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當勞再度推出人氣醒晨之選
「板燒雞腿」早晨套餐登場 為您帶來滋味 Good Morning
麥當勞 App Value Monday 第三十三週 選購指定超值套餐即減$5

【2022 年 8 月 12 日 ─ 香港】─ 麥當勞的早晨套餐一向深受顧客歡迎，絕對是方便快捷的美
味之選！由 8 月 15 日起，熱辣辣、香噴噴的「板燒雞腿」早晨套餐再度登場，為您注入滿
滿能量，以豐盛滿足的 Good Morning 迎接新一天！
「板燒雞腿」系列選用無皮去骨雞腿，採用無油煎煮及原塊香烤後，味道香濃帶有黑胡椒風
味，而且嫩滑多汁，包您一試愛上！「板燒雞腿精選套餐」配有嫩滑炒蛋、鬆餅和脆薯餅，
為您帶來豐盛早晨！想要加倍滿足，就要試試「板燒雞腿珍寶套餐」，配上香甜熱香餅，份
量十足，必定讓您滿足感爆燈！
同日起，麥當勞 App 用戶更可以使用電子優惠券「歎板燒雞腿精選套餐減$3」及「歎板燒
雞腿珍寶套餐減$3」，以優惠價享受嫩滑多汁的豐盛滋味。
此外，下星期一（8 月 15 日）起，麥當勞 App Value Monday 繼續呈獻眾多美食優惠，俘
虜您的味蕾！大熱的「選購指定超值套餐減$5」優惠會繼續推出，讓心大心細的您嚐盡各款
美食！上星期全新推出的凍紫薯珍珠鮮奶亦有「McCafé 凍紫薯珍珠鮮奶減$3」優惠，煙靭
Q 彈的珍珠配上香甜紫薯鮮奶，冰凍透心涼！用戶只需點擊麥當勞 App 首頁內的「消費券優
惠/McCafé」欄目即可享用不同 McCafé 優惠，品味香濃咖啡與精緻輕食。

「板燒雞腿」早晨套餐

板燒雞腿精選套餐
除板燒雞腿外，配有嫩滑炒蛋、鬆餅和脆薯
餅，為您帶來豐盛早晨！

板燒雞腿珍寶套餐
雞腿採用無油煎煮及原塊香烤後，味道香濃
帶有黑胡椒風味，而且嫩滑多汁，配上香甜
熱香餅，份量十足，必定讓您滿足感爆燈！

麥當勞 App 電子優惠券
歎板燒雞腿精選套餐減$3
(8 月 15 日至 21 日早上 4 時 – 11 時適用)

麥當勞 App 電子優惠券
歎板燒雞腿珍寶套餐減$3
(8 月 15 日至 21 日早上 4 時 – 11 時適用)

麥當勞 App 第三十三週 VALUE MONDAY 電子優惠券（8 月 15 日至 8 月 21 日）
重點優惠推介

選購超值套餐減$5
(早上 11 時 - 午夜 12 時)
不適用於麥炸雞系列超值套餐、麥麥食
超值套餐(包括麥樂雞(6 件)和豬柳蛋漢堡
套餐)及麥當勞 App 內最新推介版面內的
套餐

McCafé 凍紫薯珍珠鮮奶減$3
[可重複使用]
(早上 11 時 - 午夜 12 時)

早上 11 時–午夜 12 時優惠

$36 原味麥炸雞(2 件)及中汽水配小食

$39 蜜糖 BBQ 麥炸雞(2 件)

[可重複使用]

及中汽水配小食

配(中薯條/中粟米/新地/蘋果批)

[可重複使用]

+$7 配原味麥炸雞 1 件

配(中薯條/中粟米/新地/蘋果批)

+$8 配蜜糖 BBQ 麥炸雞 1 件

+$7 配原味麥炸雞 1 件
+$8 配蜜糖 BBQ 麥炸雞 1 件

$85 麥炸雞分享桶 [可重複使用]

$90 麥炸雞二人餐 [可重複使用]

6 件原味麥炸雞

包括原味麥炸雞 2 件，以及蜜糖 BBQ 麥炸

或$90 歎 6 件蜜糖 BBQ 麥炸雞

雞 2 件、麥樂雞(6 件)、大薯條(1 包)、中

或$90 歎 3 件蜜糖 BBQ + 3 件原味麥炸雞

汽水(2 杯)及香蕉朱古力批/蘋果批(2 件)

$9 香蕉朱古力批

$15 香蕉朱古力麥旋風

[可重複使用]

[可重複使用]

早上 4 時–11 時優惠

$27 豬柳蛋漢堡超值早晨套餐
McCafé 早上 6 時 – 午夜 12 時優惠

$16 起選購 McCafé 指定細杯裝熱咖啡
[可重複使用]
(早上 6 時 – 午夜 12 時)

$22 McCafé 早晨 Combo(奶醬厚多士)
[可重複使用]
(早上 6 時 – 11 時)

$26 McCafé 早晨 Combo
(火腿扒蛋沙律意式飽)
[可重複使用]
(早上 6 時 – 11 時)

$32 McCafé 早晨 Combo (意式飽系列)
[可重複使用]
(早上 6 時 – 11 時)
可選新吞拿蛋沙律意式飽或小龍蝦蛋沙律
意式飽

McCafé 午後 Combo (焗扭扭粉)減$3
[可重複使用]
(早上 11 時 – 晚上 9 時)

McCafé 午後 Combo(薄餅系列)減$3
[可重複使用]
(早上 11 時 – 晚上 9 時)

McCafé 午後 Combo(意式飽系列)減$3
[可重複使用]
(早上 11 時 – 午夜 12 時)

$22 McCafé 蛋糕 Combo
[可重複使用]
(下午 2 時–下午 6 時)
+$3 轉配意式芝士蛋糕/藍莓芝士慕絲蛋糕

星期一至五 (公眾假期除外) 下午 2 – 6 時下午茶優惠

【下午茶】$16 麥香雞配飲品(細)

【下午茶】$16 蘋果批配新地

[可重複使用]

[可重複使用]

自選飲品：細汽水/

可選朱古力或士多啤梨新地

熱細港式奶茶(凍+$3)/
熱細優質濃香咖啡(凍+$3)

晚上 6 時 – 午夜 12 時優惠

選購超值套餐減$5

$40 從不孤單一人快樂晚餐

[可重複使用]

[可重複使用]

不適用於麥炸雞系列超值套餐、麥麥食超

可選巨無霸或板燒雞腿飽或

值套餐(包括麥樂雞(6 件) 和豬柳蛋漢堡套

雙層魚柳飽超值套餐

餐)及麥當勞 App 內最新推介版面內的

配朱古力或士多啤梨新地

套餐

(+$5 升級加大套餐/
+$8 升級大大啖套餐)
麥麥送驚喜優惠 (早上 11 時 – 午夜 12 時)

買滿$120 即送麥樂雞(9 件)
使用此優惠訂購滿 $120 或以上，
免費送一客麥樂雞 (9 件)。
$120 只計算訂購食物之費用。

買滿$150 即送麥炸雞 2 件

買滿$300 即送麥炸雞六件

使用此優惠訂購滿 $150 或以上，

使用此優惠訂購滿$300 或以上，免費送原味或

免費送一客原味或

蜜糖 BBQ 麥炸雞六件。

蜜糖 BBQ 麥炸雞雞鎚 2 件。

$300 只計算訂購食物之費用。

$150 只計算訂購食物之費用。

「板燒雞腿」系列條款及細則


2022 年 8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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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早餐供應地點並不包括九龍公園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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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薯珍珠鮮奶條款及細則


紫薯珍珠鮮奶於 2022 年 8 月 9 日起供應。



紫薯珍珠鮮奶飲品於香港 McCafé®及指定澳門 McCafé®供應。



圖片只供參考。



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麥當勞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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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站、山頂
廣場及香港國際機場離境大堂除外)。



贈品應視乎個別餐廳供應量而異，送完即止，不設補發或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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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麥當勞親子會之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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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券需於到
期日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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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