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cCafé首度推出麥當勞 App用戶專享$100八杯手調咖啡 

採用 100%「雨林聯盟認證」Arabica咖啡豆 

低至半價超值品嚐升級優質手調咖啡 

 
 

【2022年 11月 9日 ─ 香港】 ─  McCafé一直用心調配和鑽研優質咖啡，全線分店採用 100%「雨

林聯盟認證」埃塞俄比亞等地的Arabica咖啡豆，支持可持續發展，為顧客帶來優質的手調咖啡體

驗。麥當勞App將於明天（11月10日）起，首度推出低至半價的$100任選8杯手調咖啡優惠券，

以平均$12.5 超值價誠邀顧客品味優質咖啡，回饋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麥當勞 App用戶專享 $100 任選 8杯指定手調咖啡 

由11月10日上午6時起，麥當勞App為大家送上超值秋冬暖意，推出McCafé手調咖啡優惠券，

讓 App 用戶專享低至半價的歎「靚」啡超值優惠－－$100 任選 8 杯指定手調咖啡，平均每杯咖啡

只需$12.5！用戶購買套餐優惠券時只需先繳付$20訂金，八張指定手調咖啡換購券便會於兩個工作

天內自動存入你麥當勞 App 內「McCafé 優惠券」的版面，其後每次使用換購券時只需繳付$10

即可品嚐由咖啡調配師每天以熱誠和人手精心製作的咖啡，送上「Great Coffee Every Day」！

McCafé 手調咖啡優惠券數量有限，售完即止，而換購券有效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McCafé手調咖啡優惠券* 

$100 任選 8 杯指定手調咖啡： 

1. 細杯裝熱意式鮮奶咖啡 

2. 細杯裝熱美式咖啡 

3. 細杯裝熱意大利泡沫咖啡 

*加$5 轉大杯裝熱飲，加$8 轉凍飲；同時可以$10 加

配豬柳漢堡/ $12 加配豬柳蛋漢堡或魚柳飽，或選配以

下 McCafé 美食：$8 加配牛角飽/ $15 加配火腿扒蛋

沙律意式飽/ $20 加配紐約芝士蛋糕 

 

套餐內八張指定手調咖啡換購券 

會於兩個工作天內自動存入麥當勞 App 內的 

「McCafé 優惠券」版面， 

每次使用換購券時只需繳付$10。 

 

 

所有套餐換購券適用於早上 6 時至午夜 12 時， 

有效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八張指定手調咖啡換購券可換領細杯裝熱意式鮮奶咖啡、細杯裝熱美式咖啡或細杯裝熱意大利泡沫

咖啡，當用戶成功換購咖啡後，麥當勞App便會自動移除換購券。換購券於早上 6時至晚上 9 時，

適用，讓咖啡迷從早到晚均能品嚐最純粹的香濃咖啡滋味。 

顧客使用指定手調咖啡換購券時，還可以加$5 升級大杯裝熱飲，或加$8 轉凍飲。同時，顧客可享

有美食加配優惠，以超值價自由選配麥當勞或 McCafé 美食，包括$8 加配 McCafé 牛角飽、$10

加配豬柳漢堡、$12 加配豬柳蛋漢堡或魚柳飽、$15 加配 McCafé 火腿扒蛋沙律意式飽或$20 加配

McCafé 紐約芝士蛋糕，盡享美食優惠。 

全天候不同時段品嚐咖啡、美食滋味 Combo 

McCafé同日起於麥當勞繼續提供多款美食Combo，讓大家於隨時以至抵價享受McCafé美食！

早上 11 時前，用戶可憑「$36 McCafé 早晨 Combo (意式飽系列)」，用戶可選新吞拿蛋沙律意

式飽、小龍蝦蛋沙律意式飽或火腿扒蛋沙律意式飽，享受豐富醒神早餐！上午 11 時至晚上 9 時，

「$39 McCafé 午後 Combo」登場，用戶可選擇薄餅系列、意式飽系列或新吞拿芝味焗扭扭粉，

多款口味總有一款啱您心水！上午 11 時至 12 時，甜品迷可以「$42 McCafé蛋糕 Combo」享受

咖啡和甜品的最佳配搭，以甜蜜味道為自己叉電打氣！ 

成功支付

$20 訂金 



           
 

 

 

 

麥當勞 App McCafé 電子優惠券（11 月 10 日至 12月 31 日）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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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龍蝦蛋沙律

意式飽或火腿扒蛋沙律意式飽 

 

 

 

$39 McCafé午後 Combo 

[可重複使用] 

(早上 11 時 –晚上 9 時) 

可選薄餅系列、意式飽系列或新吞拿芝味

焗扭扭粉 

 

 

$42 McCafé蛋糕 Combo 

[可重複使用] 

(早上 11 時 – 午夜 12 時) 

可選 OREO 蜜桃軟心慕斯鬼鬼蛋糕、紫薯

慕斯蛋糕、藍莓芝士蛋糕、紐約芝士蛋

糕、意式芝士蛋糕、藍莓芝士慕絲蛋糕或

榛子朱古力小雞蛋糕 

 

 

麥當勞 App McCafé 手調咖啡套餐優惠券及換購券條款及細則 

 優惠只適用於指定之香港 McCafé (山頂廣場及香港國際機場離境大堂除外)。 

 適用本優惠之 McCafé 會按營運情況而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除另有註明，此優惠券不適用於各種形式的麥當勞®派對、主題派對、校園美食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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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條款及細則之中英文版本文義倘有任何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准。 

 

關於消費券套餐優惠券 

 此優惠券不設退款及不可部分或全部換取現金，每單交易只限使用一張優惠券。 

 於交易完成後將自動從 App 中移除。推廣期內會每天重新派發。 

 手調咖啡套餐優惠券(每套 8 張)會在成功付款後 2 個工作天內派發予帳戶。如會員透過 App

內”再次訂餐”購買咖啡套餐優惠券將不獲發換購券及不獲退款。 

 當名額已滿，此優惠券將會在麥當勞 App 中消失，恕不另行通知。 

 

關於套餐換購券  

 此換購券不可轉讓，不可全部或部分兌換現金，每次購買只能使用一個優惠。每單交易只限使

用一張換購券。 

 此換購券適用於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使用，每張換購券可於指定時間內換購任何一款指

定 McCafé 咖啡。 

 每張換購券只可用一次。 

 每張換購券有效期至上述到期日，在此日期後將自動作廢，不可補發、退款或兌換。 

 請於付款前使用／出示優惠。 

 此換購券不可轉售。 

 此換購券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此換購券不適用於 24 小時麥麥送®。 

 

麥當勞 App 電子優惠券條款及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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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以上 McCafé 驚喜優惠購買之飲品不可獲得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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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Café (合和中心、海灣街、信德中心、山頂廣場、海洋公園、沙

田馬場、跑馬地馬場及香港國際機場離境大堂除外)。 

 適用本優惠之 McCaf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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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