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口味麥炸雞優惠登陸麥當勞 App
推出多款期間限定美食

限時換購 16 款鏡仔卡

麥當勞「脆」住狂賀 MIRROR 出道三週年

【2021 年 10 月 22 日 ─ 香港】 ─ 為慶祝 MIRROR 成軍三週年，麥當勞早前已宣佈將
與 MIRROR 攜手推出全新口味麥炸雞和限量鏡仔卡，令一眾鏡粉萬分期待！期間限定
的全新口味麥炸雞「爆蒜麥炸雞」將由 10 月 25 日（下週一）起登場，麥當勞更會推
出多款期間限定美食，麥當勞 App 亦會推出多款全新麥炸雞電子優惠券，讓大家可以
以優惠價享受蒜香逼人的爆「脆」滋味，並可獲得隨機派發的鏡仔卡！
開派對狂歡慶祝當然要食香脆麥炸雞！MIRROR 成軍三週年的慶典，由麥當勞一連四
星期的麥炸雞盛宴展開！由 10 月 25 日起，麥當勞推出期間限定全新爆蒜麥炸雞，集
香脆、肉質嫩滑和 Juicy 於一身的麥炸雞，以秘製大蒜醬汁醃製，再把外皮炸至香脆，
展現大蒜獨特的非凡魅力，誓要把食慾徹底 焫焫焫焫焫焫著，一件接一件！集合六子
的 足 本 版 ASMR 宣 傳 短 片 將 於 10 月 22 日傍 晚 上 載 至麥 當 勞 YouTube 頻 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8TM6gh_yo8），各位鏡粉記住睇到最後，
留意聲演啦！
全新爆蒜麥炸雞嚴選優質雞鎚及雞上脾，除推出 1 件單售及 2 件裝超值套餐外，更推
出「MIRROR 分享盒」，包裝盒上印有 MIRROR 12 位成員肖像，相信鏡粉必定對其愛
不釋手！「MIRROR 分享盒」包括 4 件麥炸雞、兩包中薯條和 2 杯中汽水，最適合同
朋友分享！與麥炸雞最為相配的大大杯鹹檸檬無糖可口可樂和洋蔥酸忌廉味調味粉
Shake Shake 薯條亦會回歸，同時登場的還有闊別多時的忌廉蘑菇粟米湯、朱古力批
和士多啤梨蛋糕脆脆麥旋風，來麥當勞即可把多款經典美食緊握到手，留住美味一刻

不需借口！

以上多款期間限定美食的包裝均以 MIRROR Logo 為靈感，有別於以往的麥當勞鮮艷
色彩的設計，是次特意採用型格經典的黑白色調，加上 MIRROR 俐落線條的 Logo 圖
案，簡約得來帶點時尚味道，與 MIRROR 風格非常配襯！相信一眾鏡粉必定會在品嚐
美食之前先打卡留念！
同日起，麥當勞 App 亦會推出多款全新優惠券，讓大家歎美食同時換購鏡仔卡！首選
優惠當然是「$35 歎爆蒜麥炸雞(2 件)配飲品」，以秘製大蒜醬汁醃製的麥炸雞蒜香撲
鼻，徹底把食慾焫著！另外還可憑「惠顧超值套餐可加$10 配原味或蜜糖 BBQ 麥炸雞
(1 件)」，一次過盡嚐多種滋味。下午茶時段想用美食叉叉電，可以選擇「$22 歎原味
或蜜糖 BBQ 麥炸雞(1 件)配朱古力批」或「$25 歎原味或蜜糖 BBQ 麥炸雞(1 件)配士
多啤梨蛋糕脆脆麥旋風」，加$2 更可轉期間限定的爆蒜麥炸雞。凡使用以上電子優惠
券均可獲贈隨機附送的鏡仔卡一張。想和朋友一起分享麥炸雞的「脆」味，不妨使用
「$80 歎麥炸雞二人派對超值套餐」優惠券，更可享雙倍快樂，獲隨機派發鏡仔卡兩
張。
全套 16 款鏡仔卡會分四個星期推出，每位成員各有一款專屬顏色的個人卡，下週率先
由姜濤、Stanley 和 Tiger 打頭陣，另外每週均會推出一款團體卡。大家記得要集齊 16
張個人及團體卡，就可於最後一週獲得神秘驚喜彩蛋！所有鏡仔卡數量有限，送完即
止，快來狠狠將它佔有。

麥當勞 X MIRROR呈獻全新爆蒜麥炸雞和多款期間限定美食
全新爆蒜麥炸雞
集 香 脆 、 肉 質 嫩 滑 和 Juicy 於 一 身 的 麥 炸
雞，以秘製大蒜醬汁醃製，再把外皮炸至香
脆，展現大蒜獨特的非凡魅力，誓要把食慾
徹底焫焫焫焫焫焫著，一件接一件！

全新 MIRROR 分享盒
包裝盒上印有 MIRROR 12 位成員肖像，分
享盒包括 4 件麥炸雞、兩包中薯條和 2 杯中
汽水，最適合同朋友分享！

大大杯鹹檸檬無糖可口可樂
淡淡鹹檸味配搭冰涼可樂，絕對是解渴之
選！

朱古力批
熱辣辣的香脆外層，配上柔滑朱古力醬，必
定俘虜您的味蕾！

士多啤梨蛋糕脆脆麥旋風
幼滑新地配上士多啤梨蛋糕脆脆和香甜士多
啤梨醬，與MIRROR一起甜蜜慶祝！

Shake Shake 薯條－洋蔥酸忌廉味調味粉
濃濃洋蔥香味配上酸忌廉味，惹味十足！
*凡購買任何加大超值套餐，即可享用一包調味
粉，繼續Shake出新滋味！
#「和風紫菜調味粉」及「美式 BBQ 蜜糖調味
粉」亦會繼續登場，任你自由配搭！

忌廉蘑菇粟米湯
香味濃郁的忌廉，配上鮮味的蘑菇和爽甜的
粟米，口感十足，帶來前所未有的滿足感。

麥當勞App限時換領鏡仔卡

10月25日起，麥當勞App用戶可憑不同指定電子優惠券*以優惠價購買麥炸雞，更可獲得
隨機派發的鏡仔卡！全套16款鏡仔卡會連續四星期分階段推出，每位成員各有一款成員專
屬顏色的個人卡，下週（10月25日起）先由姜濤、Stanley和Tiger打頭陣，加上每週均會
推出的一款團體卡，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麥當勞 App x MIRROR 精選 VALUE MONDAY 電子優惠券（10 月 25 日至 10 月 31 日）

$32 歎原味或蜜糖 BBQ 麥炸雞(2 件)

$35 歎爆蒜麥炸雞(2 件)配飲品

配飲品

隨機附送鏡仔卡一張

隨機附送鏡仔卡一張

[可重複使用]

[可重複使用]

(早上 11 時 – 午夜 12 時)

(早上 11 時 – 午夜 12 時)

惠顧超值套餐可加$10 配原味或蜜糖 BBQ

$80 歎麥炸雞二人派對超值套餐

麥炸雞(1 件) 或加$12 配爆蒜麥炸雞(1 件)

隨機附送鏡仔卡兩張

隨機附送鏡仔卡一張

[可重複使用]

[可重複使用]

(早上 11 時 – 午夜 12 時)

(早上 11 時 – 午夜 12 時)

包括 4 件原味麥炸/ 蜜糖 BBQ 麥炸雞+2 包
中薯條 +2 杯飲品
或$85 歎 4 件爆蒜麥炸雞 +2 包中薯條
+ 2 杯飲品

$22 歎原味或蜜糖 BBQ 麥炸雞(1 件)

$25 歎原味或蜜糖 BBQ 麥炸雞(1 件)

配朱古力批

配士多啤梨蛋糕脆脆麥旋風

隨機附送鏡仔卡一張

隨機附送鏡仔卡一張

(星期一至五下午 2 – 6 時)

(星期一至五下午 2 – 6 時)

(可選配蘋果批)

(可選配曲奇麥旋風)

(+$2 轉爆蒜麥炸雞)

(+$2 轉爆蒜麥炸雞)

條款及細則


供應期由2021年10月25日早上11時起供應。



鏡仔卡供應地點不包括九龍站、海洋公園、沙田馬場、跑馬地馬場及香港國際機場客
運大樓之麥當勞餐廳。圖片只供參考。



麥炸雞之供應地點不包括九龍站、海洋公園、沙田馬場及跑馬地馬場之麥當勞餐廳。



大大杯鹹檸檬無糖可口可樂之供應地點不包括沙田馬場及跑馬地馬場之麥當勞餐廳。



洋蔥酸忌廉味調味粉、忌廉蘑菇粟米湯、朱古力批及之士多啤梨蛋糕脆脆麥旋風供應
地點不包括海洋公園、沙田馬場及跑馬地馬場之麥當勞餐廳。



圖片只供參考。



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麥當勞 App 優惠條款及細則


用戶下載麥當勞手機應用程式及優惠券，代表同意接受以下條款及細則約束。



各優惠券有不同條款及細則，詳情請參閱麥當勞手機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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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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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馬地馬場及香港國際
機場客運大樓除外)；麥炸雞優惠只適用於指定之香港麥當勞®餐廳(九龍站、海洋公
園、沙田馬場、跑馬地馬場及香港國際機場客運大樓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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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無法從新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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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麥麥送®優惠外)不適用於麥麥送®。



請於付款前使用／出示優惠券。



麥當勞手機用程式中每張優惠券均註明到期日，請留意優惠券上之到期日。優惠券須
於到期日前使用。



價錢以港幣計算。



麥麥送®送遞服務只限香港特定覆蓋區域。



麥麥送優惠只適用於麥當勞手機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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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