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麥當勞與 LINE FRIENDS 提早賀兔年 

麥當勞親子會會員優先換購 LINE FRIENDS 與麥當勞陶瓷碗碟套裝及 

LINE FRIENDS 與 McCafé陶瓷杯連蓋 

McCafé 帶來全新海鹽棉花糖味朱古力及榛子味朱古力咖啡登場 與您甜蜜過新年 

 

 
 

【2023年 1月 13日 ─ 香港】 ─ 新年將至，麥當勞同一班超人氣 LINE FRIENDS buddies，為大家帶來新春驚

喜包括陶瓷碗碟套裝和陶瓷杯連蓋及 McCafé 飲品換領券！除了早前大熱回歸的招財福堡系列外，McCafé

亦會帶來兩款全新期間限定飲品，讓甜蜜飲品與您喜迎新春，為兔年更添喜慶！  

 

LINE FRIENDS與麥當勞陶瓷碗碟套裝登場 麥當勞親子會會員優先換購 

是次系列除了帶來多款美食和飲品，更會首次推出 LINE FRIENDS 與麥當勞陶瓷碗碟套裝，分別有 BROWN 款

及 CONY 款，為大家送上新春禮物！於 1 月 16 日早上 11 時起，麥當勞親子會會員可以優先專享麥當勞 App

優惠券買任何產品加$156 換購一套兩款的陶瓷碗碟套裝，或以$78 單獨換購 LINE FRIENDS BROWN 款或



      
 

CONY 款陶瓷碗碟套裝。陶瓷碗碟套裝功能多樣，除了可以盛載食物，更可化身為新年全盒，讓一家大細一同

分享砌全盒的樂趣，寓意新一年盆滿缽滿！ 

 

 

而同日起，麥當勞親子會會員可專享麥當勞 App 電子優惠券優先買任何產品加$100 選購「LINE FRIENDS 與

McCafé 陶瓷杯連蓋及 McCafé 飲品換領券 2 張」，飲品換領券可換領指定細杯裝熱飲，包括全新海鹽棉花

糖味朱古力及榛子味朱古力咖啡。陶瓷杯上印有暖男 BROWN 的圖案，常伴您左右，杯蓋更有 SALLY 圖案，

並可當杯墊使用，貼心設計陪您度過新年！麥當勞與 LINE FRIENDS推廣套裝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兩款新春期間限定飲品 送上新春甜蜜驚喜 

下星期一（1 月 16 日）起，兩款全新飲品海鹽棉花糖味朱古力及榛子味朱古力咖啡將登陸 McCafé！海鹽棉

花糖味朱古力在香濃的朱古力中加入棉花糖口味及以海鹽點綴，令朱古力的口感更為綿密幼滑！飲品上更會以

朱古力粉撒上CONY的圖案，讓活潑可愛的 CONY祝您「兔」氣揚眉！ 而榛子味朱古力咖啡則在經典的朱古

力咖啡中加入榛子口味，兩種風味完美交融，香氣四溢！飲品上亦會以朱古力粉撒上 BROWN 的圖案，與大家

共慶新禧！ 由 1 月 16 日起，麥當勞 App 用戶可憑「McCafé 海鹽棉花糖味朱古力及榛子味朱古力咖啡減$3

優惠」，品嚐兔年甜蜜滋味。  

 

 

  



      
 

 

LINE FRIENDS與McCafé 新春限定特色飲品 

 

全新海鹽棉花糖味朱古力 

 

在香濃的朱古力中加入棉花糖口味及以海鹽點綴，令朱

古力的口感更為綿密幼滑！飲品上更會以朱古力粉撒上 

CONY 的圖案，讓活潑可愛的 CONY 祝您「兔」氣揚

眉！ 

  

全新榛子味朱古力咖啡 

 

榛子味朱古力咖啡則在經典的朱古力咖啡中加入榛子口

味，兩種風味完美交融，香氣四溢！飲品上亦會以朱古

力粉撒上 BROWN的圖案，與大家共慶新禧！  

 

麥當勞 App優惠券 

(1月 16日起全日適用) 

 

McCafé海鹽棉花糖味朱古力及榛子味朱古力咖啡

（熱）減$3 

[可重複使用] 

 

  



      
 

LINE FRIENDS與麥當勞陶瓷碗碟套裝—BROWN款及 CONY款 

及 LINE FRIENDS 與McCafé 陶瓷杯連蓋 

  

LINE FRIENDS與麥當勞陶瓷碗碟套裝—BROWN款及 CONY款 

陶瓷碗碟功能多樣，除了可以盛載食物，更可化身為新年全盒，讓一家大細一同分享砌全盒的樂趣，寓意

新一年盆滿缽滿！ 

 

 

FRIENDS 與McCafé 陶瓷杯連蓋及McCafé飲品換領券 2張 

陶瓷杯上印有暖男 BROWN的圖案，常伴您左右，杯蓋更有 SALLY圖案，並可當杯墊使用，貼心設計陪

您度過新年！飲品換領券可換領指定細杯裝熱飲，包括全新海鹽棉花糖味朱古力及榛子味朱古力咖啡。 

 

  



      
 

麥當勞 App優惠 

(麥當勞親子會會員 1月 16日早上 11時起優先換購) 

 

 

買任何產品加$156換領 LINE FRIENDS與麥當勞陶瓷碗

碟套裝 

 (早上 11時 - 午夜 12時) 

 

 

 

買任何產品加$78換領 LINE FRIENDS與麥當勞陶瓷碗碟

套裝—  

BROWN款或 CONY款 

(早上 11時 - 午夜 12時) 

 

 

買任何產品加$100換領 LINE FRIENDS 與McCafé 陶瓷

杯連蓋及McCafé飲品換領券 2張 

 (早上 11時 - 午夜 12時) 

 

LINE FRIENDS 與McCafé 新春限定特色飲品系列條款及細則 

 LINE FRIENDS 與McCafé新春限定特色飲品系列於2023年1月16日起全日供應，  

 LINE FRIENDS 與McCafé新春限定特色飲品系列於香港McCafé®及指定澳門McCafé®供應。 

 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圖片只供參考。 

 

LINE FRIENDS與麥當勞陶瓷碗碟套裝及 LINE FRIENDS 與McCafé陶瓷杯連蓋換購之條款及細則  

 推廣日期由 2023年 1月 16日起。  



      
 

 推廣禮遇不可兌換現金，每次惠顧只限使用一款禮遇。  

 除另有註明， 每款推廣禮遇只可使用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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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廣禮遇只適用於指定之香港麥當勞®餐廳(海洋公園、沙田馬場、跑馬地馬場及山頂廣場除外) 。  

 適用本推廣之餐廳會按營運情況而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此推廣不適用於麥麥送。  

 推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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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券」將被移除，並無法從新

派發。  

 所有推廣禮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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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麥樂會®及麥當勞媽咪會™之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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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留意優惠劵上之到期日。「優惠券」需於到期日前使

用。   

 價錢以港幣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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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當勞 App禮遇條款及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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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廣禮遇不可兌換現金，每次惠顧只限使用一款禮遇。  

 除可重複使用的禮遇外，每款禮遇只可使用一次，完成交易後將自動從麥當勞®App 的「優惠券」中移除。 

 推廣禮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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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頂廣場及香港國際機場客

運大樓除外)。 

 適用本推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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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推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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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或禮遇同時使用，包括麥樂會®及麥當勞媽咪會™之推介，推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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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麥送推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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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