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嗜辣控必試！麥當勞「地獄脆辣雞腿飽」火辣回歸 

聯乘韓國人氣品牌不倒翁呈獻韓式地獄級辣度 挑戰味蕾極限 

經典熱焦糖新地及大熱香芋批同時登場 讓您享受冷熱交替的香甜滋味 

麥當勞再度夥拍 ZA Bank 推出驚喜優惠買滿$40 回贈$11！   

 

 

 【2021年 9月 10 日 ─ 香港】─ 嗜辣者引頸以待的麥當勞「脆辣雞腿飽系列」將於今年火熱

回歸，再度聯乘韓國著名食品品牌不倒翁（OTTOGI）推出「地獄脆辣雞腿飽」！另有更多

期間限定的系列美食於 9 月 13 日登場，為無辣不歡的您帶來韓式香辣刺激風味！ 

 

載譽歸來的期間限定「地獄脆辣雞腿飽」以鬆軟麵包夾著外脆內嫩的酥炸激辣雞腿肉，加上

不倒翁勁辣醬，辣度增倍，韓式地獄辣滋味誓要衝擊味蕾底線！同時再度加推的還有「菠蘿

脆辣雞腿飽」，鬆軟麵包和金黄香脆的脆辣雞腿肉，加上清新醒胃的原片菠蘿、蛋黃醬及爽

脆生菜絲，拼湊出獨特的香辣風味！ 

 

各款超值套餐均可以優惠價港幣$8 升級轉配「大大啖組合」，其中包括全新「大大杯熱情果

梳打茶」及增量裝「脆薯皇」。全新「大大杯熱情果雜果梳打」味道酸酸甜甜，香甜熱情果

味加上雜果和有氣梳打，消暑又解辣！再配上惹味「脆薯皇」，帶來大大啖滿足。 

 

麥當勞帶給您的美食驚喜源源不絕，人氣爆燈的「香芋批」以及經典甜點「熱焦糖新地」亦

會同步登陸麥當勞！香氣滿滿兼內餡軟糯香甜的「香芋批」每次推出均大受歡迎；甜蜜經典



  

「熱焦糖新地」回歸，幼滑冰凍的新地，配上暖暖的焦糖醬，冷暖交織，口感層次豐富，營

造出一冷一暖的味覺驚喜！ 

 

麥當勞亦會以優惠價推出全新地獄脆辣雞腿飽二人餐，套餐包括 2 款主食（地獄脆辣雞腿飽

及菠蘿脆辣雞腿飽各 1 個）、中薯條（2 包）及中汽水（2 杯），讓大家與親友盡情享受多

款美食！App 亦會推出用戶專享超值優惠，於 9 月 13 日起憑麥當勞 App 內的尊屬優惠券

選購地獄脆辣雞腿飽超值套餐或菠蘿脆辣雞腿飽超值套餐，即可享減港幣$3 優惠。各位嗜辣

控一於齊齊以優惠價接受辣味挑戰！ 

 

驚喜優惠陸續有來！現有 ZA Bank 用戶凡於 9 月 13 日起使用實體 ZA Card 或 Apple Pay

於麥當勞餐廳或麥當勞 App 單筆消費滿港幣$40 或以上，即可享港幣$11*回贈！如此著數

優惠，快點和朋友一起來享受多款期間限定美食！ 

  

*回贈以 ZA Coin 形式發放（100 ZA Coins = 港幣$1）。ZA Coin 是由眾安國際金融服務有限公

司（「ZAIF」）營運的第三方獎勵計劃，ZA Bank 用戶需將銀行賬戶連接至 ZA Coin 方可享受回

贈。 

  

地獄脆辣雞腿飽 （期間限定） 

 

以鬆軟麵包夾著外脆內嫩的酥炸激辣雞腿肉，

加上不倒翁勁辣醬，辣度增倍，韓式地獄辣滋

味誓要衝擊味蕾底線！ 

 

菠蘿脆辣雞腿飽（期間限定） 

鬆軟麵包和金黄香脆的脆辣雞腿肉，加上清新

醒胃的原片菠蘿、蛋黃醬及爽脆生菜絲，拼湊

出獨特的香辣風味！ 



  

 

脆辣雞腿飽 

沙律醬配上脆辣雞腿肉，讓您辣得起勁！ 

 

全新大大杯熱情果梳打茶（期間限定） 

味道酸酸甜甜，香甜熱情果味再加上雜果和 

有氣梳打，消暑又解辣！ 

 

增量裝脆薯皇/ 脆薯皇（期間限定） 

外層鬆脆、經秘製配方調味的脆薯皇，惹味十

足，必定能滿足您味蕾！ 

 

香芋批 

 

香氣滿滿兼內餡軟糯香甜， 

每次推出均大受歡迎！ 

 

熱焦糖新地  

 

幼滑冰凍的新地，配上暖暖的焦糖醬， 

冷暖交織，口感層次豐富，營造出一冷一暖的

味覺驚喜！ 



  

  

全新地獄脆辣雞腿飽二人餐 

 

套餐包括 2 款主食（地獄脆辣雞腿飽/ 及菠蘿

脆辣雞腿飽各 1 個）、中薯條（2 包）及中汽

水（2 杯） 

  

麥當勞 App 用戶獨家專享優惠！ 

 

凡選購地獄脆辣雞腿飽超值套餐或菠蘿脆辣雞

腿飽超值套餐減港幣$3 

 

（9 月 13 日起早上 11 時-晚上 12 時適用） 

條款及細則 

 2021 年 9 月 13 日起早上 11 時後供應 。 

 供應期及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圖片只供參考。 

 購買各款超值套餐加港幣$8 可升級至大大啖組合加配增量裝脆薯皇及大大杯熱情果梳

打茶。 

 地獄脆辣雞腿飽、熱焦糖新地及脆薯皇的供應地點並不包括九龍公園、海洋公園、沙

田馬場及跑馬地馬場之麥當勞餐廳。 

 菠蘿脆辣雞腿飽及香芋批的供應地點並不包括海洋公園、沙田馬場及跑馬地馬場之麥

當勞餐廳。 

 大大杯熱情果雜果梳打的供應地點並不包括九龍公園、沙田馬場及跑馬地馬場之麥當

勞餐廳。 

 以上推廣不可與長者咭推介丶其他折扣丶推廣或優惠同時使用（麥當勞媽咪會™丶麥

樂會®除外）。 

 

麥當勞®App 尊屬優惠條款及細則  

 用戶下載麥當勞手機用程式及優惠券，代表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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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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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劵需

於到期日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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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應

用程式的「優惠券」中移除。  

 優惠只適用於指定之香港麥當勞®餐廳（九龍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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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無法重新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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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不適用於麥麥送®。  

 請於付款前使用／出示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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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當勞 x ZA BANK 消費 $40 減 $11 優惠活動（「活動」）條款及細則（「條款及細則」） 

 活動期由 2021 年 9 月 13 日至 2021 年 10 月 10 日(包含首尾兩日)( 「活動期」)。  

 活動僅適用於持有有效之 ZA Card 且已成功將銀行賬戶連接至 ZA Coin（由眾安國際

金融服務有限公司營運的第三方獎勵計劃）的用戶 (「參加者」)。  

 參加者於活動期內在香港麥當勞的餐廳或手機程式上以 ZA Card 單筆消費滿港幣$40

或以上，即可獲得 1,100 ZA Coin（相等於“港幣$11”）的回贈（「優惠」）。 

 參加者每天只能使用此優惠一次。 

 所賺取的 ZA Coin 將會在短時間内由 ZAIF 存入參加者的「ZA Coin」賬戶。為此 ZA 

Bank 將盡力向 ZAIF 提供所需資料，但對於 ZAIF 能否準確存入 ZA Coin 於參加者的

「ZA Coin」賬戶、任何於 ZA Bank 控制範圍以外的錯誤或延遲存入，ZA Bank 毋須

負上任何責任。 

 ZA Coin 可於 ZA Bank App 以 100 個 ZA Coin = 港幣$1 的匯率兌換為現金。兌換成

功后現金將會立即存入參加者的 ZA Bank 港元活期賬戶。每月兌換現金的上限為港幣



  

 

 

 

$10,000。有關 ZA Coin 的兌換須受 「 ZA Coin 」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前往 

coin.za.group。ZA Bank 不會就有關 ZAIF 之任何改變或最新公佈通知參加者。 

 如果簽賬交易後來被退回或取消（無論是由參加者或香港麥當勞餐廳發起之部分退回/

取消或全部退回/取消），則 ZA Bank 將扣除在交易中獲得的全部獎勵（如有） ，並

且將不授予因取消/退回而產生之新交易任何獎勵。 

 此活動不可與其他涉及 ZA Coin 獎賞的 ZA Card 推廣活動同時享用。如果簽賬交易

已享用此優惠，則會失去參與「最勁抽」推廣之資格。 

 除有其他規定外，所有優惠將不可以轉讓。 

 ZA Bank 保留對本條款及細則的修訂、取消的權力，ZA Bank 也無需在本條款及細

則，優惠方式發生改變時提前通知，也沒有告知變更原因的義務。 

 所有與活動有關之爭議須直接向 ZA Bank 提出。 若因本條款及細則或任何溝通過程

中產生的任何歧義、疑問或爭議，ZA Bank 擁有最終決策權而無需告知理由。 

 除參與者，香港麥當勞和 ZA Bank（包括其繼承人和受讓人）以外，沒有其他人有權

根據《合同（第三方權利）條例》執行或享受本條款及細則任何規定的利益。 

 本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管轄，並按其進行解釋。當事人受到香港特別行

政區法院管轄。 

 本條款及細則的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異或不一致，概以英文版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