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港福建商會
香港福建同鄉會有限公司
香港福建體育會有限公司
香港福州十邑同鄉會有限公司
香港廈門聯誼總會有限公司
香港莆仙同鄉聯合會有限公司
香港漳州同鄉總會有限公司
香港福建三明聯會有限公司
香港泉州市同鄉總會
香港閩西聯會有限公司
福建南平旅港聯誼會有限公司
香港寧德市同鄉總會
香港福清同鄉聯誼會有限公司
香港晉江社團總會有限公司
香港泉州同鄉會有限公司
香港南安公會有限公司
石獅市旅港同鄉總會有限公司
香港永春同鄉會有限公司
香港同安聯誼會有限公司
香港惠安同鄉總會有限公司
香港龍海市同鄉會
香港福建省仙游同鄉會
福安旅港同胞聯誼會
香港漳州市區同鄉會
福建旅港戴氏宗親會
香港福建書畫研究會
香港渭濱宗親會
福建農林大學港澳校友會
廈門大學旅港校友會有限公司
南僑中學香港校友會
福建省立晉中(泉州五中)香港校友會有限公司
旅港南安僑光中學校友會
福建省永春一中香港校友會
福建中學學生家長教師聯誼會
福建中學校友會
港澳台暨海外南安二中校友會
香港廈門同文中學校友會
香港廈門大同中學校友會
香港南安華僑中學校友會有限公司
養正中學香港校友會有限公司
晉江縣華僑中學香港校友會
惠安一中香港校友會
五星中學香港校友會有限公司
旅港南安成功中學校友會
晉江一中香港校友會
福建醫科大學香港校友會
廈門一中香港校友會
泉州培元中學香港校友會
安海同鄉聯誼會有限公司
香港南星中學校友會
國光中學香港校友會
石獅寬仁旅港同鄉會有限公司
旅港溜江同鄉會
永定會館有限公司
香港晉江青華同鄉會
杏田旅港同鄉會有限公司
旅港南安金淘鄉親聯誼會
香港集美校友會
香港施氏宗親會有限公司

福建大田旅港聯誼會
永寧中學香港校友會
石獅市華僑中學旅港校友會
旅港沙美同鄉會
石光中學香港校友會有限公司
香港泉州僑中校友會有限公司
香港晉江洋下同鄉會
福建省德化縣居港人士同鄉會
旅港西濱同鄉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廈門英華毓德二中香港校友會
香港漳州二中校友會
香港晉江厚澤鄉親會有限公司
福建旅港鈔岱同鄉會
香港錦東同鄉會
香港奎霞同鄉會有限公司
廈門雙十中學(八中)香港校友會有限公司
香港泉州七中(晦鳴)校友會有限公司
閩港經濟發展協進會有限公司
香港漳浦同鄉會
香港龍岩同鄉會有限公司
香港安溪同鄉會有限公司
福建中醫藥大學香港校友會有限公司
福州三中旅港校友會
旅港銀江同鄉會有限公司
石獅二中香港校友會
晉江三中(毓英金井中學)旅港校友會
玉湖同鄉會有限公司
旅港杆頭同鄉會
陽溪中學旅港校友會
香港集美僑校同學會
南安市羅溪教育基金會
香港莊宅同鄉會
旅港龍湖內坑同鄉會
深滬中學暨附中香港校友會有限公司
香港琉塘校友會
廣東省閩南經濟促進會
香港藍園教育基金會有限公司
飛鵬木偶團
香港衙口同鄉會有限公司
旅港晉江檀林同鄉會有限公司
華僑大學香港校友會有限公司
福州大學香港校友會有限公司
香港福州亭江聯誼總會
福建師範大學香港校友會
香港金井鎮同鄉聯誼會有限公司
香港葛州鄉親聯誼會
香港錢倉同鄉會
香港晉江前港同鄉會有限公司
華僑大學董事會香港辦事處
大崙旅港同鄉會
香港古盈同鄉會
泉州六中(泉中)香港校友會
香港泉州慈善促進總會有限公司
香港詔安同鄉會
香港永和同鄉聯誼總會有限公司
永春同鄉福利基金會有限公司
香港潯聯同鄉聯誼會
香港晉江石廈同鄉會

香港漳州一中(省立龍中)校友會
世界茶文化交流協會
鈔坑旅港同鄉會
香港泉州羅溪同鄉會有限公司
港澳臺洪窟同鄉聯會有限公司
港澳台蚶江中學校友會有限公司
香港內坑鎮聯鄉總會有限公司
香港龍湖同鄉聯誼會
旅港黃氏文斗同鄉會有限公司
香港詩山中學校友會
香港東石鎮同鄉聯誼會有限公司
香港官橋后曾庄同鄉會
香港奎霞店份基金有限公司
香港陳氏宗親總會有限公司
培元中學(二中)校友總會
香港泉州東海聯誼會
凌霄中學香港校友會
泉州一中(晉江縣中)香港校友會有限公司
錦峰(崙后)旅港澳同鄉會
香港福建永安聯誼會
香港南安詩山同鄉會有限公司
香港雅樂藝術團
香港福建僑民互助會
香港長樂聯誼會
香港福州十邑同鄉會荃灣分會
香港漳州常山同鄉聯誼會
香港長泰聯誼會
香港福建清流聯誼會
香港寧化客家祖地聯誼會
香港福建建寧聯誼小組
香港福建泰寧聯誼會
香港福建明溪聯誼小組
香港福建將樂聯誼會
香港福建沙縣聯誼會
香港福建尤溪聯誼會
香港莆仙同鄉聯合會葵青分會
香港莆田商會
香港武平同鄉會
連城同鄉聯誼會(香港)
香港漳平同鄉會
香港新厝同鄉聯誼會有限公司
香港磁灶鎮同鄉總會有限公司
香港坂頭同鄉會
僑聲中學香港校友會
旅港石圳同鄉會
香港古厝同鄉會有限公司
香港晉江靈水同鄉會有限公司
香港蕭妃(燒灰)同鄉會有限公司
香港陽溪聯誼會
香港永和玉溪同鄉聯誼會
香港南安市新僑中學校友會
香港鳳坡聯誼會
香港南安羅東同鄉會
港澳南安芙蓉同鄉會
海外泉州澳柄鄉親會
香港洪邦同鄉會
港澳溪南同鄉會
咾港卓氏港澳宗親會
香港旅港昌源同鄉會

香港南安洋美同鄉會
蘭芳婦女會
孫中山文教福利基金會
香港福建科任同鄉會
香港英林鎮同鄉聯誼會有限公司
旅外福建南安劉林劉侯宗親會有限公司
閩南(香港)發展基金會有限公司
香港福建長汀同鄉會
香港泉州台商投資區同鄉總會
香港連江聯誼會
旅港澳福全同鄉會
旅港龍塘四鄉聯合會
石獅市五星(五社)旅港同鄉會有限公司
香港華安同鄉會
香港晉江沙塘同鄉會
香港深滬鎮同鄉總會有限公司
福建省港區政協委員聯誼會
大田一中旅港校友會
香港上杭同鄉會
香港永春六中同學會
內坑中學香港校友會
福建旅港三鄉同鄉會
香港廣澤尊王慈善基金會
石獅玉浦旅港澳同鄉會有限公司
泉州師範學院(泉州大學)香港校友會
香港泉州鯉城實驗小學校友會
香港泉州溫陵僑商聯合會
香港陳埭鎮同鄉總會有限公司
港澳石獅西岑同鄉會有限公司
泉州台商投資區旅港鄉親聯誼會
香港福州馬尾聯誼會
廈門六中香港校友會
香港漳州市龍文區聯誼會
香港永春僑中校友會
永春三中香港校友會
香港晉江市英園同鄉會
蚶江旅港同鄉會
培元中學香港校友會有限公司
旅港圍頭同鄉會(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福建東山同鄉會
閩南師範大學粵港澳校友會
香港福建同鄉會將軍澳分會
香港福建福州閩劇團
旅港新市(曾氏)宗親會
香港南埕同鄉聯誼會
香港福建婦女協會
閩南文化劍影傳承學會
香港媽祖文化聯誼會
港澳科任泉峰同鄉會
閩港協進會
香港南安霞美同鄉會
香港樂群慈善會有限公司
新界西福州十邑同鄉會
香港平潭同鄉會
旅港英墩同鄉會
香港南靖聯誼會
錦江中學香港校友會
香港泉州洛江同鄉總會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

（排名不分先後）致 意

熱烈祝賀熱烈祝賀
林鄭月娥女士林鄭月娥女士

就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官就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官 暨暨
香港特區第五屆政府主要官員就職香港特區第五屆政府主要官員就職

旅港福建商會
香港福建同鄉會有限公司
香港福建體育會有限公司
香港福州十邑同鄉會有限公司
香港廈門聯誼總會有限公司
香港莆仙同鄉聯合會有限公司
香港漳州同鄉總會有限公司
香港福建三明聯會有限公司
香港泉州市同鄉總會
香港閩西聯會有限公司
福建南平旅港聯誼會有限公司
香港寧德市同鄉總會
香港福清同鄉聯誼會有限公司
香港晉江社團總會有限公司
香港泉州同鄉會有限公司
香港南安公會有限公司
石獅市旅港同鄉總會有限公司
香港永春同鄉會有限公司
香港同安聯誼會有限公司
香港惠安同鄉總會有限公司
香港龍海市同鄉會
香港福建省仙游同鄉會
福安旅港同胞聯誼會
香港漳州市區同鄉會
福建旅港戴氏宗親會
香港福建書畫研究會
香港渭濱宗親會
福建農林大學港澳校友會
廈門大學旅港校友會有限公司
南僑中學香港校友會
福建省立晉中(泉州五中)香港校友會有限公司
旅港南安僑光中學校友會
福建省永春一中香港校友會
福建中學學生家長教師聯誼會
福建中學校友會
港澳台暨海外南安二中校友會
香港廈門同文中學校友會
香港廈門大同中學校友會
香港南安華僑中學校友會有限公司
養正中學香港校友會有限公司
晉江縣華僑中學香港校友會
惠安一中香港校友會
五星中學香港校友會有限公司
旅港南安成功中學校友會
晉江一中香港校友會
福建醫科大學香港校友會
廈門一中香港校友會
泉州培元中學香港校友會
安海同鄉聯誼會有限公司
香港南星中學校友會
國光中學香港校友會
石獅寬仁旅港同鄉會有限公司
旅港溜江同鄉會
永定會館有限公司
香港晉江青華同鄉會
杏田旅港同鄉會有限公司
旅港南安金淘鄉親聯誼會
香港集美校友會
香港施氏宗親會有限公司

福建大田旅港聯誼會
永寧中學香港校友會
石獅市華僑中學旅港校友會
旅港沙美同鄉會
石光中學香港校友會有限公司
香港泉州僑中校友會有限公司
香港晉江洋下同鄉會
福建省德化縣居港人士同鄉會
旅港西濱同鄉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廈門英華毓德二中香港校友會
香港漳州二中校友會
香港晉江厚澤鄉親會有限公司
福建旅港鈔岱同鄉會
香港錦東同鄉會
香港奎霞同鄉會有限公司
廈門雙十中學(八中)香港校友會有限公司
香港泉州七中(晦鳴)校友會有限公司
閩港經濟發展協進會有限公司
香港漳浦同鄉會
香港龍岩同鄉會有限公司
香港安溪同鄉會有限公司
福建中醫藥大學香港校友會有限公司
福州三中旅港校友會
旅港銀江同鄉會有限公司
石獅二中香港校友會
晉江三中(毓英金井中學)旅港校友會
玉湖同鄉會有限公司
旅港杆頭同鄉會
陽溪中學旅港校友會
香港集美僑校同學會
南安市羅溪教育基金會
香港莊宅同鄉會
旅港龍湖內坑同鄉會
深滬中學暨附中香港校友會有限公司
香港琉塘校友會
廣東省閩南經濟促進會
香港藍園教育基金會有限公司
飛鵬木偶團
香港衙口同鄉會有限公司
旅港晉江檀林同鄉會有限公司
華僑大學香港校友會有限公司
福州大學香港校友會有限公司
香港福州亭江聯誼總會
福建師範大學香港校友會
香港金井鎮同鄉聯誼會有限公司
香港葛州鄉親聯誼會
香港錢倉同鄉會
香港晉江前港同鄉會有限公司
華僑大學董事會香港辦事處
大崙旅港同鄉會
香港古盈同鄉會
泉州六中(泉中)香港校友會
香港泉州慈善促進總會有限公司
香港詔安同鄉會
香港永和同鄉聯誼總會有限公司
永春同鄉福利基金會有限公司
香港潯聯同鄉聯誼會
香港晉江石廈同鄉會

香港漳州一中(省立龍中)校友會
世界茶文化交流協會
鈔坑旅港同鄉會
香港泉州羅溪同鄉會有限公司
港澳臺洪窟同鄉聯會有限公司
港澳台蚶江中學校友會有限公司
香港內坑鎮聯鄉總會有限公司
香港龍湖同鄉聯誼會
旅港黃氏文斗同鄉會有限公司
香港詩山中學校友會
香港東石鎮同鄉聯誼會有限公司
香港官橋后曾庄同鄉會
香港奎霞店份基金有限公司
香港陳氏宗親總會有限公司
培元中學(二中)校友總會
香港泉州東海聯誼會
凌霄中學香港校友會
泉州一中(晉江縣中)香港校友會有限公司
錦峰(崙后)旅港澳同鄉會
香港福建永安聯誼會
香港南安詩山同鄉會有限公司
香港雅樂藝術團
香港福建僑民互助會
香港長樂聯誼會
香港福州十邑同鄉會荃灣分會
香港漳州常山同鄉聯誼會
香港長泰聯誼會
香港福建清流聯誼會
香港寧化客家祖地聯誼會
香港福建建寧聯誼小組
香港福建泰寧聯誼會
香港福建明溪聯誼小組
香港福建將樂聯誼會
香港福建沙縣聯誼會
香港福建尤溪聯誼會
香港莆仙同鄉聯合會葵青分會
香港莆田商會
香港武平同鄉會
連城同鄉聯誼會(香港)
香港漳平同鄉會
香港新厝同鄉聯誼會有限公司
香港磁灶鎮同鄉總會有限公司
香港坂頭同鄉會
僑聲中學香港校友會
旅港石圳同鄉會
香港古厝同鄉會有限公司
香港晉江靈水同鄉會有限公司
香港蕭妃(燒灰)同鄉會有限公司
香港陽溪聯誼會
香港永和玉溪同鄉聯誼會
香港南安市新僑中學校友會
香港鳳坡聯誼會
香港南安羅東同鄉會
港澳南安芙蓉同鄉會
海外泉州澳柄鄉親會
香港洪邦同鄉會
港澳溪南同鄉會
咾港卓氏港澳宗親會
香港旅港昌源同鄉會

香港南安洋美同鄉會
蘭芳婦女會
孫中山文教福利基金會
香港福建科任同鄉會
香港英林鎮同鄉聯誼會有限公司
旅外福建南安劉林劉侯宗親會有限公司
閩南(香港)發展基金會有限公司
香港福建長汀同鄉會
香港泉州台商投資區同鄉總會
香港連江聯誼會
旅港澳福全同鄉會
旅港龍塘四鄉聯合會
石獅市五星(五社)旅港同鄉會有限公司
香港華安同鄉會
香港晉江沙塘同鄉會
香港深滬鎮同鄉總會有限公司
福建省港區政協委員聯誼會
大田一中旅港校友會
香港上杭同鄉會
香港永春六中同學會
內坑中學香港校友會
福建旅港三鄉同鄉會
香港廣澤尊王慈善基金會
石獅玉浦旅港澳同鄉會有限公司
泉州師範學院(泉州大學)香港校友會
香港泉州鯉城實驗小學校友會
香港泉州溫陵僑商聯合會
香港陳埭鎮同鄉總會有限公司
港澳石獅西岑同鄉會有限公司
泉州台商投資區旅港鄉親聯誼會
香港福州馬尾聯誼會
廈門六中香港校友會
香港漳州市龍文區聯誼會
香港永春僑中校友會
永春三中香港校友會
香港晉江市英園同鄉會
蚶江旅港同鄉會
培元中學香港校友會有限公司
旅港圍頭同鄉會(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福建東山同鄉會
閩南師範大學粵港澳校友會
香港福建同鄉會將軍澳分會
香港福建福州閩劇團
旅港新市(曾氏)宗親會
香港南埕同鄉聯誼會
香港福建婦女協會
閩南文化劍影傳承學會
香港媽祖文化聯誼會
港澳科任泉峰同鄉會
閩港協進會
香港南安霞美同鄉會
香港樂群慈善會有限公司
新界西福州十邑同鄉會
香港平潭同鄉會
旅港英墩同鄉會
香港南靖聯誼會
錦江中學香港校友會
香港泉州洛江同鄉總會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

（排名不分先後）致 意

熱烈祝賀熱烈祝賀
林鄭月娥女士林鄭月娥女士

就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官就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官 暨暨
香港特區第五屆政府主要官員就職香港特區第五屆政府主要官員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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