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大新信用卡「八達通自動增值」服務，您可省卻排隊增值八達通的時間，更可免除儲值額不足時之不便，讓您乘搭各項公共交通
工具、泊車，或到超級市場、便利店、食肆、吃喝玩樂，消費從此更輕鬆自在！

註：
1.

此服務只適用於持有由大新銀行有限公司（「本行」）所發出之信用卡或其聯營卡（「合資格信用卡」）之主卡客戶及其名下附屬卡之
客戶（「合資格客戶」），惟不適用於本行銀聯雙幣信用卡之人民幣賬戶、現金卡、公司卡、採購卡、商務卡、Gift 卡、貴賓卡、「智
息揀」結欠轉賬戶口及「智‧簡單」折現計劃戶口。

2.

如合資格客戶年滿 18 歲，並持有合資格信用卡，可為其現持有的八達通（最多三張）申請「八達通自動增值」服務。

3.

合資格客戶亦可同時為年滿 12 歲或以上的親友（合資格客戶與親友下列統稱為「申請人」）的八達通（合計最多三張）申請「八達通
自動增值」服務，但每張八達通只可申請一項「八達通自動增值」服務。若親友（即申請表上之乙部申請人）持有合資格客戶（即申請
表上之甲部申請人）的合資格信用卡之附屬卡（「合資格附屬卡」），有關增值服務將於該合資格附屬卡賬戶內辦理。若親友並未持有
合資格客戶之合資格附屬卡，有關「八達通自動增值」服務將於合資格客戶之合資格信用卡賬戶（即申請表上之甲部大新信用卡賬戶）
內辦理。申請人之合資格信用卡之主卡及／或附屬卡必須為有效及擁有良好信貸記錄，否則有關之申請將不被接納。

4.

所有申請須約 4-8 星期處理，申請被接納後，本行將郵寄通知信至合資格主卡客戶之月結單通訊地址。

5.

申請人首次申請「八達通自動增值」服務之費用全免。如申請人作轉換其他銀行或重新啟動自動增值功能之申請，則須繳付 20 港元不
可退還之手續費。以上費用為八達通卡有限公司收取並將由本行代收，有關費用將於申請人指定之合資格信用卡／合資格附屬卡賬戶內
扣除。而以上有關費用，將不獲享積分獎賞或現金回贈。

6.

當附有自動增值功能之八達通儲值額到達零或出現負數，或儲值額加上備用額（35 港元）不足繳付所需費用時，合資格客户之合資格
信用卡即為八達通自動增值 250 港元／500 港元，而每張八達通每天最多可自動增值 1 次。

7.

選擇設定每次自動增值金額為 500 港元之申請人如日後欲轉換其他銀行提供「八達通自動增值」服務，而若該銀行只提供每次自動增
值金額為 250 港元之選擇，申請人需先自行更改每次自動增值金額至 250 港元，方可轉換銀行，或需先取消現有之大新信用卡「八達
通自動增值」服務後，重新申請該銀行之「八達通自動增值」服務。惟八達卡有限公司將收取有關之手續費。

8.

有關自動增值金額之獎賞，將視乎個別信用卡而定及須受有關條款及細則所約束。

9.

使用八達通及「八達通自動增值」服務必須接受由八達通卡有限公司不時公佈的八達通發卡條款（「發卡條款」)、「自動增值協議」及
申請表上之條款所約束。有關詳情，請參閱有關申請表或瀏覽

。

10. 本文所載之條款及細則將成爲規限使用大新信用卡的合約之一部份，並須按該合約詮釋。如本條款及細則與該合約有任何抵觸，將以本
條款及細則為準。
11. 本行保留對「八達通自動增值」服務批核之最終決定權而毋須提供理由。
12. 本行保留隨時修改本條款及細則或取消優惠之權利而毋須另行通知。如有任何爭議，本行及八達通卡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13. 本條款及細則之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異，一概以中文版本為準。
14. 本服務／產品並不是以歐盟的人士為目標。

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THIS FORM IS CONFIDENTIAL UPON COMPLETION

CC/M1181/2201

大 新 信 用卡
「八 達 通 自 動 增 值」服務

請把填妥之申請表：
傳真至 2598 1836
郵寄至 大新信用卡中心
香港郵政信箱333號

簡介

4.

(甲) 首次申請自動增值服務的申請人，可獲豁免申請費用。然而，
若憑已經或曾經啟動自動增值功能的八達通申請，本公司則會
視是次申請為轉換金融機構或重新啟動自動增值功能，而收取
HK$20不可退還手續費。有關費用，將於自動增值服務賬戶內
扣除。
(乙) 若申請人正在使用附有自動增值功能的八達通，而欲為第二或
第三張從未曾啟動自動增值功能的八達通申請自動增值服務，
本公司則會豁免收取申請費用。
(丙) 作為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閣下同意為申請表的每項申請
及/或使用自動增值服務向本公司繳付有關費用。

本申請表可為一個或多個八達通卡或產品 (「八達通」) 申請「八達通
自動增值」服務 (「自動增值服務」) 。

申請條款
1. 「自動增值服務賬戶」、「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及「八達通
持有人」的定義
就八達通自動增值協議（由八達通公司不時修訂並刊發）
（「自動
增值協議」）及此申請表而言:「自動增值服務賬戶」即指此申請表內所指的信用卡賬戶，或
不時由申請人於本申請表內選用之金融機構通知八達通卡有限
公司的其他信用卡賬戶。
「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即指此申請表內自動增值服務賬戶
的持有人。
「八達通 持有人」即指此申請表內所指的八達通使用者，而其
可能是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或將其八達通連繫到其家人或
朋友名下之自動增值服務賬戶之人士。
2.

3.

5.

八達通 發卡條款及自動增值協議
使用八達通及自動增值服務必須接受由八達通卡有限公司不時
公佈的八達通發卡條款（「發卡條款」）、「自動增值協議」及
本申請條款（「本條款」）所約束。若由八達通卡有限公司公佈的
「發卡條款」、「自動增值協議」及本條款之間有任何不相符之
處，則以「發卡條款」及「自動增值協議」為準。申請人如簽署
本申請表，即表示其同意遵守「發卡條款」、「自動增值協議」及
本條款和受其約束。「自動增值協議」的文本已與此申請表一併
派發，最新版本之「發卡條款」的文本可向八達通卡有限公司索取
下載。
或於八達通卡有限公司網頁

申請資格
(甲) 如閣下年滿18歲，並持有由已參與「八達通自動增值服務」的
金融機構發出的港幣信用卡，閣下可為自己現持有的八達通
(最多三張)申請自動增值服務。同時您也可為年滿12歲或以上
的親友(您與親友下列統稱為「申請人」) 的八達通 (合計最多
三張)申請自動增值服務，但每張八達通只可申請一項自動增
值服務。
(乙) 申請人於申請自動增值服務時，均須持有有效的八達通。而申
請人使用八達通時的自動增值費用，則會於自動增值服務賬戶
內扣除。

費用

6.

遺失八達通
閣下同意如遺失附有自動增值功能之八達通，應即時致電八達通
報失熱線2266 2266向八達通卡有限公司報失。如申請人附有自動
增值功能之八達通及/或該八達通持有人的八達通已經報失，此項
八達通報失服務將保障自動增值賬戶持有人及/或該八達通持有人
的八達通在成功報失後3小時的餘額，以及任何透過自動增值服務
所增值金額的損失。

申請自動增值服務
(甲) 申請人須於此申請表內填上其八達通號碼，並填妥此申請
表。申請一經接納後，有關之八達通將以申請人之名登記並
與自動增值服務賬戶連繫。申請人將獲專函通知其申請已獲
成功批核，若八達通的自動增值功能尚未啟動，申請人須
啟動自動增值功能。如首次申請或曾取消八達通自動增值
服務，申請人須啟動或重新啟動自動增值功能。
(乙) 所有附有自動增值功能之八達通均不得轉讓予他人或借給他
人使用。
(丙) 如申請人持有有學生身份記錄之個人八達通，申請人可用本
申請表申請自動增值服務。
(丁) 本公司（八達通卡有限公司）保留全權及絕對決定權拒絕
任何自動增值服務的申請。

7.

個人資料
如欲申請自動增值服務，每位申請人必須向本公司提供其個人資
料。若申請人未能根據本申請表提供所需的個人資料，本公司將
無法向其提供自動增值服務。每位申請人授權所選定的金融機構
向本公司透露其在本申請遞交的個人資料及其他的個人資料包括
但不限於選定的金融機構內可能擁有的聯絡資料作為處理本
申 請、日後自動增值服務之運作。申請人如簽署本申請表，即表
示已細閱、明白及同意自動增值協議條款第33至40關於個人
資料（私隱）條例的通知。

8.

英文本為準
本條款的中文譯本只供參考。若英文本與中文譯本之間有任何歧
義，則以英文本為準。

請於合適的方格內加上

√號

甲部–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資料

3. 申 請 人 (3)

身份證上的英文姓名 :

身份證上的英文姓名 :

中文姓名 :

中文姓名 :

香港身份證號碼 /
出生日期 :
性別 :

護照號碼 :

(日日)
男

香港身份證號碼 /

(月月)

(年年年年)

出生日期 :

護照號碼 :

(日日)

(月月)

(年年年年)

性別 :

男

女

女

大新信用卡號碼 :

本人欲以現持有之八達通 (號碼為

(只適用於現有信用卡客戶)

( ) )*

申請自動增值服務，及選擇每次自動增值定額為∆
HK$500

乙部–申請/更改自動增值服務
1. 申 請 人 (1)

本人欲更改現持有之八達通

(此部份只供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填寫。)

本人欲為以下現持有之八達通 申請自動增值服務：
i) 八達通號碼為
HK$500
HK$250
每次自動增值定額為∆
ii) 八達通號碼為
每次自動增值定額為∆
iii) 八達通號碼為
每次自動增值定額為∆

HK$250

(號碼為

( ) )*

的每次自動增值定額至

HK$500

HK$250

( ) *，並選擇
( ) *，並選擇

HK$500

HK$250
( ) *，並選擇

HK$500

HK$250

身份證上的英文姓名 :
中文姓名 :

本人欲更改現持有之八達通
(號碼為
的每次自動增值定額至

4. 申 請 人 (4)

( ) )*
HK$500

香港身份證號碼 /

HK$250

出生日期 :

本人不欲申請/更改自動增值服務，但欲為乙部其他申請人申請/更改自動
增值服務

護照號碼 :

(日日)

(月月)

(年年年年)

性別 :

本人欲以現持有之八達通 (號碼為

女

( ) )*

申請自動增值服務，及選擇每次自動增值定額為
HK$500

男

∆

HK$250

本人欲更改現持有之八達通

2. 申 請 人 (2)

(號碼為

身份證上的英文姓名 :

的每次自動增值定額至

( ) )*
HK$500

HK$250

中文姓名 :
香港身份證號碼 /
出生日期 :

護照號碼 :

(日日)

(月月)

(年年年年)

性別 :

男

女

聲明
本人/吾等聲明及確認，本申請表內提供的一切資料就本人/吾等所知所信均
屬真實、準確及完整。本人/吾等並確認會就使用自動增值服務遵守本申請條
款、自動增值協議及發卡條款(包八達通卡有限公司不時公佈之修訂)。本人/吾
等知悉及同意於本申請獲批核後，本人/吾等之個人資料將連繫至本人/吾等
持有之八達通 。本人/吾等如簽署本申請表，即表示已細閱、明白及同意自動
增值協議條款第33至40關於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的通知。
作為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本人同意為本申請表內的每項自動增值服務
申請向八達通卡有限公司繳付所有有關費用。本人授權大新銀行依照八達通
卡有限公司不時給予大新銀行之指示而向八達通卡有限公司付款。本人承諾遵
循大新「信用卡」或「簽賬卡」持卡人合約償付大新銀行。
* 八達通背面右上角之號碼
∆ 若閣下不填寫此欄，本行會為閣下選擇每次自動增值HK$250。
+ 須與信用卡上之簽署相同。
# 如申請人未滿18歲，須由家長或監護人代為簽署。

銀行專用 *to be completed by branch
In person, ID / Signature Verified

+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簽署：

日期：

# 申請人(2) 簽署：

日期：

# 申請人(3) 簽署：

日期：

# 申請人(4) 簽署：

日期：

Reviewed & approved by authorized signer

Mail In / Third Party

(Full Name)

Handling Branch:
Handling Staff Name & Initial:

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Signature no.

THIS FORM IS CONFIDENTIAL UPON COMPLETION.

CC/M1181/2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