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麥當勞公佈第三週「鏡仔卡」 陣容 

Edan、AK 和 Lokman 強勢登場 必儲第三款「組合卡」燃起團魂 

分享 MIRROR 成員麥當勞心水美食 必嚐香濃惹味爆蒜麥炸雞 

「Santa MIRROR!」12 月 20 日上架  全員登場迎聖誕 

 

 

 

【2022年 12月 16日 ─ 香港】 ─ 今個聖誕，麥當勞與 MIRROR為您帶來最強佳節美食爆蒜麥炸雞，加上連串

麥當勞 App 送上獨家優惠，誓要焫着全城！下星期一起，除了多款期間限定美食優惠外，更會送上第三週

「鏡仔卡」，讓鏡仔與您度過溫馨聖誕！  

 

第三週「鏡仔卡」及專屬「Baby MIRROR 麥炸雞盒」由 Edan、AK 和 Lokman 強勢登場 

下週「鏡仔卡」 由 Edan、AK 和 Lokman接力登場，加上 1款充滿團魂的組合卡，總共推出 4款 「鏡仔卡」

供粉絲換領。三位鏡仔繼續身穿代表自己的 Cute 版 Baby MIRROR 造型，並手持一款麥當勞美食，偷偷告訴

大家他們的聖誕心水美食之選！Edan 最愛的當然是「My Apple Pie」蘋果批，AK 就最愛金黃香脆麥炸雞，

而隊長 Lokman則喜歡甜甜滋味麥旋風。 所有「鏡仔卡」均數量有限，換完即止。 麥當勞 App 用戶可憑不同

電子優惠券包括「[BOSS 必歎] $33 麥炸雞（2 件）配飲品」、「 [BOSS 必歎]$36 爆蒜麥炸雞（2 件）配飲

品」、「 [All in One] $36 麥炸雞薯蓉套餐」、「[All in One] $39 爆蒜麥炸雞薯蓉套餐」或「選購超值套餐加  

$10 配麥炸雞（1 件）」等優惠，即可獲得隨機派發的「鏡仔卡」一張，讓一眾 MIRROR 成員可以隨時陪著您！



 

同樣由即日起，麥當勞 App 用戶可以「$500 [預售] 限量 Baby MIRROR Mini 公仔四合一套裝 E (全套 12 款)」

優惠券預購全套 12款的限量版 Baby MIRROR Mini 公仔，除了 Baby MIRROR Mini 公仔外，麥當勞將贈送限

量 2023 鏡仔年曆一張（A5 尺寸），讓MIRROR成員於新一年陪伴各位MIRO左右！ 

 

除了粉絲最愛的鏡仔卡，當然亦會有 Cute 爆的「Baby MIRROR 麥炸雞盒」登場！ 下週將會推出 Edan、AK

和 Lokman的專屬「Baby MIRROR 麥炸雞盒」 ，印上代表三人的 Baby MIRROR 可愛肖像和專屬顏色，讓大

家可以在偶像陪伴之下享受麥炸雞！大家亦不要忘記掃描盒上的 QR Code，欣賞相應成員的可愛「脆」味短

片，與偶像一起參與麥炸雞派對！ 各款 Baby MIRROR 麥炸雞盒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至於「Baby MIRROR 為食系列」第三集「Santa MIRROR!」會於 12 月 20日（下星期二）在香港麥當勞官方

Facebook 專頁及 YouTube 頻道上架，將有 12 位 Baby MIRROR 全員登場一齊同大家高歌「麥炸雞、麥炸

雞，最 Juicy 炸雞」，慶祝聖誕節。不想錯過滿滿節日感的卡通短片，記得緊貼 Facebook 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mcdonaldshongkong 及 YouTube 頻 道 ：

https://www.youtube.com/@McDonaldsHK。 

 

另外，由即日起至 12 月 31 日，顧客於全港麥當勞餐廳（包括收銀台或自助點餐機）或麥當勞 App 以指定滙豐

信用卡作合資格簽賬，單一簽賬淨額滿港幣 40 元或以上，即可獲享額外 20%「獎賞錢」回贈，每位持卡人上限

為$50「獎賞錢」。是次麥當勞亦首度與滙豐聯乘推出贈送美食優惠，讓顧客盡享不同滋味！在推廣期内，顧客

只需以合資格滙豐 Visa 或 Mastercard®信用卡於 12 月內逢星期一在麥當勞 App 內購買【BOSS 必歎套餐】2 

件麥炸雞 (原味或爆蒜) 配飲品及完成付款（不適用於銀聯雙幣信用卡、Apple Pay 及 Google Pay），即可獲

指定麥當勞美食之電子優惠券一張！指定簽賬日子及電子優惠券獎賞詳情如下： 

 

指定日子於麥當勞 App 簽賬選購 電子優惠券發放日 電子優惠券獎賞 

2022年 12月 19日 2022年 12月 23日 原味麥炸雞（一件） 

2022年 12月 26日 2022年 12月 30日 Oreo麥旋風（一杯） 

 

免費回贈的電子優惠券於四個工作日內會自動存入與購買時相同的合資格麥當勞 App 賬戶，電子優惠券有效

期至 2023年 1月 15日。 

  

https://www.facebook.com/mcdonaldshongkong
https://www.youtube.com/@McDonaldsHK


 

 

麥當勞 App 換購限量「鏡仔卡」  

 

 

 

下星期一起，麥當勞 App用戶可憑不同電子優惠券包括「[BOSS 必歎] $33 麥炸雞（2 件）配飲品」、

「 [BOSS 必歎]$36 爆蒜麥炸雞（2 件）配飲品」、「 [All in One] $36 麥炸雞薯蓉套餐」、「[All in 

One] $39 爆蒜麥炸雞薯蓉套餐」或「選購超值套餐加  $10 配麥炸雞（1 件）」等優惠，即可獲得隨機派

發的「鏡仔卡」一張。 

 

下週「鏡仔卡」 由 Edan、AK 和 Lokman接力登場，加上 1款充滿團魂的組合卡，總共推出 4款 「鏡

仔卡」供粉絲換領。三位鏡仔繼續身穿代表自己的 Cute版 Baby MIRROR造型，並手持一款麥當勞美食

或包裝，偷偷告訴大家他們的聖誕心水美食之選！Edan最愛的當然是「My Apple Pie」蘋果批，AK 就

最愛金黃香脆麥炸雞，而隊長 Lokman則喜歡甜甜滋味麥旋風。 

所有「鏡仔卡」均數量有限，換完即止。  

  



 

MIRROR 成員專屬顏色及 Baby MIRROR 麥炸雞盒 
  [[ [ 

 

下週將會推出 Edan、AK 和 Lokman的專屬「Baby MIRROR 麥炸雞盒」 ，印上代表三人的 Baby 

MIRROR 可愛肖像和專屬顏色，讓大家可以在偶像陪伴之下享受麥炸雞！ 

麥當勞 App 獨家優惠 (12 月 19 日至 12 月 25 日) 

 

【BOSS 必歎】$33 麥炸雞(2 件)配飲品 

隨機附送鏡仔卡一張   

[可重複使用] 

(早上 11 時 – 午夜 12 時) 

 

 

【BOSS 必歎】$36 爆蒜麥炸雞(2 件)配飲品 

隨機附送鏡仔卡一張   

[可重複使用] 

(早上 11 時 – 午夜 12 時) 

 

 

【All in One】$36 麥炸雞薯蓉套餐 

隨機附送鏡仔卡一張   

[可重複使用] 

(早上 11 時 – 午夜 12 時) 

 



 

 

【All in One】$39 爆蒜麥炸雞薯蓉套餐 

隨機附送鏡仔卡一張   

[可重複使用] 

(早上 11 時 – 午夜 12 時) 

 

 

 

 

選購超值套餐加 $10 配麥炸雞(1 件) 

隨機附送鏡仔卡一張   

[可重複使用] 

(早上 11 時 – 午夜 12 時) 

 

 

【We All Are】$88 麥炸雞派對套餐 

隨機附送鏡仔卡兩張  

[可重複使用]  

(早上 11 時 – 午夜 12 時)  

 

包括 2件爆蒜麥炸雞 + 2件原味麥炸雞 +2份

香滑薯蓉 + 2杯飲品 + 2件朱古力吉士批 

(+$3轉爆蒜/ 蜜糖 BBQ麥炸雞) 

 

 

【下午茶】$22 麥炸雞(1 件)配朱古力吉士批 

隨機附送鏡仔卡一張   

(星期一至五下午 2 – 6時)  

(可選配曲奇麥旋風)  

(+$2轉爆蒜/ 蜜糖 BBQ麥炸雞) 

 



 

 

【下午茶】$25  麥炸雞(1 件) 

配 Oreo 芒果麥旋風 

隨機附送鏡仔卡一張   

(星期一至五下午 2 – 6時)  

 

(可選配蘋果批)  

(+$2轉爆蒜/ 蜜糖 BBQ麥炸雞) 

 

條款及細則 

 供應期由 2022年 12月 19 日早上 11 時起供應。  

 鏡仔卡供應地點不包括海洋公園、沙田馬場、跑馬地馬場、九龍站及香港國際機場客運大樓之麥當勞餐廳。 

 爆蒜麥炸雞之供應地點不包括海洋公園、沙田馬場跑馬地馬場及九龍站之麥當勞餐廳。  

 海鹽檸檬梳打、朱古力吉士批、日式咖哩味調味粉、 OREO 芒果麥旋風及香滑薯蓉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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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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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飲食優惠 － 麥當勞之條款及細則   

優惠推廣期 

 推廣期由 2022年 12月 5 日至 12月 31日 

優惠詳情  

 優惠 1：於推廣期內，您於全港麥當勞餐廳（包括收銀台或自助點餐機）或麥當勞 App 以合資格信用卡作

合資格簽賬，單一簽賬淨額滿港幣 40 元或以上，可獲享額外 20%「獎賞錢」回贈，每位持卡人上限為$50

「獎賞錢」。 

1. 優惠 2： 以合資格滙豐 Visa 或 Mastercard®信用卡在指定日子於麥當勞 App 內購買價值港幣 33 元的指定

【BOSS 必歎套餐】麥炸雞 (2 件)配飲品或價值港幣 36 元的指定【BOSS 必歎套餐】爆蒜麥炸雞(2 件)配飲

品及完成付款（不適用於銀聯雙幣信用卡、Apple Pay及Google Pay）可獲指定食品之電子優惠券一張；

指定日子及電子優惠券獎賞如下： 

指定簽賬日子 電子優惠券發放日 電子優惠券獎賞 

2022年 12月 5 日 2022年 12月 9 日 蘋果批（一個） 

2022年 12月 12日 2022年 12月 16日 士多啤梨新地 或 朱古力新地（一杯） 

2022年 12月 19日 2022年 12月 23日 原味麥炸雞（一件） 

2022年 12月 26日 2022年 12月 30日 Oreo 麥旋風（一杯） 

  

a. 此優惠不適用於麥當勞餐廳收銀台或自助點餐機； 

b. 免費回贈的電子優惠券於四個工作日內會自動存入與購買時相同的合資格麥當勞 App 賬戶，電子

優惠券有效期至 2023 年 1 月 15日； 

c. 此指定套餐供應於全港麥當勞餐廳（海洋公園、沙田馬場、跑馬地馬場、九龍站及機場客運大樓及

山頂廣場除外），供應時間為每日 11:00 至 23:59，用戶須於指定套餐供應時間內進行購買，不論

您持有多少張合資格信用卡，每個麥當勞App賬戶於每個指定日子內最多能獲享電子優惠券一張； 

d. 電子優惠券的使用須受參與商戶的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瀏覽麥當勞 App； 

e. 相關贈品數量有限，額滿即止。 

 

如何獲享優惠 

 您可獲享優惠，若您： 

a. 持有合資格信用卡及您的信用卡戶口在整個推廣期及獲享優惠時仍然有效及信用狀況良好；及 

b. 於推廣期內於參與商戶以合資格信用卡作合資格簽賬。  

c. 於推廣期內以合資格滙豐信用卡於指定日子以麥當勞 App 購買指定套餐，方可享優惠 2。 

獲享優惠前須注意事項 

 若您名下持有多於一張合資格信用卡，我們會將該等合資格信用卡的所有合資格簽賬合併計算，以釐定您可

獲享的額外「獎賞錢」。 



 

 我們將根據我們持有的合資格簽賬交易紀錄，以計算您可獲享的額外「獎賞錢」。如您符合資格獲享優惠，

我們會於 2023 年 3 月 31 日或之前將額外「獎賞錢」自動誌入於我們紀錄中您首張用作簽賬的合資格信用

卡戶口內。 

 同一合資格信用卡戶口下的基本卡持卡人與附屬卡持卡人可各自以其合資格信用卡獲享優惠（就各自登

記）。如持卡人為綜合戶口附屬卡持卡人，則主卡及附屬卡持卡人均可享用已誌入該附屬卡戶口內的額外

「獎賞錢」。 

 於整個推廣期內的額外「獎賞錢」總金額將計算至最接近的整數。 

 此優惠下的額外「獎賞錢」並不包括「獎賞錢」計劃中可獲享的基本「獎賞錢」。 

 於獲享額外「獎賞錢」後，如用作計算額外「獎賞錢」的有關交易被取消，我們有權於有關持卡人的信用卡

戶口扣除該額外「獎賞錢」而不作事先通知。 

 您不可將優惠兌換現金、其他貨品、服務、折扣或轉讓。 

 您必須保留所有合資格簽賬的簽賬存根正本。如有任何爭議，我們或會隨時要求您提供有關存根及／或其他

文件或證據，以作核實並保存。 

 合資格信用卡及「獎賞錢」計劃的條款及細則繼續適用。 

 對於參與商戶所提供的產品及服務質素或參與商戶或會提供的額外推廣優惠／折扣，我們概不承擔任何責

任。請向參與商戶的店員查詢優惠詳情及條款細則。 

 優惠須受本條款及細則及參與商戶的條款及細則約束。我們及參與商戶可更改或終止優惠或修改條款及細

則。有關最新之優惠內容、供應及條款及細則，請參閱有關網頁。 

 如我們認為您有任何欺詐或濫用行為，您將不可獲享優惠。我們亦可從您的信用卡扣除您已獲享的額外「獎

賞錢」或任何已享用的優惠，或取消您的信用卡。 

 就本推廣如有任何爭議，我們及參與商戶保留最終決定權。 

 我們根據香港法例撰寫優惠之條款及細則。本推廣資料及本條款及細則的中英文本如有任何歧義或不一致，

概以英文本為準。 

 

詞彙定義 

 「參與商戶」指香港麥當勞餐廳及麥當勞 App 。    

 「合資格信用卡」指由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及其繼承人及受讓人）於香港發出的港幣個人基本卡、

綜合、獨立戶口附屬卡及以港幣戶口簽賬的銀聯雙幣信用卡。優惠 2不適用於銀聯雙幣信用卡。 

 「合資格簽賬」指推廣期內於參與商戶以合資格信用卡單一簽賬淨額最少滿港幣 40 元並以港幣結算，及於

獲享優惠時已誌賬的交易。以下交易並不是合資格簽賬：  

a. 以電子錢包所作的交易（包括增值電子錢包）； 

b. 所有未誌賬、取消以及退款的交易。 

 「簽賬淨額」指合資格信用卡的最後簽賬金額，所有折扣扣除的金額及現金券／禮物卡之使用均不會計算在

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