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會務活動紀要
（期間：2018 年 1 月至 12 月）
(01) 2018.01.14：台灣金門縣李氏宗親會「第 6 屆當選交接暨就職典禮」，上午在金門縣金寧鄉的盈春閣餐廳舉
行；李錫榮宗長屆滿榮退，李金贊宗長榮膺新屆理事長。本會副理事長李朝宗偕同副監事長李祺福出席，
並代表本會致送木匾一方。
(02) 2018.01.14：本會顧問李承諭的高堂，慟於 2017 年 12 月 23 日仙逝，元月 14 日上午在台灣桃園市中壢區殯葬
服務中心崇德廳舉行公祭；本會致送花籃，敬表哀悼。
(03) 2018.01.14：台灣新北市蘆洲李氏宗親會「第 5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上午在新北市蘆洲區的富基海產餐廳
舉行，本會致送花籃祝賀。
(04) 2018.03.10：台灣李氏宗親總會「第 12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上午在新北市三重區的珍豪大飯店舉行；
本會理事長李振強應邀出席致詞，推崇「台灣李氏宗親總會」歷屆理事長的努力；本會並致送花籃祝賀。
(05) 2018.03.10：本會「第 16 屆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下午在「台北國軍英雄館」忠愛廳召開；李振強理事
長擔任「理事會議」主席，李清利監事長擔任「監事會議」主席。本次會議主要是審查去年（2017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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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1 月份的收
支明細暫結表等各項財務報表。另外，在臨時動議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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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承辦單位「中國河北省隆堯縣趙郡李氏宗親聯誼會」，由李景山名譽會長代
表該會，提出大會會徽與吉祥物之設計圖草案，亦在會議中審核通過。
(06) 2018.03.17：台灣新竹市李氏宗親會「第 12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上午在新竹市的家欣樓時尚婚宴會館舉行，
本會致贈花籃祝賀。
(07) 2018.03.18：台灣宜蘭縣李氏宗親會「第 16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下午在宜蘭縣李氏宗祠舉行，本會致贈花
籃祝賀。
(08) 2018.03.24：台灣新竹縣李姓宗親會「第 19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上午在新竹縣的東北晶宴館舉行，本
會致贈花籃祝賀。
(09) 2018.03.25：台灣台中市李氏宗親會「第 13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上午在台中市的潮港城國際美食館舉行，
本會致送花籃祝賀。
(10) 2018.03.25：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執行處 2018 年福建李氏宗親新春聯誼會，在中國福建省廈門市的華僑大學林
廣場舉行，會議由本會副監事長李祺福主持，有福建、廣東、台灣的宗親及本會執行副理事長李國憲出席
參加。李國憲宗長本次敦宗活動及住宿費用約台幣 9 萬元，皆為其個人自行負擔。
(11) 2018.03.31：中國鹿邑李氏文化研究總會舉行「紀念聖祖老子誕辰 2589 週年祭拜大典」活動，本會特電申賀。
(12) 2018.03.31：台灣嘉義縣李姓宗親會「第 13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祭祖懇親大會」，上午在爐主李勝現自
宅舉行，本會致送花籃祝賀。
(13) 2018.03.31：台灣基隆市李姓宗親會「第 28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下午在基隆港海產樓舉行，本會致送花籃
祝賀。
(14) 2018.03.31：財團法人草屯太清宮「太上道祖聖誕護國息災祈安法會」，上午在台灣南投縣的草屯太清宮舉
行，本會致送花籃祝賀。
(15) 2018.03.31：台灣雲林縣口湖鄉李氏宗親會「第 8 屆第 1 次會員懇親大會暨太上李老君 2589 週年聖誕」，上
午在該會李義松會長祖厝舉行，本會致送花籃祝賀。
(16) 2018.04.06：中國石獅市隴西文史研究會舉辦「石獅市隴西李氏中青年理事會第 2 屆理監事就職典禮」，本
會特電致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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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018.04.14：台灣苗栗縣李姓宗親會「第 9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暨懇親大會」，上午在苗栗縣的水牛城餐廳舉
行，本會致送花籃祝賀。
(18) 2018.04.14：本會祕書長李婉慧之父李財教宗長，慟於 2018 年 3 月 26 日逝世，4 月 14 日上午在喪宅舉行告
別式，李清利監事長代表本會致祭；本會理事長李振強伉儷、永久名譽理事長李文龍等多位宗長，皆致送
花籃敬表哀悼。
(19) 2018.04.21：台灣屏東縣李氏宗親會「第 9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暨祭祖懇親大會」，上午在屏東縣的永鑫海鮮
餐廳舉行，本會致送花籃祝賀。
(20) 2018.04.22：中華金門旅台李氏宗親會「第 5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下午在新北市蘆洲區的富基海鮮時尚婚
宴會館舉行，李錫敏宗長屆滿榮退，李合壁宗長榮任新屆理事長；本會致送花籃祝賀。
(21) 2018.04.28：台灣新北市李氏宗親會「第 8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上午在新北市泰山區的欣榕園宴會館舉行，
本會致送花籃祝賀。
(22) 2018.05.06：台灣花蓮縣李氏宗親會「第 24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上午在花蓮市的伊達斯精品酒店舉行，李
永楠宗長屆滿榮退，李曲原宗長榮任新屆理事長；本會致送花籃祝賀。
(23) 2018.05.11：本會李振強理事長伉儷專程拜訪「泰國李氏宗親總會」，與該會理事長李振來(本會副理事長)、
副理事長李朝文(本會顧問)等泰國宗親們進行敦宗交流；李振強理事長並代表本會致贈錦旗感謝「泰國李氏
宗親總會」團結泰國族裔，維繫李氏宗情。
(24) 2018.05.19：台灣嘉義市李姓宗親會「第 12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上午在嘉義市的蚵庄餐廳大雅店舉行，本
會致送花籃祝賀。
(25) 2018.05.20：本會理事長李振強、監事長李清利，偕同台灣、馬來西亞、中國大陸等多位宗長組成「敦宗訪
問考察團」，前往中國河北省邢台市隆堯縣，與 2018 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的承辦單位「中國隆堯縣趙郡李
氏宗親聯誼會」共同召開工作會議，以及勘察大會相關場地；李振強理事長並代表本會致贈紀念錦旗。
(26) 2018.05.20：台灣台中市直轄市李氏宗親會「第 5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上午在台中市大甲區的潮港城海鮮
樓舉行，本會致送花籃祝賀。
(27) 2018.06.04：本會理事長李振強伉儷，拜訪位於美國舊金山的「全美李氏敦宗總公所」，進行敦宗交流，受
到「總公所」元老李振才、李彪、主席李樂生、顧問李殿邦等許多美國宗長宗親的熱烈歡迎；李振強理事
長並代表本會致贈紀念錦旗。
(28) 2018.06.10：本會執行副理事長李國憲前往中國福建探望因傷住院的「中國閩南李氏君懷堂管理委員會」會
長李金澤(本會顧問)、「莆田市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員會」會長李范朝(本會副祕書長)，並致贈慰問金。
(29) 2018.07.18：本會李振強理事長伉儷，專程拜訪「新加坡李氏總會」，與該會會長李志遠(本會副理事長)、永
久名譽會長李文龍(本會永久名譽理事長)、永久名譽會長李友福(本會副理事長)、榮譽會長李五福（本會副
理事長）、常務委員李為萬(本會副理事長)等多位新加坡宗親進行敦宗交流，並代表本會致贈紀念錦旗。
(30) 2018.07.22：「印尼李氏宗親總會」及「印尼峇淡李氏宗親會」成立暨就職慶典晚會，在印尼峇淡市金威港
式海鮮大酒樓舉行；本會李振強理事長應邀出席致詞，並代表本會向「印尼李氏宗親總會」致贈紀念錦旗。
(31) 2018.07.27：本會理事李孟珍之高堂李媽蔡老夫人，慟於 2018 年 7 月 15 日仙逝，7 月 27 日上午在喪宅舉行
告別式；本會致贈奠儀，敬表哀悼。
(32) 2018.08.26：本會「第 16 屆第 4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下午在台北市的「第一大飯店˙敘香園」召開；由李
德武宗長代替李振強理事長擔任「理事會議主席」，李清利監事長擔任「監事會議」主席。本次會議主要
是審查 107(西元 2018)年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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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世界李氏會刊 107(西元 2018)年 1~6 月份收支明細暫結表、財務明細表等各項財務報表。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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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承辦單位「中國河北省隆
堯縣趙郡李氏宗親聯誼會」亦派員出席，並在會議中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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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兩項規劃，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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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現場與會人士的認同。
(33) 2018.09.16：馬來西亞砂拉越隴西公會 60 週年紀念慶典，在砂拉越州古晉市的古晉鉑爾曼酒店舉行，本會李
振強理事長應邀題字祝賀。
(34) 2018.09.19~23：本會李振強理事長率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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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強理事長沿途慷慨解囊，諸如敦宗禮金、添香油錢、誌念匾額等費用，皆由理事
長個人支付，無私奉獻。
(35) 2018.1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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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李振強
理事長應邀出席並致詞祝賀。
(36) 2018.10.18～20：由本會主辦，「中國河北省隆堯縣趙郡李氏宗親聯誼會、中國河北省隆堯縣李唐故里文化
研究會」承辦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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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在中國河北省邢臺市隆堯縣舉辦。來自台灣、美國、加拿大、香港、澳門、菲律賓、新
加坡、印尼、馬來西亞、泰國、柬埔寨、澳洲、內蒙古自治區、中國大陸等全球各地的宗親，超過 1370 人
出席盛會。會中同時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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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國廣東省的「中華李氏宗親總會」承辦。
(37) 2018.11.03：「中國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員會李富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授牌儀式，在中國福建省福
州市舉行，本會特電致賀。
(38) 2018.11.11：本會執行處在中國廣東省深圳市龍崗區的森之潤大酒店，舉辦「2018 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總結
暨辦理世李大會經驗交流座談會」，會議由執行副理事長李國憲代表本會主持；有來自中國河南、河北、
福建、廣東、廣西、浙江、貴州等各地的宗親們參與交流座談。李國憲宗長出席本次交流座談會之經費，
諸如贈送禮品、招待住宿約 30 間房、餐宴席開十多桌，費用共計人民幣 31351 元（約台幣 14 萬元），皆由
執行處自行負擔。
(39) 2018.11.17：中華金門旅台李氏宗親會「慶祝李氏開閩始祖隴西開國公唐廉訪五州節度使楚珪五山祖聖誕」，
上午在新北市三重區的「金門旅台李氏宗祠」舉行祭祖暨新爐主擲筊儀式，晚間則於彭園會館舉行聯誼餐
會；本會致贈花籃祝賀。
(40) 2018.11.29：本會執行處在中國福建省廈門市的華僑大學林廣場舉辦「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2019 年度大會請託
餐會」，執行副理事長李國憲代表本會出席主持；本次活動之交通、住宿、禮品、餐會等費用約台幣 34000
元，皆由執行處自行負擔。
(41) 2018.12.02：台灣台南市李氏宗親會「第 7 屆第 3 次會員懇親大會」，在台南市安定區的財團法人南瀛文教
基金會會所舉行，本會致贈花籃祝賀。
(42) 2018.12.03：財團法人台灣李氏宗祠「107 年度秋季祭祖暨懇親餐會」，上午至下午先於宗祠舉行各項祭祖儀
式及頒發獎學金，晚間則在台北王朝大酒店舉行懇親餐會。「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執行副理事長李先仁、
副理事長李德武代表本會應邀致詞；本會並致贈禮金及花籃祝賀。
(43) 2018.12.09：台灣李氏宗親總會「第 13 屆第 1 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祭祖懇親典禮」，上午在新北市蘆洲區的富
基海鮮時尚婚宴會館舉辦；「中華金門旅台李氏宗親會」名譽理事長李增得宗長當選「台灣李氏宗親總會」
第 13 屆理事長，監事長則由李婉慧宗姊（本會祕書長）連任。李婉慧祕書長當天代表本會李振強理事長致
詞；本會並致贈花籃祝賀。
(44) 2018.12.14：「中國福建省上杭李氏大宗祠管理委員會」在福建省上杭縣成立「李火德文化研究中心」，本
會特電致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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