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會務活動紀要
（期間：2019 年 1 月至 12 月）
(01) 2019.01.10：本會李振強理事長伉儷拜訪「香港李氏宗親會」，受到該會董事會主席李鋈麟、監事會主席李
國柱、總監李常盛（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永久名譽理事長）、「香港華僑華人總會」會長李碧葱等香港宗親
們的熱情款待。李振強理事長並代表本會向「香港李氏宗親會」致贈《香江宗誼永篤 李氏情義彌堅》的紀
念錦旗。
(02) 2019.02.10：台灣新竹縣李姓宗親會「第 20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暨祭祖典禮」，上午在新竹縣竹北市海都宴會
館召開，李吳宅宗長榮任該會第 20 屆理事長；本會致送花籃祝賀。
(03) 2019.03.02：台灣宜蘭縣李氏宗親會「第 16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上午在宜蘭縣李氏宗祠舉行，本會致送花
籃祝賀。
(04) 2019.03.02：「中華金門旅台李氏宗親會」李合壁理事長之母李媽莊老夫人，慟於 2019 年 2 月 10 日仙逝；3
月 2 日上午在新竹市生命紀念園區舉行告別式，本會致送花籃，敬表哀悼。
(05) 2019.03.06：本會理事李安濱之父李公元福老先生，慟於 2019 年 2 月 23 日逝世；3 月 6 日上午在台灣仁本會
館仁壽廳舉行告別式；本會致送花籃，敬表哀悼。
(06) 2019.03.09：台灣桃園市李氏宗親總會「第 15 屆第 1 次會員代表大會」，上午在桃園市中壢區龍和大飯店召
開，李明賢宗長榮任該會第 15 屆理事長；本會致送花籃祝賀。
(07) 2019.03.17：台灣李氏宗親總會「第 13 屆理事長、理監事、役職員、顧問就職典禮暨祭祖懇親大會」，上午
在新北市新店區的彭園會館舉行。李德武副理事長代表本會，分別致贈紀念牌給該會卸任的理事長李朝宗
及新任的理事長李增得，本會李清利監事長個人則致贈禮金台幣 3000 元敬表賀忱；本會並致送花籃祝賀。
(08) 2019.03.17：本會主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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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本預定在中國廣東省深圳市舉辦，由於先前（2018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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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以電子檔方式傳來信函（信函日期為 2019 年 3 月 15 日）通知本會確定已無法承
辦本次大會。因此，本會於當日起另作規劃。
(09) 2019.03.21：中國鹿邑李氏文化研究總會舉辦「老子誕辰 2590 週年大慶祭拜活動」，本會特電申賀。
(10) 2019.03.21：台灣基隆市李姓宗親會「第 29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上午在基隆港海產樓餐廳召開，李泳亮宗
長榮任該會第 29 屆理事長；本會致送花籃祝賀。
(11) 2019.03.21：台灣雲林縣李氏宗親會口湖鄉分會「第 8 屆第 2 次會員懇親大會」，上午在會長李義松祖厝舉
辦，本會致送花籃祝賀。
(12) 2019.03.23：台灣新竹市李氏宗親會「第 12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上午在新竹市龍湖宴會館召開，本會致送
花籃祝賀。
(13) 2019.03.27：關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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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承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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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期
間為 2019 年 12 月 13 日至 15 日，大會地點為中國福建省莆田市。本會於 2019 年 3 月 27 日，將同意授權的
書信，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該會。
(14) 2019.03.30：台灣台中市李氏宗親會「第 14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上午在台中市霧峰區祥鶴日本料理店隆重
召開，李光耀宗長榮任該會第 14 屆理事長；本會致送花籃祝賀。
(15) 2019.03.31：由於本會 2019 年度的大會，「承辦單位」由原先的中國廣東省的「中華李氏宗親總會」，臨時
更換為「中國福建省莆田市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員會」；因此，李國憲執行副理事長代表本會前往莆田
市，與「承辦單位」共同召開籌備會議，討論大會相關事宜。此趟行程所需之相關費用，包括交通、住宿、
餐飲等，皆由李國憲宗長個人自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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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019.04.05：中國河南省固始縣李氏文化研究會舉行「固始縣李氏文化研究會第 2 屆代表大會」，本會特電
申賀。
(17) 2019.04.13：台灣屏東縣李氏宗親會「第 10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暨新舊任理事長交接典禮」，上午在屏東縣永
鑫海鮮餐廳舉行，李昭仁宗長榮任該會第 10 屆理事長；本會致送花籃祝賀。
(18) 2019.04.18：台灣藝術家李錫奇老先生（前總統府國策顧問），慟於 2019 年 3 月 22 日逝世，4 月 18 日下午
在台北市立第一殯儀館景行廳舉行告別式；本會致送花籃，敬表哀悼。
(19) 2019.04.20：李國憲執行副理事長代表本會，前往中國福建省莆田市，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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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承辦單位——「中國福建省莆田市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員
會」共同召開籌備會議，討論大會相關事宜。此趟行程所需之相關費用，包括交通、住宿、餐飲等，皆由
李國憲宗長個人自行負擔。
(20) 2019.04.27：台灣嘉義市李姓宗親會「第 12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上午在嘉義市大雅蚵庄餐廳召開，本會致
送花籃祝賀。
(21) 2019.05.03：財團法人台灣李氏宗祠「第 13 屆董監事長交接暨董監事就職典禮」，下午在台灣李氏宗祠四樓
會議廳舉行；前董事長李憲信宗長圓滿卸任，李明光宗長榮任該宗祠第 13 屆董事長。李德武副理事長代表
本會出席及應邀致詞，本會並致送花籃祝賀。
(22) 2019.05.04：台灣苗栗縣李姓宗親會「第 9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上午在苗栗縣後龍鎮水牛城餐廳召開，本
會致送花籃祝賀。
(23) 2019.05.18：菲律賓隴西李氏宗親總會「慶祝成立 85 週年紀念暨第 86 屆連 87 屆職員就職典禮」，下午在馬
尼拉大旅社舉行，李耀鵬宗長榮任該會新一屆理事長；本會李振強理事長應邀出席致詞，並代表本會向「菲
律賓隴西李氏宗親總會」致贈紀念錦旗。
(24) 2019.05.19：台灣花蓮縣李氏宗親會「第 24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上午在花蓮縣吉安鄉永豐活海鮮餐廳召開，
本會致送花籃祝賀。
(25) 2019.06.10：「中國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員會福鼎理事會」一行 32 人，來到台灣參訪；6 月 10 日上
午，與台中市的宗親進行交流，執行副理事長李國憲代表本會，於台中市大莊園婚宴會館接風招待，餐費
共計約台幣 25000 元，由本會執行處贊助。6 月 14 日該會拜訪「財團法人台灣李氏宗祠」，由宗祠作東設
宴款待。
(26) 2019.06.15：本會執行處與 2019 年度大會的承辦單位「中國福建省莆田市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員會」，於
莆田市東方國際大酒店共同召開籌備會議。會議由本會執行副理事長李國憲主持，「中國福建省莆田市姓
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員會」會長李范朝報告大會相關籌備情況；當日，中國廣東的「中華李氏宗親總會」
將「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會旗轉交給新的承辦單位(中國福建莆田)，由李范朝會長代表接受；會議結束後，
眾人勘察大會相關場地。本次會議期間之住宿、餐飲、交通、場地等費用，共計約人民幣 14300 元（約台幣
64000 元），皆由執行處自行負擔。
(27) 2019.06.23：台灣新北市李氏宗親會「第 9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上午在新北市土城區古都活海鮮餐廳隆重
召開，李茂桂宗長榮任該會第 9 屆理事長；本會致送花籃祝賀。
(28) 2019.07.06：馬來西亞馬六甲李氏宗祠「慶祝成立 95 週年紀念暨籌募大樓建設經費聯歡晚宴」，晚間在馬六
甲培風中學大禮堂舉行，本會特電申賀。
(29) 2019.07.13：本會執行處於中國廣東省汕頭市金苑假日大酒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內容主要討論本會 2019 年
度大會相關事宜，並設法動員各地宗親團體報名參加大會。本次會議期間之住宿、餐飲、交通等費用，共
計約人民幣 13700 元（約台幣 61000 元），皆由執行處自行負擔。
(30) 2019.07.21：本會「第 16 屆第 5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下午在台北國軍英雄館忠愛廳召開。由於本會李振強
理事長的夫人正在住院治療，所以當日委請李德武副理事長擔任「理事會議」主席，李清利監事長則擔任
「監事會議」主席，祕書長李婉慧擔任司儀，主持會議程序；當日，本會永久名譽理事長李常盛宗長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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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李碧葱宗嫂（本會副理事長）從香港遠道而來，李常盛宗長並慨捐會務經費台幣 50 萬元。本次會議主
要是審議本會去年度（2018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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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度（2018 年度）世界李氏會刊收支明細決算表、財務明細表；去年度（2018 年度）李建興先生
獎學基金委員會收支明細決算表、銀行財務明細表；以及審議本會今年（2019 年）1~5 月份的各項財務報表。
(31) 2019.09.01：全美李氏敦宗總公所於美國舊金山隆重舉行「第 23 屆全美李氏懇親大會」，本會特電申賀。
(32) 2019.09.02：本會理事長李振強，偕同執行副理事長李國憲、副監事長李祺福、財團法人台灣李氏宗祠副董
事長李哲勝，前往中國福建省莆田市，與「2019 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的承辦單位「中國福建省莆田市姓
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員會」共同召開籌備會議，討論大會相關事宜，並勘察大會相關場地。
(33) 2019.09.08：中國福建省永安李氏宗祠管理委員會舉辦「紀念唐始祖其洪李公開基雙峰 1072 週年祭典」，本
會特電申賀。
(34) 2019.09.29：中國河北隆堯縣趙郡李氏宗親聯誼會舉辦「第 2 屆理事會員大會」，本會特電申賀。
(35) 2019.10.09：中國福建省上杭李氏大宗祠舉辦「建祠 180 週年慶典」，本會特電申賀。
(36) 2019.10.13：台灣南投縣李姓宗親會「108 己亥年秋季祭祖大典」在南投草屯太清宮舉行，本會致送花籃祝賀。
(37) 2019.1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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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舉辦「全球
李氏中國隆堯祭祖日」活動，本會特電申賀。
(38) 2019.11.06：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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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於新北市三重區的金門旅台李氏宗祠舉行，本會致送花籃祝賀。
(39) 2019.11.09：台灣台南市李氏宗親會理事長李全教（本會常務理事）之母告別式，本會致送花籃敬悼。
(40) 2019.11.09：本會執行處與 2019 年度大會的承辦單位「中國福建省莆田市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員會」，於
莆田市共同召開籌備會議，討論大會相關事宜，會議由本會執行副理事長李國憲主持。此趟行程所需之相
關費用，包括交通、住宿（11 月 8、9 兩天）、伴手禮、樂捐中國福建省莆田市文峰天后宮等，共計約台幣
62000 元，皆由執行處自行負擔。
(41) 2019.11.20：本會執行處顧問李文奎之父，於 2019 年 11 月中旬逝世，11 月 20 日舉行告別式；本會執行副理
事長李國憲個人致贈奠儀人民幣 3100 元，藉表哀悼之忱；本會則致以唁電敬悼。
(42) 2019.11.22：財團法人台灣李氏宗祠「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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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隴西李氏宗親總會」理事長李耀鵬、
名譽理事長李賓竹、「菲律賓粵僑李隴西堂」理事長李錦倫、常務顧問李少平等外賓專程來台應邀出席；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執行副理事長李先仁，代表本會出席並應邀致詞；本會並致贈禮金及花籃祝賀。
(43) 2019.12.07：台灣台南市李氏宗親會「第 8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上午在台南市安定區的財團法人南瀛文教
基金會會所舉行，李全教宗長連任該會第 8 屆理事長；本會致送花籃祝賀。
(44) 2019.12.13~15：本會主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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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福建省莆田市舉行，由「中國福建省莆田市姓氏源流研究會李氏委員會」承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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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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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子檔方式傳來信函（信函日期為 2019 年 3 月 15 日）通知本會--「中華李氏宗親
總會」確定已無法承辦本次大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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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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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超過 1700 人出席盛會。
【備註】：在這次的「會員代表大會」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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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球李氏懇親
大會」在中國湖北省舉辦，同時取消「中國湖北省武漢隴西堂李氏文化研究院」的承辦權，並且以電子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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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方式於 1 月 22 日通知該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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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2019.12.21：台灣李氏宗親總會「第 13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在新北市新店區的白金花園酒店舉行；本
會執行副理事長李章夫、副理事長李德武應邀出席，本會並致送花籃祝賀。
(46) 2019.12.28：台灣桃園市李氏宗親總會「第 15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在桃園市八德區的來福星花園大飯
店召開；本會致送花籃祝賀。
(47) 2019.12.29：台灣宜蘭縣李氏宗親會「第 17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在宜蘭縣李氏宗祠舉行，李龍墉宗長榮任
該會第 17 屆理事長；本會致送花籃祝賀。
(48) 2019.12.29：本會李振強理事長的夫人陳獻梅女士，於 12 月 23 日仙逝，12 月 29 日在印尼雅加達舉行告別式；
世界各地李氏宗親團體，紛紛致以唁電或登報敬悼；本會除了致送花籃之外，並於當地報紙登報敬表哀悼
之忱。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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