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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別 感 謝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以下簡稱本會）承蒙海內外諸多宗

長們的慷慨捐輸、熱心襄助，例如：本會永久名譽理事長李

瑞河、李逢梧、李滄洲宗長，現任理事長李常盛宗長，副理

事長李金土宗長，副監事長李月裡宗姐，香港李三元宗長，

菲律賓李長城、李賢冊、李少平、李耀鵬宗長，澳門李集招

宗長，馬來西亞李志堅、李聰平、李亞諺、李培華宗長，美

國李可喬、李振盛宗長，中國大陸李振安宗長，首席顧問李

福長、李振坤宗長，及其他多位本會第14屆理監事會的宗長

們（詳見下表）；本會謹以至誠，敬致謝忱！

慷慨捐輸˙敬致謝忱──

贊助經費芳名錄
◎秘書處

 

 

 

 

 

 

 

 

 

 

感謝以下宗長及宗親團體贊助「會務經費」 

（期間：2011年 12月 21日~2012年 6月 21日） 
編序 宗團名稱 姓名 台幣 備註 

1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永久名譽理事長 李逢梧 200,000  菲律賓 

2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永久名譽理事長 李滄洲 200,000  菲律賓 

3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名譽副理事長 李聰平 100,000  馬來西亞 

4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首席顧問 李福長 50,000    

5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首席顧問 李振坤 30,000    

6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理事長 李常盛 15,008  港幣 4,000 

7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理事長 李常盛 15,000    

8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永久會員 李燕賀 24,000    

9  全加李氏總公所   6,026    

合      計 640,034    

感謝以下宗長贊助《世界李氏》會刊 

（期間：2011年 12月 21日~2012年 6月 21日） 
編序 宗團名稱 姓名 台幣 備註 

1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永久名譽理事長 李瑞河 120,000    

2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理事長 李常盛 23,392  美金 800 

3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常務理事 李照禎 23,392  美金 800 

合      計 166,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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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別 感 謝

 

感謝以下宗長的「職務捐」 

（期間：2011年 12月 21日~2012年 6月 21日） 
編序 宗團名稱 姓名 台幣 備註 

1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理事長 李常盛 1,004,546  港幣 266,670 

2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副理事長 李金土 100,000    

3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副理事長 李三元 100,000  香港 

4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副理事長 李長城 100,000  菲律賓 

5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副理事長 李賢冊 100,000  菲律賓 

6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副理事長 李少平 100,000  菲律賓 

7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副理事長 李耀鵬 100,000  菲律賓 

8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副理事長 李集招 104,582  澳門(港幣 27,280) 

9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副理事長 李志堅 100,000  馬來西亞 

10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副理事長 李可喬 88,290  美國 

11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副理事長 李振盛 88,410  美國 

12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副理事長 李振安 100,000  中國大陸 

13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副監事長 李月裡 100,000    

14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常務理事 李照禎 20,000    

15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常務理事 李麗裕 30,000    

16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常務理事 李財教 20,000    

17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常務理事 李金源 15,000    

18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常務理事 李聖隆 15,000    

19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常務理事 李亞諺 30,000  馬來西亞 

20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常務監事 李慶雲 10,000    

21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常務監事 李昭德 10,000    

22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常務監事 李德珍 10,000    

23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理事 李清木 15,000  台北 

24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理事 李東川 5,000  南投 

25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理事 李錦貴 15,000  雲林 

26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理事 李文滄 5,000  嘉義 

27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理事 李必勝 5,000  嘉義 

28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理事 李啟福 15,000  屏東  

29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理事 李孟珍 5,000  苗栗 

30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理事 李培華 15,000  馬來西亞 

31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監事 李俊才 15,000    

合      計 2,44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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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旅緬隴西堂」的

感謝信          
                                                       ◎編輯部

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