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優質旅遊服務」計劃 

連續 20年獲得「優質旅遊服務」計劃認證的「資深優質商戶」名單 

(2000 - 2020 年) 

 

「優質旅遊服務」計劃認可零售商戶 

商品類別 商戶名稱  

古玩、藝術及工藝品 興華工藝古玩行 
 

古玩、藝術及工藝品 東寶齋  

古玩、藝術及工藝品 壹  

古玩、藝術及工藝品 中藝 (香港) 有限公司  

美妝及個人護理 莎莎化粧品  

書籍及文具 Nobletime Ltd 
 

書籍及文具 春記文具有限公司  

書籍及文具 商務印書館  

書籍及文具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成衣及配件 金碧 (Pearls & Cashmere)  

成衣及配件 Episode 
 

成衣及配件 Jessica 
 

成衣及配件 香港皮草有限公司  

電腦及電子產品 中原電器行有限公司  

電腦及電子產品 百老滙攝影器材有限公司  

電腦及電子產品 豐澤  

訂製服 源興行洋服有限公司  

訂製服 新丹尼洋服公司  

訂製服 榮懋行洋服  

訂製服 Sam's Tailor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優質旅遊服務」計劃 

「優質旅遊服務」計劃認可零售商戶 

商品類別 商戶名稱  

訂製服 Bobby's Fashions 
 

訂製服 
Linda Chow (Johnson) HK Custom 
Tailor  

訂製服 大偉時裝  

訂製服 Maclarry Fashions 
 

訂製服 麗晶  

百貨公司 T Galleria 
 

百貨公司 香港貿發局「香港‧設計廊」  

百貨公司 永安百貨有限公司  

百貨公司 裕華  

一般食品 奇華餅家有限公司  

一般食品 安記海味有限公司  

一般食品 樓上有限公司  

一般食品 福茗堂茶莊  

一般食品 昌興醇酒坊  

一般食品 茶藝樂園  

家具、家居擺設及家庭用品 皇家雪蘭莪(香港)有限公司  

家具、家居擺設及家庭用品 Indigo Living Ltd 
 

家具、家居擺設及家庭用品 珍藝行地毯有限公司  

其他貨品 通利琴行有限公司  

其他貨品 利廣模型玩具公司  

其他貨品 瑞士維氏鋼刀香港有限公司  

其他貨品 Wise-Kids Toys 
 

手袋、行李箱、鞋履及皮革製品 美一皮鞋公司  



 

 

 
 

「優質旅遊服務」計劃 

「優質旅遊服務」計劃認可零售商戶 

商品類別 商戶名稱  

珠寶及鐘錶 澳洲鐘錶珠寶公司  

珠寶及鐘錶 富嘉珠寶有限公司  

珠寶及鐘錶 夏利公司  

珠寶及鐘錶 新達利珠寶鐘錶有限公司  

珠寶及鐘錶 信誠珠寶鐘錶公司  

珠寶及鐘錶 新利公司  

珠寶及鐘錶 日內瓦鐘錶行  

珠寶及鐘錶 富嘉閣珠寶有限公司  

珠寶及鐘錶 麗雅珠行  

珠寶及鐘錶 周生生珠寶金行有限公司  

珠寶及鐘錶 海量珠寶公司  

珠寶及鐘錶 六福珠寶  

珠寶及鐘錶 三寶鐘錶珠寶  

珠寶及鐘錶 粵港澳湛周生生  

珠寶及鐘錶 東方表行有限公司  

珠寶及鐘錶 Emphasis  

珠寶及鐘錶 周大福珠寶金行有限公司  

珠寶及鐘錶 萬昌珠寶鐘錶有限公司  

珠寶及鐘錶 瑞士表行有限公司  

珠寶及鐘錶 聯興珠寶公司  

珠寶及鐘錶 煒錩珠寶有限公司  

珠寶及鐘錶 瑪貝爾鑽飾店  

珠寶及鐘錶 龍泰行工藝品首飾有限公司  



 

 

 
 

「優質旅遊服務」計劃 

「優質旅遊服務」計劃認可零售商戶 

商品類別 商戶名稱  

珠寶及鐘錶 歐亞鐘錶  

珠寶及鐘錶 金信珠寶屋  

珠寶及鐘錶 偉華珠寶鐘表行  

珠寶及鐘錶 太子珠寶鐘錶公司  

珠寶及鐘錶 蘇麗鐘錶有限公司  

珠寶及鐘錶 恒和鑽石  

珠寶及鐘錶 景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珠寶及鐘錶 鍾氏寶石店  

珠寶及鐘錶 生發表行有限公司  

珠寶及鐘錶 愛寶珠寶鐘錶有限公司  

珠寶及鐘錶 總統珠寶玉石有限公司  

珠寶及鐘錶 德誠表行有限公司  

珠寶及鐘錶 時間廊  

珠寶及鐘錶 高登鐘錶香港有限公司  

珠寶及鐘錶 歐洲坊有限公司  

珠寶及鐘錶 愛飾  

兌換店及匯款服務 第一國際資源有限公司  

眼鏡及相關產品 瑞士眼鏡公司  

眼鏡及相關產品 海洋眼鏡有限公司  

眼鏡及相關產品 愛視美眼鏡  

眼鏡及相關產品 香港茂昌眼鏡有限公司  

眼鏡及相關產品 佳運眼鏡公司  

眼鏡及相關產品 龍珠專業眼鏡店  



 

 

 
 

「優質旅遊服務」計劃 

「優質旅遊服務」計劃認可零售商戶 

商品類別 商戶名稱  

眼鏡及相關產品 迦南眼鏡有限公司  

運動及戶外用品 香港攀山訓練中心  

電訊器材 香港電訊有限公司  

 

 

 

 

 

 

 

 

 

 

 

 

 

 

 

 

 

 



 

 

 
 

「優質旅遊服務」計劃 

「優質旅遊服務」計劃認可餐館 

菜式 餐館名稱  

中菜 青山灣海天花園酒家  

中菜 潮州城酒樓有限公司  

中菜 富臨飯店(1977)有限公司  

中菜 香港賽馬會百勝廳  

中菜 南北樓  

中菜 鴻星海鮮酒家  

中菜 大會堂美心皇宮  

中菜 香港老飯店  

中菜 翠園  

中菜 北京樓  

中菜 紫玉蘭  

中菜 翠玉軒  

中菜 太湖海鮮城  

中菜 南丫天虹海鮮酒家  

中菜 西苑酒家 (太古城)  

中菜 聘珍樓  

中菜 福臨門酒家  

中菜 滬江飯店  

中菜 農圃飯店  

中菜 翰騰閣酒家  

歐洲菜 CAFE LANDMARK  

日本菜 市川日本料理  

日本菜 Tokio Joe 
 

 



 

 

 
 

「優質旅遊服務」計劃 

「優質旅遊服務」計劃認可餐館 

菜式 餐館名稱  

日本菜 西村日本料理  

韓國菜 阿里朗韓國餐廳  

港式美食 薈景  

港式美食 何洪記(1946)粥麵專家  

港式美食 海皇粥店  

其他亞洲美食 Thai Basil  

其他亞洲美食 金蒂餐廳  

泰國菜 黃珍珍泰國菜館  

素菜 功德林上海素食  

西餐 芝加哥餐廳  

西餐 意粉屋  

西餐 香港麥當勞  

西餐 Outback Steakhou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