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行社名稱 地址 聯絡電話

AA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友誼大馬路1023號南方大廈第一座1樓V 82906178

DMM-SOCIEDADE DE ACTIVIDADES
TURISTICAS LIMITADA

澳門新口岸高美士街576號鴻安中心第二座18樓K座 28725590

JTB (澳門) 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蘇亞利斯博士大馬路81-113號澳門廣場8樓H座 28717290

STDM 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外港客運碼頭1632, 1633及1636至1649舖 28710360

VT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北京街230,244及246號澳門金融中心11樓G 28500299

一力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卑第巷7號海港大廈地下C及閣樓 28354471

一帶一路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友誼大馬路1023號南方大廈2樓B座 28701916

七洲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宋玉生廣場258號建興龍廣場5樓T室 28707468

八達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南灣大馬路369-371號京澳大廈12C 28389875

力恆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友誼大馬路1023號南方大廈1樓AF座 28703166

三通國際旅運有限公司 澳門新口岸宋玉生廣場578號中富大廈地下P鋪 28437426

大光世界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宋玉生廣場258號建興龍廣場19樓P座 28591122

大富翁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600E號第一國際商業中心10樓1008室 28700266

大衛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新口岸冼星海大馬路105號金龍中心15樓A、B、C、L、M及N座 28787978

中天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北京街126號怡德商業中心9樓E 28930032

中亞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宋玉生廣場181-187號光輝商業中心14樓H 28266991

中信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宋玉生廣場258號建興龍廣場19樓S及T座 28420870

中星國旅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新口岸北京街廣發商業中心12樓C 28346641

中港通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宋玉生廣場東南亞商業中心12A 28212390

中澳城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600-E號第一國際商業中心6樓03室 28223399

中澳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冼星海大馬路105號金龍中心10樓D座 28753038, 28357659

五州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友誼大馬路201號新建業商業中心15樓D座 28787400

天馬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新口岸友誼大馬路201號新建業商業中心8樓O.P 28436311

天基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沙梨頭南街19號華寳商業中心J-11 28555067

太陽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宋玉生廣場２４９、２５５及２６３號中土大廈１６樓Ｉ座 88911988

日本信用旅運（澳門）有限公司 澳門三巴仔街2號地下 28530303

世紀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北京街244-246 號澳門金融中心12樓F座 28702335

世強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殷皇子大馬路60號至64號7樓 28713717

永安假期（澳門）有限公司 澳門南灣大馬路中華廣場12樓J 28370522

永傑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宋玉生廣場中土大廈11樓D 28439225

永暉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宋玉生廣場249-263號百德大廈(中土)J5 28789931

立基旅遊發展有限公司 澳門新口岸宋玉生廣場180號東南亞商業中心19樓J座 28751033

合金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友誼大馬路1023號南方大廈2樓AC 28575838

合灜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北京街244-246號金融中心5樓D 28933265

好美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友誼大馬路1023號南方大廈三樓N座 28727546

好運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宋玉生廣場181及187號光輝集團商業中心17樓V 28717233

安泰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宋玉生廣場181-187號光輝商業中心14樓G 28420035

成運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沙梨頭南街19號華寳商業中心J-10 28967739

行家假期-長暉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宋玉生廣場249-263號中土大廈15樓L座 28262888

利友旅遊（澳門）有限公司 澳門友誼大馬路，旅遊及娛樂綜合設施（漁人碼頭），勵庭海景酒店一樓 28337333

利民旅遊(澳門)有限公司 澳門北京街230，244-246號澳門金融中心8樓H座 28881128

迅達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羅保博士街34-36號廠商會大廈4A1 28713151

京澳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北京街202-246號澳門金融中心17樓M座 28715075

佳暉旅行社有限公司 冼星海大马路105号金龙中心10楼N 28455805

宗龍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宋玉生廣場 258 號 建興龍廣場 19樓 G座 28389999

尚享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美麗街21-21A怡美大廈2A 28216522

尚盈旅行社 澳門海港街63號國際中心第一期BV-1舗 28559855

幸福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馬場海邊馬路6號錦繡花園地下B座 28400783

昊達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新口岸北京街 174號 廣發商業中心 12樓 E 28575982

明仁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馬統領圍5號地下 28710034

明泰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北京街126號怡德商業中心22樓D 28889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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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北京街244-246號澳門金融中心8樓L座 28785668

東瀛遊旅行社(澳門)有限公司 澳門南灣大馬路730-804號中華廣場10樓M室 28717200

金亮澳門旅運有限公司 澳門北京街金融中心12樓D 28321368

金時代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宋玉生廣場335及341號獲多利中心15樓S 28722866

金順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新口岸北京街174號廣發商業中心6樓E座 28701802

金蓮花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宋玉生廣場336、342號誠豐商業中心13樓G座 28723082

金澳旅運有限公司 澳門上海街175號澳門中華總商會大廈8樓A-B 28584499

長安投資有限公司 澳門羅保博士街34-36號廠商會大廈4A 28713151

長江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宋玉生廣場249/255及263號中土大廈11樓F 28555040

長興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北京街230-246號澳門金融中心10樓M座 28703138

青年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北京街244-246號澳門金融中心八樓I.J及K座 28703030

冠忠(澳門)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宋玉生廣場180號東南亞商業中心12樓V 28212390

南華旅遊有限公司 友誼大馬路1047號南方大廈第三座5樓O座 28706620

威信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新口岸北京街244、246號澳門金融中心8樓K座 28785668

威華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關閘廣場292號新寶花園第1座地下X座 28423939

恆隆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宋玉生廣場181-187號光輝集團商業中心3樓I室 28230822

恒盛旅行社(澳門)有限公司 澳門南灣大馬路371號京澳大廈11樓A室 28356621

星王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巴波沙坊第十一街新城市花園第21座地下Z座 28563003

星星旅行社有限公司 福华巷18-B号名福楼地下B座 28484087

星晨旅遊(澳門)有限公司 澳門罅些喇提督大馬路(提督馬路)129-C號地下A座 28356651

星港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北京街230,244及246號 澳門金融中心10樓G室 28701549

星際旅遊有限公司 沙梨頭南街19號華寶商業中心7樓E 28430888

星澳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北京街174號廣發商業中心11E 28923315

昭日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北京街174 號廣發商業中心10 樓A座 28232733

皇太子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得勝馬路2-4號皇都酒店F鋪 85979112

盈莉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新口岸新安花園第一地下D鋪（萬龍酒店後面） 28705196

美麗華均輝(澳門)有限公司 澳門荷蘭園大馬路117號 28553777

美麗華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宋玉生廣場180號東南亞商業中心14樓L座 28529111

飛揚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北京街170-192號C廣發商業中心13樓E 28700196

飛萬里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北京街230-246澳門金融中心17樓A座 28844733

殷理基集團有限公司 澳門宋玉生廣場258號建興龍廣場21樓 R 座 28572418

浚暉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宋玉生廣場249-263號中土大廈15樓K座 28751519

海威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友誼大馬路南方大廈第一幢6樓C座 28481277

海景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麻子街30B號萬新大廈地下C舖 28951032

高飛旅遊服務有限公司 澳門賣菜街信恆大廈3號A地下 28899999

健行旅行社一人有限公司 澳門東望洋新街23號美利閣地庫3樓XCC/V座 28330319

國泰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宋玉生廣場258號建興龍廣場5樓P座 28435200

國航假期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600E第一國際商業中心18樓1803室 87999666

國際時訊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巴波沙坊第十一街新城市花園第21座地下Y座 28509062

康泰旅行社(澳門)有限公司 澳門南灣大馬路762-804號 中華廣場14樓D座 82968831

探索號文化旅遊 澳門友誼大馬路1023號南方大廈3樓R室 28565028

盛世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畢仕達大馬路26、54B號中福商業中心4樓E座 28558100

盛澳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漁翁街200號海洋工業中心第2期12樓F座 28719128

盛懿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沙梨頭南街19號華寶商業中心6樓A 28432195

眾鑫國際旅行社 澳門宋玉生廣場180號東南亞商業中心9樓T單位 28723929

通寶旅運集團（澳門）有限公司 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第一國際商業中心19樓 87999600

尊翔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新口岸北京街126號怡德商業中心11樓F 28828951

惠海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北京街174號廣發商業大廈8樓G座 28757505

智盛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北京街174號廣發商業中心8樓E座 28257179

港珠澳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宋玉生廣場336-342號誠豐商業中心16樓E室 28284321

華仁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宋玉生廣場 249-263號中土大廈 17樓J 28456960

華國旅遊社有限公司 澳門友誼大馬路918號及920號世界貿易中心大廈8樓D座 2833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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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北京街174號廣發商業中心6樓G座 28702757

華逸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南灣時代商業中心17樓1703室 28270189

華楊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新口岸北京街230,244,246號澳門金融中心17樓F座 28555783, 28787138

華澳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北京街230-246號金融中心10樓L 28555211

貴族假期國際旅遊 澳門畢仕達大馬路26-28號中福商業中心7樓J 28828668

開心假期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沙梨頭南街19號華寶商業中心5樓E 28721089

陽光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北京街126號怡德商業中心9樓F座 28787309

順安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馬場北大馬路293號華景園地下L舖 28222233

順利旅遊有限公司 漁翁街200號海洋工業中心第2期12樓F座 28719128

愛都旅行社有限公司 外港客運碼頭1樓1622-1628室 28726630

新的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昆明街39-61號第一國際商業中心15樓07室 28323166

新星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北京街230、244及246號澳門金融中心11樓N座 28236982

新盛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宋玉生廣場238-286號  28855133

新新麗華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殷皇子大馬路47號澳門廣場10樓K 28715432

新漢威旅行社 澳門新口岸181-187號光輝(集團)商業中心10樓U 28751030

新澳遊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羅馬街12號東南亞商業中心地下W鋪 28508989

新環亞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黑沙環大馬路17號江海花園地下O鋪 28520313

萬佳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文第士街36-E號永和大廈地下及閣樓 28524895

萬國旅遊集團有限公司 澳門友誼大馬路1023號南方大廈4樓I座 28703558

萬嘉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新口岸宋玉生廣場181-187號，光輝（集團）商業中心14樓V座 28755766

裕濠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宋玉生廣場619-A至627號金融中心10樓E座 28700681

遊澳門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新口岸宋玉生廣場263號中土大廈12樓H座 28723060

運通環球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祐漢第二街22號勝意樓地下B064 28400168

達榮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新口岸金融中心5f 28700237

鼎盛旅遊服務有限公司
澳門看台街305、307、309、311號及

馬場東大馬路346及366號翡翠廣場（第一、二、三、四座）2樓R座
 28833883

嘉明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南灣大馬路429號南灣商業中心12樓1202室 28550122

嘉盛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黑沙環馬路40號E錦绣花園地下及閣樓I舖 28415522

精彩假期（澳門）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上海街175號澳門中華總商會大廈B11 28701111

聚星旅遊有限公司 冼星海大馬路349號南岸花園地下BA座及一樓 28783850

蓮花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擺華巷4號順盈閣地下 28972977

學聯旅遊（澳門） 澳門板樟堂街16號I顯利商業大廈3樓“41”室至“42”室 28311100

寰宇旅遊有限公司 新口岸上海街175號中華總商會大廈14A 28703858

寰星旅遊 澳門宋玉生廣場249 – 263號中土大廈11樓K座 28235545

澳之旅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水坑尾街78號中建商業大廈2樓207.208.209.210.211 28323456

澳台旅遊服務有限公司 澳門宋玉生廣場258號建興龍商業大廈17樓L17座 28973309

澳門中國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223至225號南光大廈1樓 87998110, 28715160

澳門中國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南灣大馬路315號南粵商業中心五樓 83940202

澳門友利旅遊娛樂有限公司 澳門宋玉生廣場258號建興龍廣場6樓A座 28509025

澳門里程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新口岸北京街金融中心9M 28700656

澳門易達假期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北京街126號怡德商業中心17樓D座 28789936

澳門金江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宋玉生廣場335至341號獲多利中心8樓M 28423422

澳門信德國旅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宋玉生廣場180號東南亞花園（東南亞商業中心）10樓 T 28323982

澳門拱北旅游發展有限公司 澳門 宋玉生廣場 249-263號 百德大廈（中土）5楼K 28552355

澳門活力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宋玉生皇朝廣場20G 28715200

澳門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蘇亞雷斯博士大馬路35號地下 28710003

澳門海外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223至225號南光大廈1樓A 87998862

澳門特速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宋玉生廣場180號東南亞中心E4 28789278

澳門假期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宋玉生廣場180號東南亞商業中心11樓A座 28973131

澳門理想假期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勞動節大馬路161-253號廣福祥花園第7座1樓EI、EJ、EK及EL座 28453076

澳門葡京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勞動節大馬路358號金海山花園第11座地下D 28835427

澳門錦倫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水坑尾街179號地下 28336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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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名稱 地址 聯絡電話

澳信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600E第一國際商業中心18樓1801-1802室 87999666

翱翔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北京街174號廣發商業中心12樓G座 28237351

濠江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高樓里（船澳口）24、24-A及24-B號時亮大廈地下A座 87999600

環宇國際旅運有限公司 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600E第一國際商業中心19樓 87999666

環球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美麗街21-21號A怡美大廈1樓A 28855133

韓澳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600E第一國際商業中心19樓1907-1908室 87999666

瀛海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北京街126號怡德商業中心23樓D座 28751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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