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麥當勞首度聯乘 Green Monday 

推出厚切 OmniPork Luncheon 新餐肉系列 

不落油煎全新美食選擇 滿足您的另類「肉」望！ 

 

 
 

 【2020 年 10 月 12 日 ─ 香港】─ 麥當勞致力提供多元化美食並不時推出新產品，今次麥當

勞首度與Green Monday攜手合作，於 10月 13日起推出期間限定「OmniPork Luncheon

新餐肉」系列，麥當勞以獨家 15mm^厚切新餐肉炮製多款早晨套餐和 McCafé 美食，滿足

您的無窮「肉」望！ 

 

醒晨好滋味！不需落油煎#15mm^厚切「OmniPork Luncheon 新餐肉」系列早晨套餐 

麥當勞選用純植物製新餐肉*推出多款早晨套餐，呈獻最時尚的新滋味，讓大家輕輕鬆鬆開展

新一天。香港麥當勞行政總裁黎韋詩小姐表示：「作為以客為先的餐飲品牌，我們一直重視

創新求變，今次很高興與提倡綠色飲食文化的 Green Monday 合作，於麥當勞引入純植物

製*的 15mm^厚切新餐肉，為顧客帶來更多時尚美味的餐飲選擇，亦為大家帶來新驚喜！」 

全新「OmniPork Luncheon新餐肉」系列採用麥當勞獨家供應的 15mm^厚切新餐肉，不需

落油煎煮，含 0 膽固醇，其熱量、飽和脂肪和鈉含量均比罐裝豬肉製午餐肉較低，為大家帶

來一個 Green Morning！ 



  

「新餐肉蛋扭扭粉」充滿港式茶餐廳風味；喜愛享受豐盛早餐的可選擇「新餐肉精選套餐」，

配搭嫩滑炒蛋、鬆餅和脆薯餅；愛好熱香餅的話可以嘗試「新餐肉珍寶套餐」，新餐肉加上

香甜熱香餅、香滑炒蛋、鬆餅和脆薯餅，讓您滿足感爆燈！來到麥當勞，當然不少得美味漢

堡——「新餐肉炒蛋堡」以鬆軟麵包夾著香煎的厚切新餐肉，配上嫩滑炒蛋，滋味讓人難以

抗拒！  

McCafé 全新輕食系列 全日 Go Green 歎新餐肉 

15mm^厚切新餐肉亦同時登陸McCafé，送上另一番美味驚喜！由10月 13日起，McCafé

全新推出「新餐肉蛋沙律意式飽」和「新餐肉碎蛋芝味多士」，全日供應。前者以鬆軟可口

的意式飽夾着厚切新餐肉，後者則以經烘烤的鬆軟麥麵包夾上新餐肉粒，兩種不同口感任君

選擇。兩款新美食均配上碎蛋沙律和半溶水牛芝士，外脆內軟的絕妙配搭，讓新餐肉誘惑頓

時升級！ 

於每日上午 11 時前，顧客選購早餐 Combo 套餐(HK$34)，便可品嚐其中一款新餐肉產品和

一杯熱意式鮮奶咖啡或濃黑咖啡(細杯)；也可於每日上午 11 時後，選購午後 Combo 

(HK$37)，享用其中一款新餐肉產品和一杯熱意式鮮奶咖啡或濃黑咖啡(中杯) 。讓 McCafé

為您叉足電，活力充沛地迎接每一天！ 

Green Monday 及 OmniFoods 創辦人兼行政總裁楊大偉表示：「對於 OmniPork 

Luncheon 新餐肉能走入本地領先連鎖餐飲品牌麥當勞，通過其遍佈香港和澳門的餐廳網絡

接觸更多顧客，我們感到非常興奮，這讓市民大眾可以方便而美味地實踐綠色飲食。」 

 

為慶祝全新系列登場，麥當勞 App 將於 10 月 13 日送上多張早晨套餐電子優惠券！顧客凡

選購「OmniPork Luncheon 新餐肉」系列早晨套餐**、McCafé「新餐肉蛋沙律意式飽」

和「新餐肉碎蛋芝味多士」套餐，即可憑麥當勞 App 內的優惠券減 HK$3，幫您慳到盡！ 同

時，於 10月 13日至 11月 12日期間於 foodpanda訂購麥當勞早餐滿$100即享 9折優惠。 

 
 
 
 
 
 
 
 
 

 



  

全新！「OmniPork Luncheon 新餐肉」系列早晨套餐 

 

 

 

 

 

 

 

 

 

 

 

 

新餐肉蛋扭扭粉 

 

新餐肉配上素湯底，充滿港式茶餐廳風味。 

 

 

 

 

新餐肉精選套餐 

 

配搭嫩滑炒蛋、鬆餅和脆薯餅， 

豐盛早餐讓您有個 Good Morning！ 

 

 

 

 

新餐肉珍寶套餐 

 

新餐肉加上香甜熱香餅、香滑炒蛋、鬆餅和脆

薯餅，讓您滿足感爆燈！ 



  
  

 

新餐肉炒蛋堡 

 

以鬆軟麵包夾著煎至香脆的厚切新餐肉，配上

嫩滑炒蛋，滋味讓人難以抵抗！ 

 

 

 

麥當勞 App 用戶獨家專享優惠！ 

 

凡選購「OmniPork Luncheon 新餐肉」系列

早晨套餐減$3 

(10 月 13 日至 10 月 18 日早上 11 時前適用) 

^15mm 為烹調前厚度 

#烹調過程有機會接觸到其他肉類及油份 

*除純植物原材料外，產品於生產過程中需要添加水及少量不含肉類成份的調味料及配料 

**「OmniPork Luncheon 新餐肉」系列早晨套餐為「新餐肉蛋扭扭粉套餐(連飲品)」、「

新餐肉精選套餐(連飲品)」、「新餐肉珍寶套餐(連飲品)」或「新餐肉炒蛋堡套餐(連飲品)

」。 

 

條款及細則 

 2020 年 10 月 13 日起早上 11 時前供應 。 

 供應期及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圖片只供參考。 

 九龍公園之麥當勞餐廳只提供新餐肉蛋扭扭粉。 

 以上早餐供應地點並不包括海洋公園丶沙田馬場丶跑馬地馬場及山頂廣場之麥當勞餐

廳。 

 以上推廣不可與長者咭推介丶其他折扣丶推廣或優惠同時使用（麥當勞媽咪會

™丶麥樂會®除外）。麥當勞 App 內之優惠受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參閱麥當勞

App 

 麥當勞 App 內之優惠受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參閱麥當勞 App。 

 

麥當勞®App 尊屬優惠條款及細則  

 用戶下載麥當勞手機用程式及優惠券，代表同意受以下條款及細則約束。  



  

 

全新！McCafé「OmniPork Luncheon 新餐肉」系列 

 

 

 

新餐肉蛋沙律意式飽 

 

以鬆軟可口的意式飽夾着新餐肉，讓餐肉誘惑

頓時升級！ 

 

 麥當勞手機用程式中每張優惠券均註明到期日，請留意優惠劵上之到期日。優惠劵需

於到期日前使用。  

 優惠不可兌換現金，每次惠顧只限使用一款優惠。  

 除可重複使用的優惠外，每款優惠只可使用一次，完成交易後將自動從麥當勞手機應

用程式的「優惠券」中移除。  

 優惠只適用於指定之香港麥當勞®餐廳 (海洋公園、沙田馬場、跑馬地馬場、山頂廣

場、九龍站及香港國際機場離境大堂除外)。  

 適用本優惠之餐廳可能隨時被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若於麥當勞手機應用程式內相關的「優惠券」點選「不感興趣」，該優惠將被移除，

並無法重新派發。  

 所有優惠不適用於各種形式的麥當勞®派對、主題派對、校園美食服務及 McCafé 咖

啡外送服務，不可與長者咭推介、其他折扣、推廣或優惠同時使用，包括麥樂會®及

麥當勞媽咪會™之推介，優惠不適用於麥麥送®。  

 請於付款前使用／出示優惠。  

 價錢以港幣計算。  

 食品及飲品供應視乎個別餐廳供應量而異。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圖片只供參考。  

 如有任何爭議，MHK Restaurants Limited (a McDonald's Franchised Business) 保

留最終決定權。  

 MHK Restaurants Limited (a McDonald's Franchised Business) 有權取消及或更改

上述條款及細則，恕不另行通知。  

 



  

 

 

 

新餐肉碎蛋芝味多士 

以微微烘烤的鬆軟麥麵包夾上香煎新餐肉粒，

配上碎蛋沙律和半溶水牛芝士，讓您品嚐外脆

內軟的絕妙配搭！ 

 

 

 

麥當勞 App 用戶獨家專享優惠！ 

 

凡選購 McCafé「新餐肉蛋沙律意式飽」和 

「新餐肉碎蛋芝味多士」早餐/ 午後 Combo 

減$3 

(10 月 13 日至 10 月 18 日適用) 

 

 

 
 

於每日上午 11 時前，顧客選購早餐 Combo 套餐(HK$34)，便可品嚐其中一款新餐

肉產品和一杯熱意式鮮奶咖啡或濃黑咖啡(細杯); 也可於每日上午 11 時後，選購午後 

Combo (HK$37)，購買其中一款新餐肉產品和一杯熱意式鮮奶咖啡或濃黑咖啡(中

杯) 。 

 

條款及細則   

 McCafé「OmniPork Luncheon 新餐肉」系列由 2020 年 10 月 13 日起全日供應。 



  

 於香港 McCafé®及指定澳門 McCafé®全日供應。 

 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早餐 Combo 只於星期一至星期日上午 11 時前供應。  

 午後 Combo 只於星期一至星期日上午 11 時後全日供應。  

 早餐 Combo 及午後 Combo 之飲品，可加錢轉配或升級至其他飲品。  

 早餐 Combo 及午後 Combo 的供應地點不包括香港國際機場離境大堂、山頂廣場

及澳門之 McCafé®。  

 不適用於 24 小時麥麥送® (包括網上、手機應用程式及電話訂餐服務)及第三方外送

服務。  

 圖片只供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