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麥當勞新世代 Big Mac 呈獻《季前賽》 

姜濤與 Ian 帶來新世代 Big Mac 及新口味 Chicken Big Mac 

麥當勞 App 用戶獨家專享 9 款限量「季前賽籃神卡」 由 10 月 24 日輪流推出 

第一週由姜濤、Stanley 及肥仔打頭陣加額外必儲珍貴「籃神閃卡」 

玩 IG game 贏取限量 Big Mac 版籃球 

 

【2022 年 10 月 21 日 ─ 香港】 ─ 大家引頸以待的 ViuTV 原創劇麥當勞新世代 Big Mac 呈獻《季前

賽》將於下星期一（10 月 24 日）正式播出，麥當勞亦將於同日起推出一系列期間限定主題美食，包

括「籃」神姜濤最愛的新世代 Big Mac（巨無霸）以及籃球挑戰者陳卓賢（Ian）帶來比拼的新口味

期間限定漢堡 Chicken Big Mac（脆雞巨無霸）！當姜濤帶來的 Juicy Beef 對上 Ian 全新呈獻的

Crispy Chicken，究竟哪位帶來的漢堡可奪得大家歡心？另外，麥當勞更會連續三星期分階段限量推

出不同「季前賽籃神卡」，與各位粉絲一起盡情投入麥當勞新世代 Big Mac 呈獻《季前賽》，感受

「籃」神魅力！ 

全新脆雞巨無霸登陸香港 海外創下十日火速售罄紀錄 

早前麥當勞重塑招牌漢堡，採用全球麥當勞「Best Burger」配方以呈獻新世代巨無霸，Juicy Beef鮮

嫩多汁，入口惹味，將經典味道完美昇華。是次麥當勞於《季前賽》首播同日更推出全新期間限定漢

堡脆雞巨無霸，為一眾漢堡迷呈獻另類「脆」味漢堡。脆雞巨無霸早前於國際市場如英國、美國等推

出時深受顧客歡迎，更於英國創下十日內火速售罄的驚人佳績，今次脆雞巨無霸登場香港，大家切勿

錯過既香脆又多層次的好滋味！ 



 
全新脆雞巨無霸同樣採用「Best Burger」配方，選用入口煙韌鬆軟的新配方麵飽，味道微甜並帶有焦

糖風味，搭配炸至外層金黃酥脆、內裡保持鮮嫩的脆雞，加上爽脆切絲生菜、秘製巨無霸醬、入口即

溶香濃車打芝士及開胃酸瓜，一口咬下即可感受豐富口感，Crispy 滋味令人意猶未盡！ 

是次麥當勞誠邀漢堡迷姜濤和喜愛嘗試新口味的 Ian 合力推廣新世代巨無霸及新口味脆雞巨無霸，二

人各有所好，希望把自己的心水口味推薦給一眾粉絲！姜濤和 Ian 拍攝的宣傳短片已上載至麥當勞

YouTube 頻 道 ， 即 睇 當 巨 無 霸 對 上 脆 雞 巨 無 霸 短 片 （ YouTube Link: 

https://youtu.be/owPm5Jj4XYM ） 以 及 二 人 的 貪 吃 食 相 片 段 （ YouTube Lin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y9knmesq0E ）！ 

為慶祝「麥當勞新世代 Big Mac 呈獻《季前賽》」首播，麥當勞同日起推出「$33 歎巨無霸或脆雞巨

無霸套餐」優惠，無論到餐廳點餐或經麥當勞 App 下單，均可享有此優惠！ 

 

麥當勞 App 獨家優惠 分享姜濤、Ian 最愛的麥當勞美食  

限時送上「季前賽籃神卡」及「籃神閃卡」 首週姜濤、Stanley 及肥仔率先登場 

而麥當勞 App 會員更專享獨家粉絲福利！10 月 24 日起，麥當勞 App 用戶可憑不同電子優惠券包括

「$33 歎巨無霸或脆雞巨無霸套餐」或「$42 歎巨無霸系列四道菜」，即可獲得隨機派發的「季前賽

籃神卡」，收集劇中每個角色的精彩時刻！全套 9 款「季前賽籃神卡」將會分三星期推出，當中包括

劇中主角姜濤、Ian、Edan、Stanley、肥仔及193的個人卡。下星期一起，麥當勞率先推出3款「季

前賽籃神卡」，由街頭籃球隊隊員姜濤、Stanley 和肥仔打頭陣。 

另外，2 款印有姜濤及 Ian 肖像的珍藏版「籃神閃卡」將於 10 月 25 日登場，大家只需透過麥當勞

App 使用「季前爭霸二人餐」優惠，即可一次過成功收集 2張「籃神閃卡」。而且二人餐以印有姜濤

及 Ian 季前賽劇照的分享盒盛載，包括二份巨無霸或脆雞巨無霸套餐，或可轉配指定主食及加配優惠，

歡迎大家與親友一起分享美味同時收集閃卡和季前賽分享盒，享受雙倍快樂！所有「季前賽籃神卡」

及「籃神閃卡」均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除了兩款新世代漢堡外，多款美食亦強勢回歸，打造最強美食陣容！法式龍蝦湯風味調味粉配上金黃

脆薯條，令人胃口大增；橙汁雜飲酸甜開胃，絕對是搭配漢堡的最佳特飲；蘋果吉士批及焦糖燉蛋味

麥旋風亦再度登場，送上甜蜜驚喜。下午茶時段想用美食叉叉電，可以選擇「$9 蘋果吉士批」或

「$15 焦糖燉蛋味麥旋風」，用甜品為自己打氣！ 

 

《季前賽》主題美食包裝 誠邀您與姜濤、Ian 鬥食巨無霸 

https://youtu.be/owPm5Jj4XY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y9knmesq0E


 
為慶祝麥當勞新世代 Big Mac 呈獻《季前賽》開播，誠邀大家一同投入籃球熱，參與巨無霸及脆雞巨

無霸包裝盒上的神祕挑戰。顧客只要 scan 包裝盒上的 QR code，便可立即使用麥當勞特別設計的

Instagram 濾鏡遊戲，接受姜濤和 Ian 向您發出的「Big Mac 麥麥食」Challenge，於籃球場外與兩

大「籃」神一決高下！由 10 月 24 日至 11 月 6 日，大家只需於個人平台上分享挑戰短片，並標記麥

當勞 Instagram（@McDonaldsHK）和指定 Hashtag，即可參與挑戰！成功挑戰「Big Mac 麥麥食」

Challenge 並得分最高的 50 位用戶將贏得限量 Big Mac 版籃球！Big Mac 籃球盒上更印有姜濤和

Ian 的簽名，別具收藏價值，機會難得，誠邀您一起挑戰！ 

 

10 月 24 日，麥當勞誠邀全城一起品嚐新世代美食、一起追尋籃球夢，感受 ViuTV 原創劇「麥當勞新

世代 Big Mac 呈獻《季前賽》」所帶來的熱血和感動！  



 

期間限定麥當勞新世代 Big Mac 呈獻《季前賽》主題美食 

 

巨無霸 

新世代巨無霸換上新配方的麵飽，夾著兩塊用上

洋蔥粒調味及 100%純牛肉的漢堡牛肉，並增加

50%巨無霸醬，搭配爽脆切絲生菜、入口即溶的

香濃車打芝士及開胃酸瓜，增添香濃肉味，成就

更加多汁惹味漢堡，人人食過笑哈哈！ 

 

全新脆雞巨無霸 

選用入口煙韌鬆軟的新配方麵飽，味道微甜並帶

有焦糖風味，搭配炸至外層金黃酥脆、內裡保持

鮮嫩的脆雞，加上爽脆切絲生菜、秘製巨無霸

醬、入口即溶香濃車打芝士及開胃酸瓜，一口咬

下即可感受豐富口感，Crispy 滋味令人意猶未

盡！ 

 

季前賽二人餐分享盒 

（10 月 25 日起上午 11 時後供應） 

 

包裝盒上印有姜濤和 Ian 肖像，分享盒包括 2 個

指定漢堡飽、2 包中薯條和 2 杯中汽水，最適合

同朋友分享！ 

 

法式龍蝦湯風味調味粉 

  

啖啖充滿龍蝦風味，令人胃口大增！ 

凡購買任何加大超值套餐，即可享用一包調味粉。 



 

 

橙汁雜飲 

 

酸甜的橙汁配搭梳打及粒粒雜果，調配出清新怡

人的美味特飲！ 

 

蘋果吉士批 

 

金黃脆皮內包著蘋果蓉，加上濃郁吉士醬，兩種

味道完美配合，帶來層出不窮的甜蜜驚喜！ 

 

焦糖燉蛋味麥旋風 

 

呈獻傳統法式焦糖燉蛋美味，配合 Oreo 曲奇

碎，帶給您甜蜜脆脆享受！ 

 
  



 

麥當勞換購限量「季前賽籃神卡」及「籃神閃卡」  

 

10 月 24 日起，麥當勞 App 用戶可憑不同電子優惠券包括「$33 歎巨無霸或脆雞巨無霸套餐」或

「$42 歎巨無霸系列四道菜」，即可獲得隨機派發的「季前賽籃神卡」，收集劇中每個角色的精彩

時刻！全套 9 款「季前賽籃神卡」將會分三星期推出，當中包括劇中主角姜濤、Ian、Edan、

Stanley、肥仔及 193 的個人卡。 

 

 
另外，2 款印有姜濤及 Ian 肖像的珍藏版「籃神閃卡」會於 10 月 25 日登場，大家只需透過麥當勞

App 使用「季前爭霸二人餐」優惠，即可一次過成功收集 2 張「籃神閃卡」。 

所有「季前賽籃神卡」及「籃神閃卡」均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Instagram 濾鏡「Big Mac 麥麥食」Challenge 

 

由

10 月 24 日至 11 月 6 日，大家只需於個人平台上分享挑戰短片，並標記麥當勞 Instagram

（@McDonaldsHK）和指定 Hashtag，即可參與挑戰！成功挑戰「Big Mac 麥麥食」

Challenge 並得分最高的 50 位用戶將贏得限量版 Big Mac 籃球！ 

 

 

Big Mac 籃球盒上印有姜濤和 Ian 的簽名，別具收藏價值，機會難得，誠邀您一起挑戰！ 

 

  



 

麥當勞 App 獨家優惠 

(10 月 24 日至 10 月 30 日，早上 11 時 – 午夜 12 時) 

 

 

 

 

 

 

 
 

 

$33 歎巨無霸超值套餐 

隨機附送季前賽籃神卡一張  

（10 月 24 日起上午 11 時後供應） 

[可重複使用]  

 

 

 

 

$42 歎巨無霸超值套餐配蘋果吉士批 

隨機附送季前賽籃神卡一張  

（10 月 24 日起上午 11 時後供應） 

[可重複使用]  

 

 

 

 

 

$33 歎脆雞巨無霸超值套餐優惠 

隨機附送季前賽籃神卡一張  

（10 月 24 日起上午 11 時後供應） 

[可重複使用]  

 

 

 

 

$42 歎脆雞巨無霸超值套餐配蘋果吉士批 

隨機附送季前賽籃神卡一張  

（10 月 24 日起上午 11 時後供應） 

[可重複使用]  

 

 

 



 

 

 

 

 

 

 

 

 

 

 

 
 

季前賽二人餐 

附送籃神閃卡兩張(款式各一) 

（10 月 25 日起上午 11 時後供應） 

[可重複使用] 

包括巨無霸/ 脆雞巨無霸 + 脆辣雞腿飽/板燒雞

腿飽 + 2 包中薯條 + 2 杯飲品   

 

 

 

 

 

 

 
 

 

$9 蘋果吉士批 

[可重複使用] 

 

 

 

 

 

 

 

$15 焦糖燉蛋味麥旋風 

[可重複使用] 

條款及細則 

 供應期由 2022 年 10 月 24 日早上 11 時起供應。  

 季前賽籃神卡及「籃神閃卡」供應地點不包括海洋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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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巨無霸套餐及$33 脆雞巨無霸套餐優惠不適用於以下香港麥當勞®餐廳，包括海洋公園、沙田馬

場、跑馬地馬場、山頂廣場及香港國際機場離境大堂。 

 脆雞巨無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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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橙汁雜飲之供應地點不包括沙田馬場及跑馬地馬場之麥當勞餐廳。  

 法式龍蝦湯風味調味粉及蘋果吉士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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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糖燉蛋味麥旋風供應地點不包括西貢、海洋公園、衛城道、沙田馬場、跑馬地馬場及九龍城廣場 

 圖片只供參考。  

 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Big Mac 麥麥食」Instagram 有獎遊戲條款及細則 請留意麥當勞官方 Instagram 帳號 (@McDonalds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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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