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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資料 認證產品 

咀香園餅家 

電話: +853 2835 5966 

電郵: enquiry@choi-heong-yuen.com 

網址: www.choi-heong-yuen.com 

1. 咀香園 / 杏仁餅系列 

⬧ 杏仁粒杏仁餅 

⬧ 純正杏仁餅 

⬧ 鹽焗杏仁粒杏仁餅 

⬧ 三式杏仁餅 [內含杏仁粒杏仁餅、松子仁杏仁餅、南瓜仁杏仁餅] 

嘉明洋行有限公司 

電話: +853 2855 8111 

電郵: jose@carmen88.com; ana@carmen88.com; 

網址: N/A 

1. 銀河員工活動風褸 
 

 

東望洋手信有限公司 - 葡韻食品廠 

電話: +853 2843 0076 

電郵: mail@guiafoodmo.com 

網址: http://guiafood.com.mo 

葡韻手信 

1. 芝士曲奇 
 

 

東望洋手信有限公司 - 東望洋製餅廠 

電話: +853 2843 0076 

電郵: mail@guiafoodmo.com 

網址: http://guiafood.com.mo 

東望洋 

1. 豬仔包 

2. 牛角包  

3. 白方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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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遠集團有限公司 

電話: +853 2872 1349 

電郵: info@mccymo.com 

網址: http://mccymo.com 

1. 種善陸康陳皮特別版益肺康含片   

2. 種善陸康蜜煉陳皮燕窩潤肺膏 
 

 

安得利澳門飲食服務有限公司 

電話: +853 2886 2886 

電郵: info@angliss.com.mo 

網址: www.angliss.com.hk 

1. 美國急凍穀飼牛仔骨(零售裝) 

天元泰和集團有限公司 

電話: +853 2823 1133 

電郵: tutwg.mo@gmail.com 

網址: www.tutwg.com 

1. 泰和堂牛樟芝 

 

康福貢膳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853 2843 8965 

電郵: sales@citygourmet.hk 

網址: N/A 

1. Eat Plus Pork Knuck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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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英食品有限公司 

電話: +853 2825 2520 

電郵: info@yengkee.com.mo 

網址: www.yengkee.com.mo 

1. 澳門英記餅家 / 蛋卷系列  

⬧ 原味蛋卷 

⬧ 黑芝麻蛋卷 

⬧ 香蔥蛋卷 

⬧ 蛋白蛋卷 

⬧ 綠茶蛋卷 

⬧ 朱古力蛋卷 

⬧ 榴槤蛋卷 

⬧ 竹炭芝麻蛋卷 

⬧ 海藻糖蛋卷 

⬧ 紫薯蛋卷  

2. 澳門英記餅家 / 曲奇系列 

⬧ 金脆曲奇(合桃)  

⬧ 金脆曲奇(腰果) 

3. 澳門英記餅家 / 杏仁餅系列 

⬧ 原粒杏仁餅 

⬧ 肉鬆杏仁餅 

⬧ 蛋黃杏仁餅 

⬧ 黑芝麻杏仁餅 

⬧ 瑤柱杏仁餅 

⬧ 海藻糖健怡杏仁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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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澳門英記餅家 / 月餅系列 

⬧ 雙黃白蓮蓉月餅 

⬧ 金玉奶黃月餅 

⬧ 金腿五仁月餅 

⬧ 流心奶黃月餅 

 

萬豪軒集團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電話: +853 2870 6623 

電郵: adm@grandplaza.com.mo 

網址: www.grandplaza.com.mo 

1. 萬豪軒原味牛油曲奇 

恆信餐飲有限公司 

電話: +853 2896 8442 

電郵: pakleisin2019@gmail.com 

網址: N/A 

1. 蒜香燒雞及蒜鹽 

佳鑫有限公司 

電話: +853 2835 7064 

電郵: longprosperity@hotmail.com 

網址: N/A 

1. 尚盛牛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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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丹有限公司 

電話: +853 2856 1602 / +853 6298 8838 

電郵: siruba50@gmail.com 

網址: www.medanmacao.com 

1. 印尼千層糕 

恆友食品廠 

電話: +853 6288 5314 

電郵: hangiao1995@gmail.com 

網址: N/A 

1. 濃縮咖哩膏 

2. 蒜香醬 

澳門滋味滿屋餐飲有限公司 

電話: +853 2822 0198 

電郵: info@cgmacau.com 

網址: N/A 

1. 滋味脆皮燒雞 

張權破痛油中藥廠 

電話: +853 2823 0066 

電郵: info@cheongkunoil.com 

網址: www.cheongkunoil.com 

 

1. 張權破痛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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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邦藥廠有限公司 

電話: +853 2843 7139 

電郵: mupl@macau.ctm.net 

網址: www.mupl.mo 

1. 馬交牌蓮花萬應膏 

2. 馬交牌千⾥追風油 

3. 馬交牌極尚紅花油 

4. 馬交牌垃圾草油 

龍華製餅廠 

電話: +853 2871 8112 

電郵: admin@mhkbakery.com 

網址: https://mahongkei.com 

馬鴻記餅家 

1. 牛角包 

2. 豬仔包 

3. 方包 

4. 蛋黃白蓮蓉月餅、雙黃白蓮蓉月餅、玫瑰豆沙蛋黃月餅、純正白蓮蓉

月餅 

金記粉麵廠 

電話: +853 2876 3714 

電郵: ng767655@yahoo.com.hk 

網址: https://kam-kei.com 

 

1. 河粉 

2. 生麵 (一級全蛋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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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及聯絡 

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 

電話：+853 2878 1313   傳真：+853 2878 8233 

電郵：quality@cpttm.org.mo 

地址：新口岸上海街 175 號中華總商會大廈六、七樓 

 

 

免責聲明 

這個網站提供的所有【M 嘜】澳門產品優質認證計劃的認證產品及公司資料，只作參考用途。所列產品僅代表已符合【M 嘜】計劃

的品質管理系統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定安全要求。 

 

M 嘜合辦單位（澳門廠商聯合會及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已盡力確保網站資料準確及定期更新，唯不保證有關資料完整準確。

如任何人士因依賴或利用此網站的資料、附件或超連結而引致的直接、間接或衍生的任何損失，M 嘜合辦單位概不負責或作出任何賠

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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