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麥當勞新世代 Big Mac 呈獻《季前賽》最後一擊 

第三週「季前賽籃神卡」姜濤、 Ian 及隊照卡強勢登場 

麥當勞叔叔之家慈善基金捐款最後一週召集  

有機會獲得劇迷必儲限量版 Big Mac 籃球  
 

【2022年 11月 4日 ─ 香港】 ─ ViuTV 原創劇麥當勞新世代 Big Mac呈獻《季前賽》進入最後直路，  

「翰林隊」及「痴漢隊」正如火如荼地備戰最終決戰！ 對戰一觸即發，麥當勞亦為劇迷呈獻最後一擊，

送上第三週「季前賽籃神卡」以及各款優惠美食，與大家一同感受籃球熱血氣氛！  

第三週「季前賽籃神卡」登場 卡背設計大揭秘 

第三週「季前賽籃神卡」將於下星期一（11月 7日）壓軸登場，最後一週的籃神卡會集齊各位劇迷的

最愛！除了有兩隊隊長姜濤及陳卓賢（Ian）的籃神卡之外，亦有機會獲得「痴漢隊」的隊照卡！ 麥

當勞App用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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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季前賽籃神卡」，品嚐新世代漢堡之餘既能繼續收集偶像的型格

籃神卡，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適逢最後一週「季前賽籃神卡」登場，籃神卡的秘密亦在此公開！細心的劇迷可能已經發現「季前賽

籃神卡」暗藏玄機，除了籃神卡正面入型入格的籃球健將外，卡背亦有劇集的設計元素。原來，只要

儲齊全套 9款「季前賽籃神卡」並將其拼湊，卡背便會展現劇集的宣傳海報！ 想集齊一套留為紀念，

便不可錯過本週的「季前賽籃神卡」！  所有「季前賽籃神卡」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除了大受歡迎的「季前賽籃神卡」之外，麥當勞 App 亦會為劇迷送上各款至抵食優惠！「$9 蘋果吉

士批」或「$15焦糖燉蛋味麥旋風」是您追劇時的最佳夥伴！ 麥當勞與您一起品嚐新世代美食、一起

追尋籃球夢！  

麥當勞叔叔之家慈善基金捐款最後一週 捐款即有機會贏限量版 Big Mac籃球 

有賴各善長鼎力支持，麥當勞 App 捐款活動於首週推出已獲得熱烈支持！但有心不怕遲，即日起至

11 月 13 日，只需成功登記成為麥當勞 App 用戶並於手機或餐廳內的點餐機掃瞄 App 內之指定捐款

券，捐款$99 予麥當勞叔叔之家慈善基金幫助有需要的病童及其家人，更有機會成為其中 100 位幸運

兒，獲得限量版 Big Mac 籃球乙個！Big Mac 籃球盒上更印有姜濤及 Ian 的簽名，別具收藏價值，

做善事贏大獎，一舉兩得！每位合資格的麥當勞 App 用戶可享一次參加機會及獲奬機會，得獎結果

將於 2022年 11月下旬通過登記電郵公佈。 

想做幸運兒？立即重溫姜濤及 Ian教大家上麥當勞 App 獲取 Big Mac籃球：

https://fb.watch/gAbEYvvOWC/ 

 

另外，麥當勞由即日起至 11月 13日為大家帶來慳上慳優惠，顧客用麥當勞 App 惠顧滿 $35元或以

上，即獲$5折扣優惠券於下次惠顧時使用*。優惠券將於下次在麥當勞餐廳或麥當勞 App 惠顧滿$35

或以上時自動被使用。優惠數量有限，先到先得！ 

*優惠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麥當勞換購限量「季前賽籃神卡」 

 

  

https://fb.watch/gAbEYvvOWC/


 

11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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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季前賽籃神卡」包

括姜濤、Ian及「痴漢隊」成員。 

 

 

「 季前賽籃神卡」暗藏玄機，除了籃神卡正面入型入格的籃球健將外，卡背亦有劇集的設計元

素。原來，只要儲齊全套 9款「季前賽籃神卡」並將其拼湊，卡背便會展現劇集的宣傳海報！ 

  



 
 

 

 
 

 

只需成功登記成為麥當勞 App 用戶並於手機或餐廳內的點餐機掃瞄 App 內之指定捐款券，捐款$99

予麥當勞叔叔之家慈善基金幫助有需要的病童及其家人，即有機會獲得限量版 Big Mac 籃球乙個

（名額上限 100名）！ 

  



 

麥當勞 App獨家優惠 

(11月 7 日至 11 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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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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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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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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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11時後供應） 

[可重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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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當勞 App季前賽籌款活動 

 

 

麥當勞 App 季前賽捐款券 

 

捐款活動時間：即日起至 11月 13日（晚上 11

時 59分或之前） 

 

即日起，只需成功登記成為麥當勞 App 用戶並

於手機或餐廳內的點餐機掃瞄 App 內之指定捐

款券，捐款$99 予麥當勞叔叔之家慈善基金，即

有機會獲得限量版 Big Mac 籃球乙個（名額上

限 100名）！ 

 

 

 

條款及細則 

 供應期由 2022年 11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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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款活動條款及細則 

一般條款及細則： 

 麥當勞 App 會員由 2022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3 日（晚上 11 時 59 分或之前）用麥當勞 App 內

指定捐款券，捐款港幣$99 予香港麥當勞叔叔之家慈善基金，有機會獲得限量版 Big Mac 籃球（名

額上限 100名）("獎品")。 

 獎品將根據特定序列分配。得奬取決於得獎者在該序列中的位置。有關分配程序將由獨立核數師監

督下進行。麥當勞沒有責任確保每位合資格參加者能獲得獎品。 

 每名合資格參加者有無限參加機會及只能獲奬一次，捐款不設退款及不設收據作稅務之用。 

 如有任何爭議，麥當勞持最終決定權。所有時間及排序均以麥當勞之系統為準。 

 麥當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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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此條款及細則的中英文版本有差異之處，以英文版本為準。 

 此捐款券只適用於指定之香港麥當勞®️餐廳（海洋公園、沙田馬場、跑馬地馬場及三號碼頭亞洲貨櫃

大廈除外）。 

 

領取獎品條款及細則： 

 領取獎品者必需是得獎者本人及在領取獎品時通過雙重驗證核對身份。 

 得獎名額不得轉讓，否則會被取消資格。 

 得獎者必須親自在指定日期、時間及到指定地點領取獎品。如得獎者未能在指定時間內領取獎品，

即被視作放棄獎品，麥當勞將不另作安排如補發、候補、或賠償損失 

 領取獎品時，得獎者必須： 

a.出示有關之得獎通知電郵(不接受影印本及/或截圖)及 

b.現場打開麥當勞 App，出示「我的帳號」版面內登記之電郵及手提電話號碼，供工作人員核對。 

 得獎者領取獎品將被視作同意及允許香港麥當勞收集及使用個人私隱政策，同意麥當勞及其授權供

應商將有權使用得獎者及其同行人士於節目時被拍攝的照片或任何形式的影像作宣傳及相關用途，

而不須另行作出通知；得獎者亦同意放棄一切有關查閱及批准照片或影像的權利。 

 得獎者參與節目時在場內必須遵守香港法律及主辦方指示，尊重自己及他人，注意防疫要求及個人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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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