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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李氏宗親總會第29屆理事會就職
李創福宗長連任該會理事長
◎ 圖文資料提供：泰國李氏宗親總會 李素文宗姊
改寫自2020年11月09日泰國《泰華僑社》的報導
2020年11月1日，「泰國李氏宗親總會」在該會的會館所在——「泰國
李氏大宗祠」舉行「第29屆理事會成立就職典禮」；第28屆的理事長李創
福宗長，受到泰國宗親的支持而獲得連任，繼續主持第29屆的會務。
「泰國李氏宗親總會」自1964年創立以來，經過歷屆理事長——李
之綿、李飄萍、李建南、李興多、李光隆、李振欽、李振來，以及第28屆
理事長李創福等宗長們的努力，為會務辛勤耕耘，使得「泰國李氏宗親總
會」成為泰國李氏裔孫共同的精神家園。
本次就職典禮，由「泰國李氏宗親總會」永遠名譽理事長兼參議李
振欽，擔任大會主席；他在致詞時表示：家創福宗親，為人謙虛，正派大
方，熱心僑社工作；擔任本會第28屆理事長的2年任期內，全體理事會成員
同心同德，團結合作，凝聚全泰李氏宗親力量，努力拓展會務工作。去年

集資202萬泰銖，赴叻差威提醫院捐贈150萬泰銖，赴挽披醫院捐贈52萬泰
銖，作為抗疫善款，為「泰國李氏宗親總會」爭光。今天，家創福宗親獲
得理事會的愛戴和支持，蟬連出任第29屆理事長，可喜可賀；期望第29屆
理事會在創福理事長的領導下，全體成員再接再厲，創造更輝煌的成績。
隨後，大會主席李振欽宗長向連任的李創福理事長授予印信，同時邀
請該會榮譽顧問李榮烈（泰國前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永遠名譽理事長兼

佳期，荷蒙諸位撥冗光臨參加，尤其感謝家振欽永遠名譽理事長親臨主持
典禮儀式。本人承蒙諸位的厚愛和信任，連任第29屆理事長，深感榮幸。
在第28屆2年任期內，感激諸位的支持與合作，使會務工作順利推展，但不
足之處還是很多，希望大家多多指正。
為表達對會務傳承的支持，李創福理事長樂捐贊助教育基金20萬泰
銖；永遠名譽理事長兼參議李振欽、李振來，各贊助教育基金10萬泰銖；
谷莊隴西堂亦樂捐教育基金5千泰銖；榮膺常務理事的李志明宗長，則贊助
會務經費5萬泰銖。

參議李振來、永遠榮譽理事長李木盛、李榮吉，上台見證。接著由李創福

中午，李創福理事長出錢設宴款待與會人士。席間，李榮烈、李源

理事長向新屆副理事長兼財政李炎炎、副理事長兼財政李漢通二位宗長，

潮、李永根、李健船、李漢通、李漢堅、李作強等宗長們，紛紛上台獻唱

授予財務清冊。

助興；至下午2時左右，就職典禮圓滿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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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為防控新冠（COVID-19）肺炎疫情在泰國蔓延，創福宗親帶頭

李創福理事長在致詞時則表示：今天是本會第29屆理事會成立就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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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亦組團赴中國福建省莆田市，參加「全球李氏懇親大會」；

2020年11月1日，「泰國李氏宗親總會」舉行「第29屆理事會成立就職典禮」
第28屆的理事長李創福宗長獲得連任。圖為該會永遠名譽理事長李振欽(右3)
向連任的李創福理事長(左3)授予印信。左起：「泰國李氏宗親總會」永遠榮
譽理事長李木盛、永遠名譽理事長李振來、理事長李創福、永遠名譽理事長李
振欽、榮譽顧問李榮烈、永遠榮譽理事長李榮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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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李氏宗親總會
永遠名譽理事長李振欽 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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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李氏宗親總會
榮譽顧問李榮烈 致詞

泰國李氏宗親總會 第 29 屆

泰國李氏宗親總會
永遠名譽理事長李振來 致詞

泰國李氏宗親總會
李創福理事長 致詞

理事會就職典禮（2020.11.01）

當日出席就職典禮的李氏首長及宗親們，有：李振欽、李振來、

李木盛、李榮吉、李榮烈、李健船、李創福、李開德、李朝文、

李財連、李炎炎、李鑒川、李漢堅、李培南、李燦奎、李永根、

李漢通、李夢熊、李木群、李振明、李華強、李章漢、李岳發、

李劍鴻、李揚龍、李耀深、李頌汶、李炳松、李劍鵬、李侑洲、

李初高、李素文、李桂鑫、李劍榮、李億鵬、李楚宣、李俊生、

李清輝、李志明、李庚武、李木貴、李育生、李炯鑫、李健德、

李桂源、首長夫人李王妙嬋、李徐桂香、李王妙賢、李周秀娟等。

永遠名譽理事長李振欽，向李創福理事長獻花祝賀。左起：
李健船、李榮吉、李木盛、李創福、李振欽、李振來、李榮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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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創福理事長(右3)，向新屆副理事長兼財政李炎炎(左3)、
副理事長兼財政李漢通(左4)二位宗長，授予財務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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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李氏宗親會成立6週年暨
第3屆理監事就職聯歡午宴
◎ 圖片提供：澳門李氏宗親會監事長 李天賞
改寫自2020年12月06日的《澳門日報》
「澳門李氏宗親會」於2020年12月5日中午，在萬豪軒酒樓舉辦「成立
6週年暨第3屆理監事就職聯歡午宴」；該會會長李沛霖、理事長李子豐、
監事長李天賞、財務長李秋林等人皆連任，祕書長則是由李業飛新任。
李子豐理事長在報告會務時表示，雖然今年（2020年）因為疫情（指
COVID-19肺炎疫情）而未能舉辦外訪活動，期望未來能如期展開，並且把
會務做得更好。新任祕書長李業飛則指出，過去舉辦活動都給大家留下深
刻的印象，既加強了會員之間的聯繫，又提升了「澳門李氏宗親會」在友
好宗族社群中的影響和互動；今後將根據會務工作安排，聯合各部門齊心
協力，努力辦好尊祖敬宗、孝悌友愛的活動，做好團結宗親的工作。

2020年12月5日「澳門李氏宗親會」舉辦「成立6週年暨第3屆理監事就職聯歡
午宴」。上圖左起：常務副會長李健強、理事長李子豐、會長李沛霖、監事長
李天賞、財務長李秋林。【有關澳門李氏宗親會，從籌組至成立的報導，請參
閱《世界李氏》會刊˙復刊號 第3期 P.42、第8期 P.96~97、第12期 P.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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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會務活動紀要（2020年1月至12月）

(02) 2020.03.01：本會前常務理事兼法律顧問李聖隆宗長告別式
本會前常務理事兼法律顧問李聖隆宗長，於2月8日逝世，3月1日在台北市
立第一殯儀館舉行告別式；本會李婉慧祕書長提前至靈堂上香致悼，本會
於2月中旬先以唁電敬表追悼之忱，並於告別式當日致送花籃。
(03) 2020.03.01：台灣李氏宗親總會理事長李增得的公子舉行婚宴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祕書處

「台灣李氏宗親總會」理事長李增得的公子，於台北圓山大飯店舉行婚
宴；本會致贈花籃祝賀。

(01) 2020.01.13：全美李氏敦宗總公所李可喬宗長一行7人拜訪世李總會

(04) 2020.03.04：本會發出通知--全球懇親大會停辦、會員代表大會延期

「全美李氏敦宗總公所」元老李可喬宗長（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副理事長）

本會以電子郵件發出通知（文件日期為2020年03月02日）——「2020年全

一行7人，於2020年1月13日上午來到「世李總會」拜訪；本會副理事長李

球李氏懇親大會」停辦、「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17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

朝宗宗長（台灣李氏宗親總會 第12屆理事長）代表「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初步延期至2020年11月。

熱誠歡迎，李鐵榮宗長則代表「台灣李氏宗祠」出席作陪。李可喬宗長於

【說明】：本會於2019年12月14日，把「2020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

當日樂捐台幣10000元，給「世李」作為會務經費。中午，則由本會於台北

授權給「中國湖北省武漢隴西堂李氏文化研究院」承辦，大會原本預

市中山區的鉅星匯國際宴會廳設筵餐敘；午餐時，「台灣李氏宗祠」的李

計在中國湖北省武漢市舉辦；然而，因為受到2019新型冠狀病毒所引

明俊副董事長，亦撥冗前來交流宗誼。

發的肺炎疾病（COVID-19；爆發於中國湖北省武漢市）疫情影響，本
會於2020年1月21日以電子郵件發出通知，請「中國湖北省武漢隴西
堂李氏文化研究院」，審慎評估本次大會在武漢舉辦的可行性。
翌日（2020年1月22日），本會決定取消「2020年全球李氏懇親大

46

本會於2月28日決定「2020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停止舉辦。
此外，原本預計今年（2020年）8月在台灣召開「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第17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會中將改選新一屆的理監事），也受
肺炎疫情的影響，所以在2020年3月4日發出去的通知當中，同時決定
暫時將「會員代表大會」延期至11月；待接近召開大會前3至5個月，
再視疫情的情況決定是否如期召開或另作決定。
(05) 2020.03.08：台灣雲林縣李氏宗親會口湖鄉分會 第8屆第3次會員大會
2020年1月13日上午，「全美李氏敦宗總公所」元老李可喬宗長(左1)一行
7人拜訪「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李朝宗副理事長代表本會熱誠歡迎。

台灣雲林縣李氏宗親會口湖鄉分會「第8屆第3次會員大會」，上午在該會
李義松會長的祖厝(口湖鄉梧南村)召開；本會致送花籃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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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2020.03.14：台灣基隆市李姓宗親會 第29屆第2次會員大會

(12) 2020.07.30：本會副理事長李光祥告別式 理事長登報敬悼

台灣基隆市李姓宗親會「第29屆第2次會員大會」，上午在基隆港海產樓召

本會副理事長李光祥（新加坡潮州隴西李氏公會永遠榮譽會長兼會務執行

開；本會致送花籃祝賀。

顧問）於2020年7月26日逝世，7月30

(07) 2020.05.22：本會執行副理事長
李國憲宗長告別式 蓋上世李會旗致敬
本會執行副理事長李國憲宗長，於

外，李振強理事長並於當地報紙，與
多位新加坡宗親聯名登報敬悼。
(13) 2020.08.18：本會公告「執行

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舉行告別式。世

處」於2020年8月19日正式終止

界各地李氏宗親或團體，紛紛致以唁

奉本會李振強理事長指示，發出本會

電或奠儀敬悼；本會監事長李清利代

的《公告》。《公告》的內容主要

表李振強理事長出席公祭，本會除了

是：本會「執行處」於2020年8月19

致送花籃之外，並在事先徵得國憲宗

日正式終止；凡先前由「執行處」

長家人的同意之下，當日為國憲宗長

所發出之《委任證明書》、《聘任證

舉行蓋上「世李會旗」的儀式。

明書》、《授權證明書》或其它證明

壇之母告別式
本會常務理事李樹壇之母，於2020年5月30日仙逝；6月16日在其喪宅(台灣
雲林縣口湖鄉梧南村)舉行告別式，本會致送花籃敬悼。
(09) 2020.07.04：台灣新北市李氏宗親會 第9屆第2次會員大會
台灣新北市李氏宗親會「第9屆第2次會員大會」，上午在新北市土城區的
囍都幸福會館召開；本會致送花籃祝賀。

者，亦自2020年8月19日起隨之終止；
在公告上亦聲明——今後請勿使用本
會或執行處的名稱，於通訊軟體上設立群組；若先前已經設立者，請設立
群組者儘快更改群組名稱或刪除群組，目前所有通訊軟體上的發言或活動
通知，均不能代表本會。
【備註】：本會的「執行處」是2017年2月6日成立的一個臨時性的任
務編組；當時是因為前祕書長李敏宗老，於2017年1月27日除夕當天
逝世；為了使會務及行政作業繼續順利推動，遂依時任的第15屆理事
長李文龍宗長的指示而臨時成立「執行處」，由本會執行副理事長

台灣台中市李氏宗親會「第14屆第2次會員大會」，上午在台中市霧峰區的

李國憲宗長，統籌管理「執行處」相關事務；其性質是屬於「臨時

丰饌宴會館召開；本會致送花籃祝賀。

性」，而非「永久性」。

(11) 2020.07.25：台灣花蓮縣李氏宗親會 第24屆第3次&第25屆第1次會員大會

成立「執行處」的相關資料，可參閱：

台灣花蓮縣李氏宗親會「第24屆第3次&第25屆第1次會員大會暨新舊任理事

◎本會2017年2月6日的《簽呈》，其「主旨」為：關於李婉慧擔任執

長交接典禮」，上午在花蓮縣吉安鄉的永豐活海鮮餐廳召開；該會第24屆

行副祕書長、成立「執行處」，請 核示。

理事長李曲原宗長光榮卸任，李憲星宗長當選該會第25屆理事長；本會致

◎本會2017年2月9日的《公文》，發文字號：(106)世總龍字第011

送花籃祝賀。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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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20.07.11：台灣台中市李氏宗親會 第14屆第2次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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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舉行告別式；本會除了致送花籃之

2020年5月7日逝世；5月22日在台灣台

(08) 2020.06.16：本會常務理事李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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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20.08.26：本會發出通知--會員代表大會繼續延期至翌年(2021年)

(17) 2020.09.29：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第16屆第6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本會以電子郵件發出通知（文件日期為2020年8月26日）——本會主辦的

本會「第16屆第6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下午在台北國軍英雄館百合廳召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17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會中將改選新一屆的理

開。由於蔓延全球的COVID-19肺炎疫情持續嚴峻，本會李振強理事長無法從

監事），原本暫時延期至2020年的11月份。然而，由於2019新型冠狀病毒

印尼來到台灣，故委請李德武副理事長代理擔任「理事會議」主席，李清利

（COVID-19）所引發的肺炎疫情目前持續嚴峻；因此本會決定將「會員代

監事長則擔任「監事會議」主席，祕書長李婉慧擔任司儀。本次會議主要是

表大會」繼續延期至翌年（2021年），並且再視當時疫情的情況，決定是

審議本會去年度（2019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決算表、基金收支

否擇期召開或另作決定。

決算表、銀行財務明細表、資產負債表；審議今年（2020年）1~7月經費收

(15) 2020.09.20：台灣新竹縣李姓宗親會 第20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
台灣新竹縣李姓宗親會「第20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上午在新竹縣湖口

支暫結表、現金出納暫結表、基金收支暫結表、銀行財務明細表、資產負債
表；以及審議明年度（2021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工作計畫草案。

鄉新竹工業區芃華會館召開；本會致送花籃祝賀。
(16) 2020.09.28：本會收到「中國安徽省亳州市譙城區老子研究會」的來信
本會於2020年9月28日，首次收到「中國安徽省亳州市譙城區老子研究會」
會長顧宗正道長，以電子郵件傳來的一封公開信（以下簡稱《顧道長來
信》），這也是「亳州市譙城區老子研究會」首次與本會聯繫。在《顧道
長來信》當中，檢附了以下幾個文件：
◎文件1：《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敬致中國安徽省亳州市譙城區人民政
府、中國安徽省亳州市譙城區老子研究會》的書信
【本會備註】：這是一封《偽造書信》，是竄改自本會2020年7月21
日的書信，而本會的這封書信，是在2020年7月22日以電子郵件的方

(18) 2020.10.03：台灣嘉義縣李姓宗親會 第14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
台灣嘉義縣李姓宗親會「第14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上午在嘉義縣中埔

◎文件2：《世界李氏宗親總會考察團 赴安徽省亳州市譙城區考察老

鄉翁聚德鵝肉城召開；該會第13屆理事長李水泉宗長光榮卸任，李自在宗

子文化成員名單(9月21日)》

長當選該會第14屆理事長；本會致送花籃祝賀。

【本會備註】：這是「廈門千凡文化藝術有限公司」擅自製作的一份
名單；不應該有這份考察團名單。
◎文件3：《關於世界李氏宗親總會考察團 接待工作的通知》
【本會備註】：這份通知是「廈門千凡文化藝術有限公司」發給中國

(19) 2020.10.09：台灣李氏宗親總會理事長李增得的嬸嬸告別式
台灣李氏宗親總會理事長李增得的嬸嬸，於2020年9月28日仙逝，10月9日
在金門縣殯葬管理所懷恩廳舉行告別式，本會致送花籃敬悼。

安徽省亳州市的李保坤會長。在這份通知當中，「廈門千凡文化藝術

(20) 2020.10.11：台灣苗栗縣李姓宗親會 第10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

有限公司」擅自冠以「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戰略合作執行方」這樣的文

台灣苗栗縣李姓宗親會「第10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上午在苗栗縣後龍鎮

字，有造成誤導之嫌。

水牛城餐廳召開，李文斌宗長連任該會第10屆理事長；本會致送花籃祝賀。

期

期

50

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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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同時傳給「中國安徽省亳州市李氏宗親會」與「廈門千凡文化藝

2020年9月29日，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16屆第6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在台北
市召開，本次會議主要是審議去年度(2019年度)及今年度等相關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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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20.10.13：本會回函給中國安徽省亳州市譙城區老子研究會

會暨2019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大會手冊》的封面，以及承認擅自冠以

本會針對2020年9月28日「中國安徽省亳州市譙城區老子研究會」會長顧宗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戰略合作執行方」這樣的文字、擅自製作一份「世界

正道長的來信，於2020年10月13日以電子郵件的方式，將正式回函傳給顧

李氏宗親總會考察團」的成員名單等過失。（請同時參閱本期會刊 P.61、67）

宗正道長；本會書函的日期是2020年10月12日，書函當中對於2020.09.28
所述的《偽造書信》等事項（請見本期會刊 P.50），作了相關說明。
(22) 2020.10.15：本會致函給中國大陸的廈門千凡文化藝術有限公司

(26) 2020.11.27：本會公告中國大陸的涂曜琿偽造「世李」書信文件等
奉本會李振強理事長指示，發出本會的《公告》。《公告》的發文日期是
2020年11月27日，主要內容如下：

關於2020.09.28所述的《偽造書信》，由於中國大陸的「廈門千凡文化藝

（一）中國大陸的「廈門千凡文化藝術有限公司」涂曜琿總經理，偽

術有限公司」涉嫌重大；因此，本會於2020年10月15日致函給該公司（書

造「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書信文件；涂曜琿已承認是他個人所為，

函日期：2020年10月15日），通知該公司——關於《偽造書信》、考察團

與該公司無關。

名單、擅自冠以「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戰略合作執行方」、竄改「世界李氏

（二）廈門千凡文化藝術有限公司，擅自製作一份「世界李氏宗親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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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手

會考察團」的成員名單，並在名單的職稱欄位，擅自列出與本會有關

冊》封面，如確實為「廈門千凡文化藝術有限公司」所為，請該公司以書

的職稱或單位，造成誤導。

面文字向本會承認並致歉，本會將於日後檢附在公告文件中對外公告，而

（三）廈門千凡文化藝術有限公司，擅自冠以「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戰

不追究法律責任。（請同時參閱本期會刊 P.56~67）

略合作執行方」的文字，造成誤導。

(23) 2020.10.18：中國隆堯全球李氏宗親祭祖大典暨祭奠曇公誕辰2333週年

（四）廈門千凡文化藝術有限公司，曾經於2019年在未獲得本會的同

中國河北省「隆堯縣趙郡李氏宗親聯誼會、隆堯縣李唐故里文化研究會」

意下，擅自竄改本會第16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暨2019年全球李氏懇

舉辦「2020年全球李氏宗親祭祖大典暨祭奠曇公誕辰2333週年典禮」活

親大會《大會手冊》的封面。
（公告的詳細內容 請參閱本期會刊 P.56~67）

動，上午在河北隆堯李氏文化園舉行；本會李振強理事長、李清利監事長

(27) 2020.12.06：台灣台南市李氏宗親會 第8屆第2次會員大會
台灣台南市李氏宗親會「第8屆第2次會員大會」，上午在台南市安定區的

(24) 2020.10.31：台灣南投縣李姓宗親會109年度秋季祭祖暨懇親餐會

財團法人南瀛文教基金會會所舉行；本會李婉慧祕書長（亦是台南市李氏

台灣南投縣李姓宗親會「109年度庚子年秋季祭祖典禮暨懇親聯誼餐會」，

宗親會榮譽理事長）代表「世李總會」出席，本會並致送花籃祝賀。

下午3時先在南投縣的草屯太清宮舉行祭祖典禮，下午5時30分則在草屯鎮

(28) 2020.12.26：台灣桃園市李氏宗親總會 第16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

雙喜餐廳舉辦懇親聯誼餐會；本會致送花籃祝賀。

台灣桃園市李氏宗親總會「第16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上午在桃園市八

(25) 2020.11.13：本會收到廈門千凡文化藝術有限公司及該公司涂曜琿的道歉信

德區的來福星花園大飯店召開；該會第15屆理事長李明賢宗長光榮卸任，

本會於2020年11月13日，收到中國大陸的「廈門千凡文化藝術有限公司」

李逢增宗長當選該會第16屆的理事長；本會致送花籃祝賀。

涂曜琿總經理個人的《道歉信》，信中涂曜琿承認偽造本會的書信。以及

(29) 2020.12.27：台灣宜蘭縣李氏宗親會 第17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

於11月25日，收到「廈門千凡文化藝術有限公司」回覆給本會的信函；信

台灣宜蘭縣李氏宗親會「第17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上午在宜蘭縣李氏

函當中，該公司承認擅自竄改「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16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

宗祠召開；本會致送花籃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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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第13、14屆理事長），亦分別拍攝致詞短片向隆堯表達祝賀之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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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致以賀電。此外，李振強理事長及本會永久名譽理事長李常盛宗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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