆鎮利貞互助公益協會 18 (118) 中國全球李氏宗親愛心聯盟吉林代表團

4

25 (55) 福建永安皇歷江王祠文化研究會

47

(91) 廣東河源市李氏宗親會

2

23

(92) 廣東韶關李氏宗親會

(21) 新加坡李氏總會
(22) 新加坡潮州隴西李氏公會

5 (56) 中國福建閩南李氏宗親聯誼總會

(23) 印尼李氏宗親總會

2 (57) 福建泉州泉港李氏宗親會

5

21 (119) 吉林通化市代表團
3 (120) 遼寧丹東市李氏宗親會

1

30 (58) 福建上杭李火德文化研究中心

(93) 浙江永嘉李氏文化研究會

20 (121) 中國李氏商界菁英會

23

(24) 印尼李氏宗親會(雅加達)

5

17 (59) 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員會上杭理事會

(94) 浙江省瑞安市李氏文化研究會

20 (122) 中國李氏商界菁英會山東總會

17

(25) 印尼峇淡李氏宗親會

2

(26) 印尼蘇北隴西李氏宗親會

4 (60) 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員會

(95) 浙江蒼南縣李氏青年聯誼會

10 (123) 福建星山海貿易有限公司

5

5 (61) 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員會福鼎理事會 86

(96) 浙江溫州市江南李氏代表團

14

(27) 馬來西亞李氏總會
(28) 馬來西亞檳城李氏宗祠

12 (62) 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員會永泰理事會 15

(29) 馬來西亞馬六甲李氏宗祠

12 (63) 福建泉州安平李氏聯誼會

(30) 馬來西亞太平北霹靂李氏公會

人數共計：1752人（大會日期：2019年12月13~15日）

18

編序

2 (64) 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員會漳州理事會 41

(1)

36 (65) 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員會李富文化研究中心

8

(2)

(32) 馬來西亞砂拉越李氏公會

21 (66) 福建永定區培丰鎮文溪長店李氏宗親會

5

(3)

(33) 馬來西亞砂拉越美里李氏公會

13 (67) 福建莆田北高呈祥李氏宗親會

16

(4)

(34) 馬來西亞砂拉越詩巫李氏公會

14 (68) 福建莆田白塘李氏李富祠代表團

29

(5)

地區

台灣
美國
香港
菲律賓
新加坡

人數

編序

108
29
35
61
30

(6)
(7)
(8)
(9)

地區

印尼
馬來西亞
泰國
柬埔寨
越南

人數

編序

54
148
34
15
9

(11)
(12)
(13)

地區

澳門
澳洲
中國大陸

人數

6
1
1222

人數共計：1752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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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0)

期

期

(31) 馬來西亞沙巴州李氏宗親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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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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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編序

( 1 )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 3 ) 台灣台北市李氏宗親會

22

代表團名稱

特 別 報 導

--【大會嘉賓致詞】

中國福建省莆田市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員會

李振強（2019.12.14上午 在“懇親大會”的致詞）

會長 李范朝（2019.12.14上午 在“懇親大會”的致詞）

今年（2019年）9月上旬，我曾經率團來到
中國福建省莆田市，與「承辦單位」共同召開籌備會
議，以及勘察大會相關場地；辦理大會確實辛勞備致，所以，我要向大
會「承辦單位」的全體工作人員說：你們辛苦了！因為你們盡心盡力地付
出，使得大會順利召開並成功舉辦，非常謝謝你們！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是全球李氏彼此溝通的橋梁，以及互相交流
的平台。當初，「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從台灣出發，走向國際，拓展至全
球，在歷任理事長的努力之下，如今已經有良好的基礎，更在全球宗親的
團結之下，愈來愈壯大；這是所有前輩宗賢、後進宗彥，歷經四十多年不
斷努力的成果，我們要好好珍惜。
各位宗長宗親們，我們「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經費來源，主要是來
自宗親們的「職務捐」和「自由樂捐」；「世李總會」要長期保持穩定的
發展，最重要的就是經費；因此，我想在此呼籲大家，在你們的能力範圍
之內，敬請隨時贊助「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的李氏宗親們：
首先，熱烈歡迎大家出席在中國福建省
莆田市召開的「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16屆
第3次全體代表大會暨2019年全球李氏懇親
大會」。
莆田是歷史悠久並且舉世聞名的魚米之
鄉、文化鄒魯、體育之鄉、水果之鄉；莆田是媽
祖的故鄉及發源地，海神媽祖在海上慈佑護航已達千
年，在台灣及世界各國均有分靈，信眾達三億以上；莆田還是雕刻之鄉，
是全國最大的木材集散地，海運碼頭、客運快車四通八達；歡迎各位在大
會之後，常來莆田旅遊、投資、觀光。
本次大會，由「福建省莆田市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員會」承辦，
莆田本屆的李氏委員會，由2015年5月2日經批准換屆成立。莆田市李氏近
二十萬人，族裔遷徙台灣、廣東、海南、浙江以及海外等五湖四海，足跡
遍布世界各地，歷史悠久、英才輩出，為莆田的一大望族。
莆田李富，是莆田入莆始祖之玄孫，南宋時率義兵數千北上抗金，戰
績顯赫，受朝廷任命為殿前統制司幹辦；辭歸莆田之後，積善造橋、建寺
廟、辦梅峰書院，功德累累，莆田人於是蓋祠紀念，是為莆田五賢。
莆田李氏還與台灣李氏宗親總會組織簽有長期合作友好往來交流聯誼
的協議書，已經交流多年；我們也希望與各國的李氏宗親總會簽約，友好
往來、互幫互助。日下，中國大陸正處於欣欣向榮蒸蒸日上的大好時機，
歡迎各位宗親常來中國大陸，常來莆田；謝謝大家！

期

期

另外，我在這裡，想再次特別感謝李瑞河宗長與李常盛宗長。在本會
現階段的第16屆期間，常盛宗長目前已經樂捐台幣150萬元，瑞河宗長目前
也樂捐了台幣100萬元贊助會務經費；並且，瑞河宗長同時以廣告的方式，
贊助每一期的《世界李氏》會刊，從會刊復刊號第1期至今（第20期），他
已經贊助會刊超過台幣90萬元。對於他們二人的熱心支持、慷慨捐獻，我
想在此表達我由衷的敬意與感謝！最後，祝各位健康平安；謝謝！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貴賓、來自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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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主席˙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理事長
我謹代表「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感謝全球
各地宗親的光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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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在中國福建省莆田市召開，由「中
國福建省莆田市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員
會」承辦；這是繼河南省鹿邑縣、甘肅省隴
西縣、福建省石獅市、河北省隆堯縣之後，
第5次在中國舉辦「世李」的大會。

22

【大會嘉賓致詞】--

2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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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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瑞河（2019.12.14下午 在“會員代表大會”的致詞）

李常盛（2019.12.14下午 在“會員代表大會”的致詞）

會」，幾十年來，一直是我們李氏，彼此交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每年舉辦的「全球
李氏懇親大會」，今年是第5次在中國大陸舉

流、互相扶持、增進宗誼的一個很好的大平

辦；我在此，先向來自世界各地的宗親朋友

台；今天看到這麼多宗親朋友們，來參加盛

們，表達問候，很高興今年又與大家共聚

會，個人感到很歡喜，也很高興能和大家共

一堂。

聚一堂，一起感受懇親的和樂與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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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國福建省莆田市隆重舉辦；這是第2次在中國福建
省舉辦「全球李氏懇親大會」，上一次是2017年，在福建省石獅市，當時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是一個世界性
的宗親組織，於1973年正式成立；在歷屆理
事長、以及理監事們的共同努力之下，我們的
會務，一直在蓬勃發展當中；特別是近年來在維繫
宗誼、增進交流、促進團結、擴大影響等方面，做了很多的貢獻。

我也有參加。我身為「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一份子，在此謹向承辦單位

我是在2008年9月份，開始擔任「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理事長，當時

「中國福建省莆田市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員會」全體工作人員，表達誠

是第13屆；後來在2011年，繼續連任為第14屆的理事長。自從我擔任「世

摯的感謝與敬意，同時也祝福大會圓滿成功！

李」理事長一職以來，先後在印尼雅加達、中國河南鹿邑、台灣金門、台

本人曾經在1986至1989年的期間，擔任「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6屆的

灣苗栗、香港、泰國，舉辦我們「世李」的大會。

理事長；1987年1月的時候，本會創辦了《世界李氏》會刊，然後一直發行

我們「世界李氏宗親總會」首次在中國內地舉辦大會，是2009年10月

到1992年12月，因故而停刊了十多年；到了2009年5月，香港的李常盛宗長

份的時候，在河南省鹿邑縣「老子故里」隆重舉辦；第2次是2014年在甘肅

擔任第13屆理事長時期，終於讓會刊恢復發行。

的隴西縣，隴西是我們的發源地，所以「2014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在隴

由於《世界李氏》會刊的內容，對於敦宗睦族及宣揚李氏，有很重要
的作用；因此，懇請大家多多支持並且樂捐贊助《世界李氏》會刊。
最後，祈願各位宗親朋友們，在這個仲冬的時節裡，心中都有一份溫
暖，常相左右；祝福大家身心愉快，平安健康；謝謝！

西召開，特別具有意義；第3次是2017年在福建省石獅市，第4次是2018年
在河北省隆堯縣，今年（2019年）在福建省莆田市舉辦，就是第5次了。
我們宗親之間，最重要的是「團結和睦、互相包容」；「世界李氏
宗親總會」長期以來，為宗親的團結與和諧，努力做了許多工作；多年以
來，年年都有新的宗親組織，踴躍參與「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大會，這
表示，有愈來愈多的人，支持與認同「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希望大家能
夠繼續支持。

謝謝！

期

期

最後，祝福各位宗長宗親、各位嘉賓朋友們，身體健康，鴻圖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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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永久名譽理事長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主辦的「全球李氏懇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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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嘉賓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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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嘉賓致詞】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監事長
李清利
（2019.12.14下午）
各位宗長以及各位宗親朋友們，大家
好！首先，感謝今年的大會承辦單位──「中
國福建省莆田市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員會」全
體工作人員，因為有你們的辛苦以及努力，大會才

能順利如期召開，非常謝謝你們。

【大會嘉賓致詞】--

特 別 報 導

全美李氏敦宗總公所 元老
李可喬（2019.12.14下午）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副理事長)
各位宗親，大家好！很高興能夠與美國
的宗親們，來參加今年在中國福建省莆田市舉
辦的「全球李氏懇親大會」。
我們美國李氏，一向都支持「世界李氏宗親總
會」的各項活動，尤其是在世界各地舉辦的「全球李氏懇親大會」，我們

另外，今天也很高興，來到福建省莆田市，和大家共聚一堂，互相交

每次都組織代表團出席，與各地的宗親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增進了彼此

流，一起商討我們李氏的會務，一起聯絡我們李氏的族誼；希望大家繼續

之間的感情。同時，我們也希望有機會能夠在美國的西岸，或者在美國東

支持「世界李氏宗親總會」，也希望我們總會發展得愈來愈興盛，並且可

岸的紐約市，舉辦一次「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懇親大會，使我們有機會

以承先啟後，薪火相傳，讓我們「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永續發展。在此，

招待來自各國的宗親；歡迎將來大家一起來到美國！在此，敬祝在座各位

祝福大會圓滿成功，也祝福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身體健康，家庭美滿！

菲律賓隴西李氏宗親總會 理事長
李耀鵬（2019.12.14下午）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副理事長)
各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宗親們，大家好！
很高興我們「菲律賓隴西李氏宗親總會」及所
屬分會，來參加今年的「全球李氏懇親大會」；
在此，我先預祝大會圓滿成功！
我們「菲律賓隴西李氏宗親總會」，在今年（2019年）5月進行換屆改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副理事長)
各位宗長、宗親們，大家好！我謹代表
香港的宗親，預祝大會順利成功。今天，非常
高興來到福建省莆田市，參加「世界李氏宗親
總會」主辦的的全球李氏懇親大會；今年的懇親大
會，在莆田宗親們的安排下，盛大地舉行，我想藉此機會，表達我們衷心
的感謝。

譽理事長文龍宗長撥冗蒞臨，也感謝「菲律賓總會常務顧問、世李氏總會

最近幾年的盛會，都有超過千名的海內外宗親們互相交流，團結力

永久名譽理事長」滄洲宗長擔任印信交接的監交人。希望各地的宗親們，

量，維繫宗誼，進而讓我們李氏文化，得以世代流傳。我在這裡，祝大家

有機會可以組團來菲律賓旅遊觀光，彼此交流；祝大家平安愉快；謝謝！

身體健康，家庭幸福，萬事如意；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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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在就職典禮的時候，非常感謝「世李總會」理事長振強宗長和永久名

香港李氏宗親會 董事會副主席
李煥霞（2019.12.14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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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嘉賓致詞】
澳門李氏宗親會 監事長
李天賞（2019.12.14下午）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副理事長)

各位宗親們，大家好！世界李氏宗親總

我代表「中國河北隆堯縣趙郡李氏宗親

會主辦的「全球李氏懇親大會」，今年由「中

聯誼會」對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16屆第3次會

辦，我謹代表「澳門李氏宗親會」，預祝大會圓滿
成功！

員代表大會暨2019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在中
國福建省莆田市隆重召開，表示熱烈的祝賀！對
承辦本次大會的「福建省莆田市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最初在台灣成立，歷經四十多年來，都會在世
界各地舉辦「全球李氏懇親大會」。今年的大會，在福建省莆田市舉辦，

員會」李范朝會長和莆田的李氏宗親們，對你們的熱情接待表示衷心的感
謝！對來自世界各地的宗長、宗親們表示誠摯的問候！

這是「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最近三年以來，二度在福建省舉辦；作為祖籍

今天我們懷著一顆至誠之心，共同祭奠我們的先祖，傳頌先人的宗功

福建的宗親，感覺無上光榮。福建的宗親，發揚愛拚敢贏的精神，不斷深

祖德，共謀李氏家族的興旺發展。歷史告訴我們，只有自強不息才能把握

化與全球宗親的交流聯誼；藉由懇親大會的舉辦，我們可以團結宗親，增

命運，與時俱進才能緊跟時代，勤勞勇敢才能成就偉業，精誠團結才能興

進族誼，共謀發展。在此，祝各位宗親，萬事如意，健康愉快；謝謝！

旺宗族；讓我們共同攜手，為李氏宗族創造更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奮鬥！

泰國李氏宗親總會 理事長
李創福
（2019.12.14下午）

馬來西亞李氏總會 總會長
李福旺
（2019.12.14下午）

連心聯誼，共譜美好！全球李氏宗親，

來自全球各地的宗親們，大家好！馬來

熱烈期盼之「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16屆第3次

西亞是個多元社會，各種文化、宗教、語言等

會員代表大會暨2019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今
天盛大精彩開場了；逾千宗賢，從全球各地齊聚中
國福建省蒲田市，共同宏揚宗功祖德，發揚中華文化。在
此，感謝福建省蒲田市宗親們的盛情接待；每年在各個國家各個地區舉辦
的「全球李氏懇親大會」，意義巨大深遠；期盼懇親大會，一屆比一屆更
美好進展，綿延千秋萬代。

元素構成了今天美麗的馬來西亞。全國人口有3
千7百萬，華人占了總人數的21%，約7百多萬人。
馬來西亞華社，致力於推展華文教育及華人文化習俗，是
除了港、台、中以外，保存得最完善的國家。
一年一度的全球李氏懇親大會，不僅是讓五湖四海的全球李氏宗親
跨地區交流的重要聚會，也是李家宗親開展合作和交流的重要舞台。願以
「世李」大會為起點，呼喚更多宗親以光大傳統為己任，共同從祖先文化

氏宗親總會」，誠摯地祝賀大會圓滿成功；並祝在座諸位，身體健康，家

的源頭活水中，吸收智能和力量，進而推動人類文明的進步和發展。最

庭幸福，事業發達，萬事如意！

後，順祝各位宗親身體健康，家庭幸福，美滿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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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姓位居中華第一大姓，我們要勇於擔當。最後，我謹代表「泰國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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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河北隆堯縣趙郡李氏宗親聯誼會
會長 李占杰（2019.12.14下午）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副理事長)

國福建省莆田市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員會」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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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嘉賓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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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嘉賓致詞】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副監事長
李祺福（2019.12.14下午）
(中國福建省廈門市)
一是福建省莆田市政府的關心和支持，二是得

鹿邑李氏文化研究總會」，對「2019年全球李

就不會有這次大會的順利召開；在此，我要向他們表示

氏懇親大會」的召開，表示熱烈祝賀，並衷心
感謝福建莆田李氏宗親的熱情接待。我們是來自
偉大的哲學家及思想家──老子的故里、李姓發源地──

衷心的感謝！中國大陸是全球李氏宗親最多的地方，從上個世紀九○年代

河南省鹿邑縣；這裡的太清宮、明道宮，是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此

以來，「世李總會」歷任理事長，都十分重視中國大陸的李氏宗親，「世

外，我縣劃撥土地60畝恢復建設的「中華李氏大宗祠」，在海內外李氏宗

李」先後在中國大陸召開過五次大會(這次的莆田是第五次)，這體現了

親和縣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三大主體建築已分別竣工，目前正在裝修完

「世李總會」對中國大陸廣大李氏宗親的重視。「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是

善。在此，再次感謝宗親們為搭建李氏宗親尋根問祖的大平台，慷慨解

一個團結全球所有李氏宗親的團體，是促進全球李氏宗親交流和聯誼的平

囊、積極捐獻；同時，熱誠歡迎海內外李氏宗親，回祖地尋根謁祖，參觀

台，讓我們共同祝願「世李總會」會運昌榮，全體李氏宗親幸福安康！

旅遊。最後，祝大會圓滿成功；祝宗親們事業興旺發達，全家幸福安康！

中國福建上杭李火德文化研究中心
主任 李人旺（2019.12.14下午）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顧問)

中國廣東省隴西文化研究專業委員會
主任會長 李豪（2019.12.14下午）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顧問)

各位宗長、各位朋友、女士們先生們，

來自全球各地的李氏宗親們，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來自「福建上杭李氏大宗祠」的

今天我懷著喜悅的心情，來參加「全球李氏懇

代表，很榮幸參加這次在福建省莆田市召開的
「全球李氏懇親大會」；在此，我代表「李火德文
化研究中心」，向參加大會的各位嘉賓朋友及宗長，表示

親大會」。首先，我代表「廣東隴西文化研究
專業委員會、廣東海陸惠李氏理事總會」，對今天
的盛會表示熱烈的祝賀，並向前來參加此次盛會活動的宗
親們，致以誠摯的問候！廣東隴西文化研究專業委員會，是廣東省一個合

省上杭縣稔田鎮官田村的李氏大宗祠，是一座聞名海內外最具代表性的客

法專業且具有廣泛民意代表性的省級李氏文化研究機構，致力於團結廣東

家祖祠之一，是為紀念宋末閩粵始祖李火德而建，至今風采依然，古樸恢

李氏宗親，研究廣東李氏文化，提煉和創新廣東李氏精神。我們全球李氏

宏；我們真誠歡迎各位嘉賓朋友，到上杭稔田旅遊觀光，歡迎李火德後裔

聚會莆田，共同在這裡舉行「全球李氏懇親大會」，就是發掘和弘揚李氏

回祖地尋根謁祖。今喜逢莆田李氏盛會，願吾族人敦宗團結、明倫睦族、

文化的蘊涵。最後，祝2019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圓滿成功；祝全球李氏

加強聯誼。最後，祝大會圓滿成功；祝各位家庭幸福、事業有成；謝謝！

宗親以及在座的各位宗親嘉賓，事業興隆、身體健康；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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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摯的問好；向承辦大會的莆田李氏委員會，致以崇高的敬意！位於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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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顧問)
各位宗長宗親，大家好！我代表「中國

與哲勝宗長等人的努力；沒有他們的辛勞和付出，

特 別 報 導

中國鹿邑李氏文化研究總會 會長
李文德（2019.12.14下午）

今年這一屆「世李」大會的隆重召開，
力於振強理事長的堅持以及國憲執行副理事長

22

【大會嘉賓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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