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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eCredit Star Travel UnionPay Diamond Card Application Form  安信星旅銀聯鑽石卡申請表格

1. Applicant must be a Hong Kong Resident aged 18 or above. 信用卡申請人須為年滿18歲之香港居民。
2. The approval of Credit Card is subject to the final decision of PrimeCredit. 信用卡之批核須視乎安信之最終決定。 

Card Type 信用卡類別
Star Travel UnionPay Diamond Card
星旅銀聯鑽石卡

Please select Offers* 請選擇優惠*: 
Welcome Offer 迎新優惠

If you do not agree above arrangement, PrimeCredit will not accept your card application.
若閣下不同意上述安排，安信將不會接受閣下之信用卡申請。

Personal Data 個人資料

Consent and Declaration for Personal Data Transfer 個人資料轉移同意聲明

Applicant who is currently holding or has held the credit card(s) of any card type(s) issued by PrimeCredit in the past 6 months is not eligible for 
any Welcome Offer. Please refer to the attached Terms and Conditions for details. 
申請人如於現在或過往6個月內曾持有任何由安信發行之信用卡，將不獲贈任何迎新優惠。詳情請參閱隨附本申請表格的條款及細則。

*

If you are existing CTS Startour Rewards member and your member status is higher than Gold member, you are able to maintain the grade higher 
than the gold member. 
如閣下是現有中旅星賞會會員，若會員的有效級別高於金星會員，閣下可繼續維持高於金星會員的級別

*

Please put a“ P”in the appropriate boxes below and fill in with BLOCK LETTERS 請於適當方格內加「P」號並以英文正楷填寫下列各項

Notes 註︰
P

HK$300 WelcomeCash Rebate   
HK$300 迎新現金回贈               C225   P

I will be Gold member of CTS Startour Rewards* and accept to be bound by CTS Startour Rewards terms and conditions, upon approval of 
my application of Star Travel UPI Diamond Card.
Therefore, I give consent to PrimeCredit to disclose and transfer my personal data (including name, sex, year and month of birth, telephone, 
email, CTS Startour Rewards membership number and the CTS Startour Rewards membership number will be upgraded to Platinum 
member) to China National Travel Service Group Corporation and related companies (“CTS”) (Above companies may situate outside Hong 
Kong. There may not be the data protection laws in the said regions which are substantially similar to, or serve the same purpose as, the 
Hong Kong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ance) according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Personal Data Collection as set out in HKCTS loyal 
customer award program terms and conditions.
I also give consent to CTS to disclose and transfer my CTS Startour Rewards account information to PrimeCredit for handling of my CTS 
Startour Rewards account. 
當本人成功申請星旅銀聯鑽石卡，本人即獲成為中旅星賞會金星會員*及同意受中旅星賞會的條款及細則所限制。
為此，本人同意授權安信將本人之個人資料（包括姓名、性別、出生年份和月份、電話、電郵、中旅星賞會會員號碼及可升級至鉑星會員的會
員號碼）提供予中國旅遊集團公司及相關公司（「中旅」）（上述公司可能位於香港境外而該地方可能沒有與香港《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相同或
類似的法律保障），並按照港中旅集團忠誠客戶獎勵計畫條款與細則中載列的個人資料收集之條款與細則處理。
本人亦同意授權中旅將本人中旅星賞會賬戶的資料提供予安信，以處理本人中旅星賞會賬戶。

For Internal Use DS Code:

□ PO   □ EM   □ AT   □ ST Venue Code:

□ FD   □ IM     □ CA P. Time: Any   / ＿＿＿＿＿＿＿＿＿

D 日 D  M 月 M  Y 年 Y

Email Address 
電子郵件地址：

 Mr Ms
 先生 女士
     Family Name 姓 Given Name 名

Chinese Name Date of Birth
中文姓名： 出生日期：

Hong Kong Place of Birth
Identity Card No. 出生地點：
香港身份證號碼 ：

Nationality Chinese (Hong Kong)   Others
國籍： 中國香港  其他

Marital Status Single Married Divorced Others No. of Dependents
婚姻狀況： 未婚    已婚    離婚    其他    供養人數：
(Optional 可選填)

Education Level Primary School Secondary Vocational/ Tertiary/University Others 
教育程度： 小學    中學    Technical Institute 大專/大學    其他   
   職業訓練/工業學院   
Residential Address 住宅地址（P.O. Box is not accepted 恕不接納郵政信箱）：

Flat/Room 室 Floor 層 Block 座 Building/Estate 大廈/屋邨

No. and Name of Street 街道號數及名稱   District 地區
 HK KLN NT Years There YR(S) MTH(S)
 香港      九龍      新界      已居住年數： 年 月
Home Tel. No. Mobile Phone / Pager No.
住宅電話號碼： 手提電話/傳呼機號碼：  

 Self-owned Mortgaged Rented Company Quarters Property Owned Public Housing Others
 自置物業    按揭物業    租賃    公司宿舍    by Relatives 公屋    其他   
     親屬物業   
Monthly Mortgage Instalment / Rental Payment (HK$)                                   元 Applicant's Personal Burdens Amount                                        % 
每月按揭供款/租金（港幣）：  個人負擔百分比：     

Billing  Address 賬單寄發地址： Residential 住宅    Office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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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pation 職業

Chinese 中文 English 英文

 Preferred Language 通訊語言

Email 電郵 Mobile Message 流動訊息 Mail 郵寄 Phone 電話

Please tick “P” the relevant box(es) below if you do not consent i) PrimeCredit to use your data and ii) China National Travel Service Group Corporation 
to use your data collected under Personal Data Transfer for direct marketing as set out in the i) PrimeCredit’s “Notice to customers and other individuals 
relating to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and the Code of Practice on Consumer Credit Data” and ii) CTSHK loyal customer award program 
terms and conditions, through any of the following channel(s):
If you would like to change your personal data or direct marketing channel given to CTS and PrimeCredit afterwards, you need to provide updated 
information to China National Travel Service Group Corporation and PrimeCredit respectively.
如申請人不同意i）安信將閣下之資料及ii）中國旅遊集團公司因資料轉移所收集的資料透過以下任何途徑用於i）安信「關於《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及《個人
信貸資料實務守則》致客戶及其他個別人士的通知」及ii）港中旅集團忠誠客戶獎勵計劃條款與細則中載列之直接促銷，請於下列相關方格內填上「P」號：
若本人需更改已提供予中國旅遊集團公司及安信的個人資料或促銷途徑，本人須同時分別向中國旅遊集團公司及安信提供更新的資料。

 Relationship with PrimeCredit 與安信關係

 Opt-out from use of personal data in direct marketing  拒絕個人資料用於直接促銷

If you are related to or a spouse# of PrimeCredit's directors, employees with lending authority or any of the above-mentioned types of person is acting 
as your guarantor, please put a “P” in the box below and state his / her details.
如申請人與安信任何董事或有批核貸款權僱員有關連或為其配偶#，或前述人士現正作為閣下的擔保人，請於下列方格內填上「P」號，並填寫該人士的
資料。
# Ex-spouse is included. 包括前配偶在內。

Yes Name Relationship
是 姓名：  關係：

Octopus Automatic Add Value Services「八達通自動增值」 服務

Octopus
八達通

I would like to apply the AAVS for my existing :
本人欲為持有之 申請自動增值服務：

Octopus 八達通number 號碼：

 *  Customers who do not specify a choice of auto-reload amount will automatically be assigned to HK$250.
   若未有選擇自動增值金額，安信將代為選擇 HK$250。

My desired amount for every auto-reload transaction* is 每次自動增值金額 * :     HK$150  /      HK$250  /      HK$500

【Full-time University / Tertiary Student applicant is only required to fill in this section 全日制大學/大專學生之申請人只須填寫此欄】

University / Tertiary Institution Expected Year of graduation   
就讀院校： 預計畢業年份：

Company Name
公司名稱：

Office Address 公司地址：

Flat/Room 室 Floor 層 Block 座 Building/Estate 大廈名稱
    HK KLN NT
    香港 九龍 新界

No. and Name of Street 街道號數及名稱  District 地區  

Office Tel. No. Position
公司電話號碼： 職位：
（Mobile Phone and Pager No. are not accepted 恕不接納手提電話及傳呼機號碼）

 Self-employed   Nature of Business
 自僱人士        業務性質：

Business  Years of Service YR(S) MTH(S) Years in Current YR(S) MTH(S)
Establishment Date 在職年期： 年 月 Profession 年 月
業務成立日期：    任職此行業年期：
（For self-employed only 只適用於自僱人士）    (Optional 可選填)

Monthly Income (HK$)  Monthly Others Income (HK$) 
每月入息（港幣）： 元 每月其他入息（港幣）： 元

Month (月) Year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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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it Card Account Direct Debit Authorization 信用卡戶口直接付款授權書
Repayment account information must be filled so that PrimeCredit Limited can arrange direct debit for your monthly payment. (Repayment account must be a 
personal account and in name of the credit card cardholder). 必須填妥轉賬戶口資料以便安排直接繳付每月之賬項（指定轉賬戶口必須為持卡人名下之個人戶口）。

1) I hereby authorize my below named Bank to effect transfers from my account to that of the above named beneficiary for the account of PrimeCredit Limited 
in accordance with such instructions as my Bank may receive from the beneficiary from time to time. 2) I agree that my Bank shall not be obliged to ascertain 
whether or not notice of any such transfer has been given to me. 3) I understand that handling fee may be imposed by my appointed bank for the credit card 
direct debit authorization set up request. I agree to make such enquiries to my appointed bank. 4) I accept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any overdraft (or increase in 
existing overdraft) on my account which may arise as a result of any such transfer(s). I agree that should there be insufficient funds in my account to meet 
any transfer hereby authorized, my Bank shall be entitled, in its discretion, not to effect such transfer in which event the Bank and PrimeCredit Limited may 
make the usual charge and that it may cancel this authorization at any time on written notice. 5) This authorization shall have effect until further notice. I 
agree that any notice of variation of this authorization account or cancellation of this authorization which I may give to my Bank and PrimeCredit Credit Card 
Centre shall be given at least four weeks prior to the date such cancellation / variation is to take effect. 6) Unless otherwise instructed, repayment shall be 
debited on the relevant payment due date. I agree that if I wish to change the payment amount of autopay services, notice shall be given to PrimeCredit 
Credit Card Centre at least 4 weeks before the due date specified in the statement. If I wish to suspend the respective month’s autopay services, notice 
shall be given to PrimeCredit Credit Card Centre at least five clearing days before the due date specified in the statement. (See Note) 
1) 本人現授權本人之下述銀行（根據受益人不時給予本人之銀行之指示）自本人之賬戶內轉賬予上述受益人（即安信信貸有限公司）。2) 本人同意本人
之銀行毋須證實該等轉賬通知是否已交予本人。3) 本人明白在設立信用卡戶口直接付款授權時，本人指定之直接付款授權銀行可能收取設立費用，本人同
意向該銀行查詢有關詳情。4) 如因該等轉賬而令本人之賬戶出現透支（或現時之透支增加），本人願承擔全部責任。本人同意如本人之賬戶並無足夠款項
支付該等授權轉賬，本人之銀行有權不予轉賬，且銀行及安信信貸有限公司可收取慣常之收費，並可隨時以書面通知取消本授權書。5) 本授權書將繼續生
效直至另行通知為止。本人同意，本人轉換本授權轉賬之賬戶 / 取消本授權轉賬的通知，須於該轉換/取消生效日最少四星期前通知本人之銀行及安信信用
卡中心。6) 除另行通知外，款項於到期繳款日過賬。本人同意，本人如欲更改自動轉賬款額，須於月結單截數日前最少四星期前通知安信信用卡中心。本
人如欲暫緩當月之自動轉賬，須於月結單所載之到期繳款日前最少五個結算日通知安信信用卡中心。（參閱附註）

Name of party to be credited (The Beneficiary)  收款之一方（受益人）：PrimeCredit Limited  003-447-1-6640794

My Bank Name and Branch 
本人之銀行及分行名稱：
Bank No.  Branch No.  Account No. 
銀行編號： 分行編號： 賬戶編號：

Signature of Credit Card Applicant  信用卡申請人簽署 Date 日期
X

I choose to pay the following amount (See Note)  (Please tick “P” the appropriate box below)  本人欲繳付之款額（參閱附註 ）（請在所選之方格內加上“P”號）
 Full Payment Minimum Payment Due 
 全數款額 最低付款額 

I do not accept the Temporary Credit Limit Extension Service^  本人不接受臨時信用限額安排^

Note : If you do not specify the amount, the “Minimum Payment Due” amount will be debited to your Direct Debit Authorization Account. You may 
choose to make a monthly card repayment at a Full Payment or at the Minimum Payment Due. Please call our customer service hotline for such
amendment upon approval of your PrimeCredit Credit Card application.
附註 : 如貴戶並無指明欲繳付之款額，則當作選擇繳付最低付款額處理。貴戶可選擇設定每月還款額為全數款額或為最低付款額。如欲作出有關更改，請
於安信信用卡申請獲批核後致電客戶服務熱線。

If you do not indicate rejection on the temporary credit limit extension service, PrimeCredit will grant the temporary credit limit extension service to credit card(s). 
An over-the-limit fee is payable upon the outstanding balance debited in the Card account over your granted credit limit. Please refer to the Important Notes 
in application form for more details.
如申請人未有表明不接受臨時信用限額安排，安信將為其信用卡給予臨時信用限額。當申請人的信用卡賬戶之未付清結餘超出信用限額，便須支付超逾信
用額手續費。詳情請參閱申請表內之重要提示。

Declaration and Signature 聲明及簽署
1) I warrant that the provided information is true, correct and complete in all respects and understand that such information will be the primary basis upon which the application 
may be approved. 2) I have read and agreed to be bound by all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contained in this application form,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PrimeCredit Credit Card 
Cardholder Agreement and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for PrimeCredit Credit Card Application. 3) I have read and agreed the PrimeCredit's Notice To Customers and Other 
Individuals relating to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and the Code of Practice on Consumer Credit Data (the “Notice”) and HKCTS loyal customer award program terms 
and conditions (including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Personal Data Collection therein). I understand that all information supplied by me and all account information of CTS Startour 
Rewards passed by CTS will be kept by PrimeCredit and handled according to the Notice. 4) When I successfully apply for Star Travel UPI Diamond Card, I agree to be CTS 
Startour Rewards member and to be the holder of the CTS Startour Rewards account for the award points and to be bounded by HKCTS loyal customer award program terms 
and conditions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may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I understand service provider of CTS Startour Rewards Program is China National Travel 
Service Group Corporation. PrimeCredit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ll matters related to or in connection with CTS Startour Rewards Program. I understand I shall contact China 
National Travel Service Group Corporation directly for any matters related to CTS Startour Rewards Program. 5) I have read and agree all the content in “Consent and Declaration 
for Personal Data Transfer” and agree to pass my personal data to CTS by PrimeCredit. I understand and agree that PrimeCredit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the use, retention, 
collection and process of my personal data that passed to CTS by PrimeCredit.  6) I authorize PrimeCredit to inform the relevant staff members or authorized sales agents 
regarding my account information and approval status,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is application. 7) I understand and agree that data provided by m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opening 
or continuation of the PrimeCredit Credit Card account may be used for updating records of my other account(s) maintained at PrimeCredit. 8) I confirm that none of my Credit 
Card is currently cancelled due to default in payment, and there is no current overdue payment exceeding 1 month in respect of my loan indebtedness (including Credit Card and 
all unsecured loans) with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 further confirm that no existing, pending or potential bankruptcy, litigation or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are / will be filed. 9) 
(if applicable) I confirm that I have read and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Application, the AAVS Agreement and the Conditions of Issue (as amended by Octopus Cards 
Limited from time to time) in the use of the AAVS and the Octopus. I acknowledge and agree that upon the approval of the Automatic Add Value Service, my personal data 
provided in this application will be associated with my Octopus. By signing this application form, I agree that I have read, understood and agreed with the notice relating to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contained in clauses 33 to 40 of the AAVS Agreement. I also agree to be liable for all fees associated with the application in respect of the 
AAVS as set out herein. I authorize PrimeCredit to pay Octopus Cards Limited in accordance with such instructions as it may receive from Octopus Cards Limited from time to 
time. I promise to reimburse PrimeCredit subject to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meCredit Credit Card Cardholder Agreement.
I hereby confirm that my signature here matches with the signature held at the Bank of my repayment account.
1) 本人謹保證所有填報之資料全部正確無訛及為事實之全部，並須明白此等資料為批核此申請之依據。2) 本人已詳閱及同意遵守此申請表所刊載之所有條
款及細則、安信信用卡持卡人協議之所有條款及細則及安信信用卡申請之條款及細則。3) 本人已閱讀及同意安信之「關於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及個人信貸資
料實務守則致客戶及其他個別人士的通知」(『有關通知』)及港中旅集團忠誠客戶獎勵計畫條款與細則(包括當中載列之個人資料收集的條款與細則)，亦明
白所提供的資料及所有由中旅提供的中旅星賞會賬戶資料，會存錄於安信作內部記錄，並按照有關通知處理。4) 當本人成功申請中旅星旅銀聯鑽石卡，本人
同意成為中旅星賞會會員及同意成為中旅星賞會積分戶口持有人，並需受港中旅集團忠誠客戶獎勵計劃的條款與細則所限制(有關條款與細則可能會隨時更
新並不作另行通知)。本人明白中國旅遊集團公司為中旅星賞會之服務提供機構，安信不承擔任何有關中旅星賞會引起的責任。本人明白任何有關中旅星賞會
之事宜應直接與中國旅遊集團公司聯絡。5) 本人已閱讀及同意所有「個人資料轉移同意聲明」內的所有內容及同意將本人之個人資料經安信提供予中旅，因
此本人明白及同意安信不承擔任何因個人資料轉移而中旅使用、保留、收集及處理本人的個人資料的責任。6) 本人須授權安信披露此申請之批核情況及資
料予安信有關職員或認可之銷售代理以協助本人辦理申請手續。7) 本人明白及同意本人就開立或延續安信信用卡戶口所提供的資料可能會被用以更新本人
於安信的其他戶口之紀錄。8) 本人確認本人已有之信用卡現時沒有因為欠賬而被取消，並確認本人現於其他財務機構之任何貸款或信用卡並沒有逾期繳款
超過一個月。本人進一步確認本人現時沒有涉及破產、訴訟或行政程序，或將會、或可能發生此等事項。9) (如適用)本人確認會就使用自動增值服務及
遵守本申請條款、自動增值協議及發卡條款(包括由八達通卡有限公司不時公佈之修訂)。本人知悉及同意於本申請獲批核後，本人之個人資料將連繫至本人
持有之 。本人如簽署本申請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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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同意為本申請表內的每
項自動增值服務之申請向八達通卡有限公司繳付所有有關費用。本人授權安信依照八達通卡有限公司不時給予安信之指示而向八達通卡有限公司付款。本人
承諾遵循安信信用卡持卡人協議償付安信。
本人確認此簽署與本人還款銀行賬戶記錄完全相同。

八達通

八達通

^ Apply to all PrimeCredit Credit Card(s) under my name  適用於本人名下之所有安信信用卡

Temporary Credit Limit Extension Service  臨時信用限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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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9 8833
2269 8822

指定商戶類別之合資格簽賬 可獲之星旅現金回贈

於香港中國旅行社每消費港幣250元

基本港幣1元現金回贈
（「基本現金回贈」）及
額外港幣11.5元現金回贈
（「額外現金回贈」），
合共港幣12.5元現金回贈

其他商戶類別每消費港幣250元 基本港幣1元現金回贈

1.	 星旅現金回贈計劃適用於有效之星旅銀聯鑽石卡客戶。
2.	 客戶憑指定有效之星旅銀聯鑽石卡零售購物即可獲取星旅現金回贈（「現
金回贈」），現金回贈以每單零售購物交易金額計算，詳情如下︰

3.	 於香港中國旅行社之合資格簽賬：
	 以港幣入賬於星旅銀聯鑽石卡戶口並根據安信/銀聯國際不時界定之商戶
編號為香港中國旅行社之簽賬。

4.	 安信保留決定指定商戶類別的權利。如同一交易屬於多於一個本條款定義
的類別，該則交易只會以一個由安信決定的類別計算所得現金回贈。

5.	 不足港幣250元之零售購物金額亦會按回贈比率計算，並折算至2個小數
位。安信保留權利更改憑星旅銀聯鑽石卡簽賬獲取現金回贈的比率，惟安
信會事先通知客戶。

6.	 現金回贈將以零售購物之入賬日計算並根據每月月結單期結算。每月可獲
贈之現金回贈將於下一期月結單存入有關信用卡戶口，並顯示於月結單
上。每月可獲贈之基本現金回贈金額並無上限，亦不計算在額外現金回贈
內。額外現金回贈上限為由開戶日翌日起計每年港幣1,500元。

迎新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所需文件
為方便儘速辦理閣下之申請,請附交下列各類文件副本:

1	 		 香港居民身份證^
2	 		 入息證明*	 —	 最近2個月之薪金戶口證明	/	月結單；及

	 		 	 —	 薪俸稅稅單；或	最近2個月之糧單；或

	 		 	 	 僱主諮詢信；或	強積金供款單（需顯示申請人之薪金	/	供款額）

3	 		 現居住宅地址證明，例如最近3個月內發出之水電煤賬單或銀行月結單

4	 		 印有閣下轉賬戶口號	碼及姓名之銀行月結單	/	存摺（申請自動轉賬或現金分期套現計劃適用）

5	 		 有效學生證之正及背面	（全日制大學/大專學生適用）

^	如非香港永久居民或國藉非中國香港，請同時附上有效護照副本。

*	 如未能附上入息證明，只須附交項目1、3及4。現有安信信用卡客戶之申請人毋須提交任何文件，如有資料更改，請提交最近之文件以更新紀錄。

	 我們將不會退還本申請表及任何附交之文件，而安信亦可能需要閣下提供額外文件以作批核。

1.	 迎新優惠只適用於由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間（包括首尾
兩日）（「推廣期」）成功申請星旅銀聯鑽石卡（「安信信用卡」）之客戶。客
戶如於現在或過往6	個月內曾持有任何由安信發行之信用卡，將不獲贈任
何迎新優惠。每位合資格之客戶只可獲享迎新優惠一次。

2.	 迎新優惠之合資格零售購物簽賬金額只包括所有已入賬之本地及	/	或海外
零售簽賬金額及	/	或八達通自動增值金額及	/	或網上消費零售購物金額，
並不包括（但不限於）現金透支金額、信用卡費用（包括年費、利息	/	財務
費用、逾期費用、超逾信用額手續費、現金透支手續費及其他費用）、賭
場交易金額、任何金錢	/	電子貨幣轉賬(包括但不只限於個人對個人(P2P)
支付服務或流動裝置/應用程式/電子轉賬平台)、充值電子錢包、優惠套
現金額、現金分期、分期金額、未入賬	/	取消	/	退回	/	偽造之交易金額及
所有未經授權之交易金額，所有合資格零售購物簽賬概以安信記錄為準
（「合資格零售簽賬」）。所有合資格零售簽賬概以安信/銀聯國際組織不時
界定之商戶編號釐定，並且不時作出修訂，而不作另行通知。安信對合資
格零售簽賬有絕對酌情權及最終決定權。

3.	 合資格客戶須於發卡後首90天內憑新卡合資格零售簽賬金額滿HK$3,000
或以上，方可獲享迎新優惠HK$300	現金回贈，該金額將於已入賬金額達
到指定零售購物要求後4個月內，以現金回贈方式存入合資格客戶之安信
信用卡賬戶內。

星旅現金回贈計劃條款及細則

迎新優惠及星旅現金回贈計劃之一般條款及細則

1.	 迎新優惠、星旅現金回贈計劃之合資格零售購物簽賬金額只包括所有已入
賬之零售購物金額，並不包括（但不限於）現金透支金額、信用卡費用（包
括年費、利息	/	財務費用、逾期費用、超逾信用額手續費、現金透支手續
費及其他費用）、賭場交易金額、任何金錢	/	電子貨幣轉賬(包括但不只限
於個人對個人(P2P)支付服務或流動裝置	/	應用程式	/	電子轉賬平台)	/	充
值電子錢包、優惠套現金額、現金分期、分期金額、未入賬	/	取消	/	退回	/	
偽造之交易金額及所有未經授權之交易金額，所有認可交易概以安信記錄
為準。所有合資格零售簽賬概以安信/銀聯國際組織不時界定之商戶編號
釐定，並且不時作出修訂，而不作另行通知。安信對合資格零售簽賬有絕
對酌情權及最終決定權。

2.	 客戶之安信信用卡戶口於存入任何現金回贈金額時，須仍然有效及信貸狀
況良好。如因任何理由取消安信信用卡戶口，所有未存入之現金回贈及戶
口原有之現金回贈餘額將被即時取消而毋須另行通知。

3.	 如客戶於發卡後12個月內取消安信信用卡，安信保留就每張被取消的安
信信用卡，向有關客戶收取港幣600元迎新優惠行政費用的權利。

4.	 迎新優惠及星旅現金回贈計劃均不可轉贈、轉讓、退換或兌換現金。

5.	 若客戶所提供的資料無效及	/	或於交易過程中涉及任何不被認可之交易	/	
欺詐或不誠實行為及	/	或安信認為不合乎規定或不當之下獲享現金回贈，
安信有權取消已存入的有關現金回贈予客戶或保留於其有關戶口內扣除已
獲取之現金回贈，而毋須作出任何通知。

6.	 安信保留隨時取消迎新優惠、星旅現金回贈計劃及其他優惠及權益及	/	或
修改有關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毋須作出任何通知。如有任何爭議，安信擁
有最終決定權。

7.	 客戶獲取現金回贈後，如用作計算現金回贈之有關零售購物交易被取消或
退回，安信有權從有關信用卡戶口扣除該交易可獲贈之現金回贈金額而毋
須另行通知。

8.	 如因任何理由取消星旅銀聯鑽石卡戶口，所有未存入之現金回贈及戶口原
有之現金回贈餘額將被即時取消而毋須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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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信用卡申請之條款及細則

1.	 本人明白安信信貸有限公司（下稱「安信」）負責發行安信信用卡及批核及
提供安信信用卡之信用限額。本人向安信確認、保證及聲明（1）本申請表
所填寫之資料及隨附本申請之文件乃屬正確及完整，並授權安信向任何方
面查證。（2）本人為年滿十八歲之香港居民。本人同意遵守安信信用卡持
卡人協議（「持卡人協議」，重要條款亦已包括在此申請表內）及其他有關
服務之所有條款及細則。此等條款及細則將會於申請獲成功批核後與新卡
一併寄予本人。本人亦可於任何安信分行或透過安信信用卡客戶服務熱線
索取或於安信網站下載︰www.primecredit.com。

2.	 本人明白可透過安信信用卡申請熱線2269	8822查詢本申請之申請情況，
及於本人之申請獲批准後，可致電安信信用卡新卡確認熱線2269	8812	確
認收妥新卡。

3.	 本人明白透過書面或以電話申請安信信用卡及	/	或安信信用卡「八達通自
動增值」服務，本人即被視作已接受申請表格、隨附之宣傳單張上（如適
用）、安信網頁，以及持卡人協議內之所有條款及細則。

4.	 實際年利率（「客戶實際年利率」）是一個參考利率，以年化利率展出包括
產品的基本利率及其他費用與收費。實際年利率亦將根據每位客戶之個人
信貸狀況釐定而有所不同。客戶之零售購物及現金透支實際年利率（連現
金透支手續費計算在內），將列明於新卡附隨之郵柬上及於申請獲批核後
與新卡一併寄予客戶。惟安信可不時全權酌情（在符合有關法律及規例限
制之情況下）決定訂立不同之客戶實際年利率。

5.	 安信在申請批核時，可能曾參考由信貸資料服務機構所提供有關客戶的信
貸報告，用作是次及日後審核用途。假如客戶有意索取有關報告，可要求
安信提供有關信貸資料服務機構的聯絡詳情。

6.	 信用卡之批核須視乎安信之最終決定。獲批之信用限額將由本人名下之所
有安信信用卡共同使用。

7.	 安信銀聯鑽石卡年費為港幣800元。本人明白年費將於申請獲成功批核後
按年記入本人之安信信用卡戶口；而首2年之年費將獲豁免。安信信用卡
之免息還款期長達53天（不包括現金透支）。

8.	 倘若本人獲轉介予安信或安信將本人轉介他人（在法例規定的情況下，先
經本人同意轉介），安信可向有關第三方支付或收取費用或佣金。本人可
要求安信提供有關安排的詳情。

9.	 安信保留隨時取消迎新優惠及	/	或修改其有關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毋須作
出任何通知。如有任何爭議，安信擁有最終決定權。

10.	持卡人協議與本申請表內任何部份所概述的條款及細則如有任何不相符之
處，應以前者為準。

星旅全年簽賬優惠條款及細則

1.	 星旅全年簽賬優惠（「全年簽賬優惠」）只適用於由2020年1月1日至2020
年12月31日期間（包括首尾兩日）（「推廣期」）成功申請星旅銀聯鑽石卡
（「安信信用卡」）之客戶。

2.	 簽賬要求之合資格零售簽賬金額只包括所有已入賬之零售購物金額，	包括
所有已入賬之本地及/	或海外零售簽賬金額及	/	或八達通自動增值金額及	/	
或網上消費金額，但並不包括（但不限於）現金透支金額、信用卡費用（包
括年費、利息	/	財務費用、逾期費用、超逾信用額手續費、現金透支手續
費及其他費用）、賭場交易金額、任何金錢	/	電子貨幣轉賬（包括但不只限
於個人對個人（P2P）支付服務或流動裝置	/	應用程式	/	電子轉賬平台）/	充
值電子錢包、優惠套現金額、現金分期、分期金額、未入賬	/	取消	/	退回	/	
偽造之交易金額及所有未經授權之交易金額，及不包括於香港中國旅行社
之簽賬（「合資格零售簽賬」）。所有認可交易概以安信記錄為準。所有合資
格零售簽賬概以安信	/銀聯國際組織界定之商戶編號釐定，並且不時作出
修訂，而不作另行通知。安信對合資格零售簽賬有絕對酌情權及最終決定
權。

3.	 合資格客戶須由開戶日起計的12個月內（包括首尾兩日）(「簽賬期」)累積
合資格零售簽賬達HK$50,000	(不包括於香港中國旅行社之簽賬)	（「簽賬
要求」），方可獲享全年簽賬優惠提升中旅星賞會會員級別由原有的金星會
員提升至鉑星會員。

4.	 全年簽賬優惠將於合資格零售簽賬金額達到簽賬要求後及在簽賬期完結後
的4	個月內獲提升至中旅星賞會鉑星會員。每位合資格客戶於簽賬期只可
獲享全年簽賬優惠一次。安信將通過手機短訊通知成功晉升成為中旅星賞
會鉑星會員的合資格客戶。如客戶於獲享全年簽賬優惠前已成為中旅星賞
會鉑星會員或有效級別高於鉑星會員，合資格客戶將不能再獲享全年簽賬
優惠。中國旅遊集團公司為中旅星賞會之服務供應商，如對中旅星賞會之
服務或宣傳單張內任何上述資料的準確性有任何查詢、申索或投訴，應直
接向有關服務供應商提出。安信對此不承擔任何責任。有關中旅星賞會級
別詳情，請瀏覽中旅星賞會網頁http://www.ctssr.com/startour-rewards/
terms-and-condition

5.	 合資格客戶之安信信用卡戶口於獲享全年簽賬優惠時，須仍然有效及信貸
狀況良好。如因任何理由取消安信信用卡戶口，全年簽賬優惠將被即時取
消，但客戶可繼續保留中旅星賞會會員的資格及當時的會員級別。

6.	 在合資格客戶獲享全年簽賬優惠前或後，如用作計算全年簽賬優惠之有關
合資格零售簽賬被取消或退回，安信有權取消將獲提升或已獲提升之中旅
星賞會會員級別而毋須另行通知。

7.	 安信保留隨時修改或取消以上計劃及/	或修改有關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毋
須另行通知。如有任何爭議，安信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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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閣下宜仔細閱讀以下安信信用卡持卡人協議主要條款及細則之摘要，並須細閱
及注意安信信用卡持卡人協議（「持卡人協議」）全文（如下文與持卡人協議全
文有任何不符，概以持卡人協議全文為準），詳情可參閱www.primecredit.
com︰

1.	 本人在從安信收到信用卡時當立即在卡上簽名並按安信指定方式啟動新卡
（只適用於實體信用卡）。

2.	 本人在任何時候均須竭誠及小心保管本人之安信信用卡及私人密碼	(包括
任何保安資料)，及將該私人密碼妥善保管及保密，不容許任何人士使用
或取得該信用卡和私人密碼，不應選用易於猜測的數字作為私人密碼（例
如香港身分證號碼、出生日期、電話號碼或其他容易獲取的個人資料），
不應將私人密碼接駁其他服務（如接連互聯網或其他網址）。安信不會因本
人私人密碼外洩產生之任何損失或損害作出賠償。

3.	 本人須對使用信用卡或有關信用卡的卡號進行的所有交易負責（包括所有
相關費用及收費）。

4.	 本人可選擇取消超出限額之信貸服務。如本人未有表明不接受臨時信用限
額（如適用），本人將視作同意安信為信用卡給予臨時信用限額。當信用卡
賬戶之現有結欠超出信用限額（除了所有費用及收費外），本人便須支付超
逾信用額之費用。即使安信已接納本人取消超出限額之信貸服務的要求，
某些超出信用限額的信用卡交易仍可能被容許，包括並非被安信即時處理
或毋須安信授權而可進行的信用卡交易如（i）八達通自動增值交易及／或
自動轉賬交易；（ii）任何流動或非接觸式付款交易；（iii）獲安信批核但並
非立即入賬的信用卡交易；（iv）入賬金額超出交易金額的交易，例如就外
幣交易而言，因兌換匯率波動而引致或商戶丶安信或有關卡組織收取的附
加費；（v）未能即時執行的代授權指示；（vi）獲有關卡組織批核入賬信用
卡戶口而可能引致超額的交易。本人須對超出信用限額的信用卡交易及任
何所衍生的費用及收費負責。如欲查詢上述安排及現行之超逾信用額費
用，本人可致電安信信用卡客戶服務熱線。

5.	 倘若在任何月結單上所列明的最低付款額並未在到期繳款日期或之前繳
付，則本人須繳付相關的財務費用及逾期費用。儘管月結單上訂明最低付
款額及到期繳款日期，安信可隨時要求本人立即償還信用卡賬戶的所有欠
款或暫停信用卡的使用。

6.	 倘安信在月結單截數日起計60天內並無收到本人的通知說明月結單所載
的詳情不正確或發現未經授權信用卡交易，則本人須視作已接納月結單所
載的所有詳情並受月結單約束。

7.	 本人若不接受安信提出任何對持卡人協議的修訂，可於修訂生效日前終止
信用卡服務。

8.	 本人須負責繳付安信因追討款項及強制執行持卡人協議所產生之合理費用
及支出，包括但不限於追討代理人費用及／或律師之合理收費及支出。

9.	 本人的信用卡或私人密碼(包括任何保安資料)如遺失、被竊、外洩或遭未
經授權使用，本人應從速報告安信，並儘快更改私人密碼或任何與本人信
用卡相關的保安資料。如身處海外，本人應通知有關卡機構國際組織（按
情況適用）的任何成員並須盡快更改私人密碼。若本人按上述從速報告予
安信及/或有關卡機構國際組織信用卡遺失或私人密碼遺失、被竊、遭未
經授權使用或外洩，則本人就未經授權的交易（但不包括現金透支）須承
擔的責任最高為每張卡港幣500元。此最高責任款額不適用於本人在
知情的情況下（不論是否自願）容許第三方使用或取得本人的信用卡、私
人密碼或任何與本人信用卡相關的保安資料；或本人就使用或保管信用
卡、私人密碼或與本人信用卡相關的保安資料有欺詐行為故意失責、或嚴
重疏忽；或本人未有採取安信就使用或保管信用卡或私人密碼不時建議的
任何安全防範措施，可能被視為本人的疏忽，則本人需全數負責及承擔所
有未經授權的交易金額。

10.	本人明白安信有權不時提供附加服務及信貸服務予本人或修改現有關於信
用卡及私人密碼的使用，包括附加條款及細則。由安信所提供的其他服務
(包括客戶服務熱線服務及電子服務)之使用受相關的條款及細則約束，安
信可不時修改及附加。如果本人使用相關服務，即同意受其約束。	本人同
意安信能自行酌情決定接受或拒絕本人的指示。	安信不須就本人因安信執
行或拒絕按照指示而遭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或承擔任何責任。

11.	有關港中旅集團忠誠客戶獎勵計劃的條款與細則(包括當中載列之個人資
料收集的條款與細則及直接促銷)之詳情，請瀏覽中旅星賞會網頁http://
www.ctssr.com/startour-rewards/terms-and-condition

12.	若本人需更改個人資料或直接促銷途徑，本人須同時分別向中旅及安信提
供更新的資料。

13.	中旅星賞會的會籍將於信用卡成功申請後的3	個月內生效。中旅星賞會的
會籍或港中旅集團忠誠客戶獎勵計劃的條款與細則可隨時更改而毋須事先
通知，有關條款及細則之詳情，請瀏覽中旅星賞會網頁http://www.ctssr.
com/startour-rewards/terms-and-condition。無論本人現在是否中旅星賞
會會員，當星旅銀聯鑽石卡獲批後，客戶將獲提供新的中旅星賞會會員號
碼，該號碼將會列印在星旅卡上(若閣下是現有中旅星賞會會員，現有之
有效會員號碼仍可並存使用)。

	安信星旅銀聯鑽石卡重要收費撮要
（生效日期：2019年1月1日）								

 利息及財務費

零售購物實際年利率 41.45%，安信會不時對持卡人之零售購物實
際年利率作出檢討。如持卡人的月結單之總結欠
於到期繳款日或之前尚未全數清還，持卡人便須
按以下項目繳付財務費用：（i）未償還之月結單結
欠將由到期繳款日前一個月結單截數日期起，按
每日計算直至全數清還為止；及（ii）所有在到期
繳款日前一個月結單截數日期後入賬的新交易，
從入賬日起計算財務費用直至全數清還為止。

現金透支實際年利率 47.90%，安信會不時對持卡人之現金透支實
際年利率作出檢討。利息將按照每次現金透支的
未付清餘額，由有關的交易指示日期開始按日計
息，直至全數付清之日為止。

拖欠實際年利率 不適用

免息還款期 長達53天

最低付款額 為港幣50元或以下所有項目之總額（以較高者
為準）：
（i）已發單的全數財務費用以及其他利息與收費
總額；（ii）月結單總結欠的1%（不包括全數財務
費用以及其他利息與收費總額）；（iii）逾期款項
（如適用）；（iv）超逾信用額之全數金額（如適
用）

收費項目

年費 港幣800元

現金透支手續費 現金透支交易額之3.5%或港幣100元(以較
高者為準)

外幣簽賬費用 豁免外幣簽賬手續費

逾期費用 最低付款額或港幣250元（以較低者為準）

超逾信用額費 每期港幣180元

退回授權直接轉賬費 每項港幣150元

安信保留根據客戶之戶口記錄並不時發出通知更改利率及收費的權利。安信可
不時通知客戶修改上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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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貸、理財、保險、信用卡及相關服務及產品；
 獎賞、獎勵或優惠計劃及相關服務及產品；
 安信品牌合作夥伴提供之服務及產品（該等品牌合作夥伴名稱會於
 有關服務及產品的申請表格上列明，視情況而定）；及
 為慈善及/或非牟利用途的捐款及捐贈； 

上述服務、產品及促銷標的可能由安信及/或下列各方提供或（就其他
推廣活動、捐款及/或捐贈而言）徵求：

 第三方金融機構、承保人、信用卡公司；
 第三方獎賞、客戶或會員、合作品牌或優惠計劃供應商；
 安信之品牌合作夥伴（該等品牌合作夥伴名稱會於有關服務及產品
 的申請表格上列明，視乎情況而定）；及
 慈善或非牟利機構；

除由安信促銷上述服務、產品及促銷標的以外，安信亦擬將以上(g)(i)段
所述的資料提供予以上(g)(iii)段所述的全部或任何人士，以供該等人士
在促銷該等服務、產品及促銷標的中使用，而安信為此用途須獲得

書面同意（包括表示不反對）；
安信可能因如以上(g)(iv)段所述將資料提供予其他人士而獲得金錢或其
他財產的回報。如安信會因提供資料予其他人士而獲得任何金錢或其他
財產的回報，安信會於以上(g)(iv)段所述徵求 同意或不反對
時如是通知 。  

安信會對其持有的 資料予以保密，但可就(d)段列出的用途把
該等資料提供、轉移或 給（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或境外的）下述任何一
方或多方：

就 的建立、運作、維持或提供而向安信提供行
政、電訊、電腦、支付或其他服務的任何代理人、承辦商或第三方服
務供應商；
對安信有保密責任的任何其他人士；
向出票人提供已付款支票副本（其中可能載有收款人的資料）的付款
銀行；
信貸資料服務機構及（如有違約事件）收數公司；
根據對安信有約束力或適用於安信之任何法例或規例的規定，或根據
並為施行由規管安信之任何法律、監管、政府、稅務、執法或其他
機關，或金融服務供應商的自律監管或行業組織或協會作出或發出的
並期望安信遵守的任何指引或指導，或根據安信向本地或外地的法
律、監管、政府、稅務、執法或其他機關，或金融服務供應商的自律
監管或行業組織或協會的任何合約或其他承諾（以上不論於香港特別
行政區境內或境外及不論目前或將來存在的），而有義務或以其他方
式被要求向其 該等資料的任何人士；
和 已有或擬有業務往來的任何金融機構及商業收購公司；
安信全部或任何部份業務及/或資產的任何實際或潛在承讓人，或安信
對 的權利的參與人、附屬參與人或受讓人；
提供或擬定提供擔保或第三方抵押，從而擔保或抵押 之義
務的任何方；及/或

 第三方金融機構、保險公司、信用卡公司及有關服務供應商；

資料

資料當事人
資料當事人

(1)
(2)
(3)

(4)
(iii)

(1)
(2)
(3)

(4)
(iv)

(v)
當事人

 或須不時就下列事宜向安信提供有關資料：
開立或運作 ；
建立或維持信貸融通；及/或
建立或運作或提供由安信或透過安信供應的產品或服務（包括信
貸、信用卡、理財及/或保險以及與該等產品及服務相關的產品及
服務）;

（統稱 ），及/或
安信接受的物資及服務。

若未能向安信提供該等資料，可能會導致安信無法建立、維持或向
提供 。

於安信日常業務過程中與或透過安信進行交易時，安信亦會收
集 的資料，例如當 簽發支票或存款或透過信用卡進
行交易時。

的資料可能用於以下任何一項或多項用途：
處理 建立 的申請（包括評估

申請的成功機會及/或合適性）；
運作、維持及向 提供 ；
對 進行信貸調查（無論是就 申請，抑
或是每年的定期或特別檢討期間（通常一次或多於一次））；
建立及維持安信的信貸評分模式；
協助其他金融機構進行信貸調查及追討債務；
保存 的信貸記錄，以供目前及今後參考；
確保 維持可靠信用；
設計 使用的信貸、信用卡、理財、保險服務或有關產品；
推廣服務、產品及其他促銷標的（更多詳情請參閱(g)段）；
確定欠付 或其所欠的負債款額；
執行 所負義務，包括但不限於向 及就其義務提
供扺押的人士追收欠款；
履行或遵守適用於安信的任何資料 及使用義務、規定或安排，或根
據以下內容應當遵守的義務、規定或安排：

不論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或境外及不論目前或將來存在的對其具
法律約束力或適用的任何法律或規例； 
不論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或境外及不論目前或將來存在的任何法
律、監管、政府、稅務、執法或其他機關，或金融服務供應商的自
律監管或行業組織或協會作出或發出的任何指引或指導； 
安信因其位於或跟相關本地或外地的法律、監管、政府、稅務、執
法或其他機關，或自律監管或行業組織或協會的司法管轄區有關的
理財、商業、業務或其他利益或活動，而向該等本地或外地的法
律、監管、政府、稅務、執法或其他機關，或金融服務供應商的自
律監管或行業組織或協會承擔或被彼等施加的任何目前或將來的合
約或其他承諾；

履行或遵守在安信為符合制裁或預防或偵測清洗黑錢、恐怖分子融資活
動或其他非法活動的任何方案就於安信內共用資料及資訊及/或資料及
資訊的任何其他使用而指定的任何義務、要求、政策、程序、措施或安排；
供安信全部或任何部份業務及/或資產的實際或潛在承讓人，或安信對 

 的權利的參與人或附屬參與人衡量有關轉讓、參與或附屬參
與所涉交易；及/或
與上述用途有關的任何其他用途。

(a)
(i)   (1)

(2)
(3)

(ii)
(b)

(c)

(d)
(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ix)
(x)
(xi)

(xii)

(1)

(2)

(3)

(xiii)

(xiv)

(xv)

資料當事人
戶口

信貸融通、產品及服務

披露

資料當
事人
資料當事人
資料當事人

資料當事人

資料當事人

信貸融通、理財產品及服務

資料當
事人

資料當事人

資料當事人

資料當事人

資料當事人
資料當事人
資料當事人

資料當事人
資料當事人

資料當事人

資料當事人

信貸融通、產品及服務

信貸融通、產品及服務
信貸融通、產品及服務

資料當事人

披露

披露

資料當事人

資料當事人

資料當事人

信貸融通、產品及服務

(e)

(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ix) (1)

 第三方獎賞、獎勵、合作品牌及優惠計劃供應商；
 安信之合作品牌夥伴（該等合作品牌夥伴名稱會於有關服務及產品
 的申請表格上列明，視情況而定）； 
 慈善或非牟利機構；及
 就以上(d)(ix)段列明的用途而被安信任用之外部服務供應商（包括
 但不限於寄件中心、電訊公司、電話促銷及直銷代理人、電話中
 心、資料處理公司及資訊科技公司）。

該等資料可能被轉移至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外。
就 （ ）於2011年4月1日當日或以後申請的按揭有關
的資料，安信可能會把下列與 有關的資料（包括不時更新
任何下列資料的資料）以安信及/或代理人的名義提供予信貸資料服務
機構： 

 全名； 
 就每宗按揭的身分（即作為借款人、按揭人或擔保人，及以

本人單名或與 其他人士聯名方式）； 
 香港身分證號碼或旅遊證件號碼；
 出生日期； 
 通訊地址； 
 就每宗按揭的按揭戶口號碼； 
 就每宗按揭的信貸融通種類； 
 就每宗按揭的按揭戶口狀况（如有效、已結束、已撇帳（因破產令
 導致除外）、因破產令導致已撇帳）；及
 就每宗按揭的按揭戶口結束日期（如適用）。

信貸資料服務機構將使用上述由安信提供的資料統計 （分
別以借款人、按揭人或擔保人身分，及以 本人單名或與其
他人士聯名方式）不時於香港信貸提供者間持有的 ，並存於
信貸資料服務機構的個人信貸資料庫內供信貸提供者共用（須受根據
條例核准及發出的《個人信貸資料實務守則》的規定所限）。
安信可於以下期間不時查閱信貸資料服務機構持有的 ：
 考慮 （ ）提交的按揭貸款申請；

 檢討出現拖欠還款超過60日的欠賬的任何已向 （  
 ）提供或擬提供的信貸融通（包括按揭貸款），以便安信就該 
 信貸融通制訂任何債務重組、重新安排或其他還款條件修訂；
 當安信與 因 就信貸融通拖欠還款而已制訂任
 何債務重組、重新安排或其他還款條件修訂時，檢討任何已向  
 （ ）提供或擬提供的信貸融通（包括按揭貸款），
 以便推行上述債務重組安排；及/或
 檢討任何已向 （ ）提供或擬提供的信貸融
 通（包括按揭貸款），以便制訂由 提出的任何債務重
 組、重新安排或其他還款條件修訂。

安信可於以下期間（於2013年3月31日之後）不時查閱信貸資料服務
機構持有的 ：

 檢討及續批向 （ ）提供或擬提供的按揭貸
 款；及/或
 考慮 （除了按揭人， ）提出的信貸融通（不包
 括按揭貸款）申請，及/或檢討或續批已向 （除了按揭人，
 ）提供或擬提供的任何融通（不包括按揭貸款），前
 提是在上述任一情形下，該等信貸融通的額度不少於由一個個人
 資料私隱專員不時指定或決定的水平或機制釐定的水平。

在直接促銷中使用資料
安信擬把 資料用於直接促銷，而安信為該用途須獲得

同意（包括表示不反對）。就此，請注意：
安信可能把安信不時持有的 姓名、詳細聯絡方式、產品及服
務組合資料、交易模式及行為、財務背景及人口統計數據用於直接促銷； 
可用作促銷下列類別的服務、產品及促銷標的：

(2)
(3)

(4)
(5)

(f)   (i)

(1)
(2)

(3)
(4)
(5)
(6)
(7)
(8)

(9)
(ii)

(iii)
(1)
(2)

(3)

(4)

(iv)

(1)

(2)

(g)

(i)

(ii)

按揭宗數

以任何

按揭宗數

資料當

資料

資料當事人

資料當事人

以任何身份

以任何身份

以任何身份

以任何身份

身份

按揭宗數

資料當事人
資料當事人

事人

資料當事人

以任何身份資料當事人

以任何身份

以任何身份

資料當事人
資料當事人

資料當事人 資料當事人

資料當事人
資料當事人

當事人

資料當事人

人
資料當事人 資料當事

資料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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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指有關申請表上指定與閣下的自動增值服務連繫之
閣下賬戶，或由金融機構或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不時通知本公司的其
他賬戶；
「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指自動增值服務賬戶的持有人；
「申請表」指自動增值服務申請表，不論是 (i) 自動增值服務申請
表，(ii) 個人 申請表或 (iii) 載有此項服務申請表的任何其他表格；
「自動增值服務」指在 的儲值達到本公司不時釐定的若干最低款額
時，本公司或代表本公司的服務供應商將會在該 上增加某個金額的
儲值的服務（該增值金額將由本公司不時釐定）；
「認可服務中心」指獲本公司認可代表本公司提供 服務的機構；
「 」指由本公司授權之金融機構所發行、具有 功
能的卡或產品；該卡或產品受發卡金融機構的持卡人協議的條款及細則所
約束。
「發卡條款」指本公司不時修訂並刊發的八達通發卡條款，並可隨時向本
公司索取或於本公司網頁www.octopus.com.hk下載；

(本協議適用於附設在香港金融機構的銀行賬戶或所發出之信用卡的自動增值
服務)

本協議於2012年6月25日起生效，並只適用於八達通卡有限公司（「本公
司」）選定並備有連繫於金融機構的銀行賬戶或所發出之信用卡的自動增
值服務的八達通卡或產品。有關附設於其他實體的銀行賬戶或所發出之信
用卡的自動增值服務，請參閱其他不時訂定的適用協議。

本自動增值協議乃閣下（即本公司自動增值服務的使用者，不論是
持有人或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與本公司訂立之關於使用本公司自
動增值服務的合約。本公司乃八達通卡或產品（產品包括 (a) 含有本公司科
技的消費品項目，如手錶、手機殼及匙扣等；以及 (b) 任何含有本公司科技
的電子錢包）（以下稱為「 」）的發行商。
本協議說明在申請及使用自動增值服務時，本公司須向閣下承擔的義務，
以及閣下須向本公司承擔的義務。

本協議所用的部分詞語現說明如下：

， 就個人資料而言， 包括 由該等資料推斷出的資訊。
，指不論以借款人、按揭人或擔保人身份，以及不論以

本人單名或與其他人士聯名之方式。
，指 （ ）不時於香港信貸提供者間持有的按

揭貸款宗數。
若英文版本與中文版本之間有任何不一致之處，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2013年4月

在本通知中，除非與上下文不符或另有其他規定，否則 須具有如下含義:
，指就安信可能不時提供予 的各項 ， 

而不時開立及/或維持的 。
包括 的申請人、客戶、客戶配偶、抵押提

供者、審查人、企業職員及經理、供應商、代理人、承辦商、服務供應商及
其他合約對手以及與或透過安信進行交易的任何第三方。

斜體字

資料當事人 信貸融通、產品及服務

資料當事人戶口
戶口

信貸融通、服務或產品

根據條例的條款及據條例核淮和發出的《個人信貸資料實務守則》，任何
有權：

查問安信有否持有其資料及/或能夠查閱該等資料；
要求安信改正任何有關其不準確的資料；
查明安信對於資料的政策及程序並獲悉安信所持及/或他/她能夠查閱
之個人資料的種類；
要求獲告知那些資料會被例行 予信貸資料服務機構或收數公
司，並獲提供進一步資料，藉以向有關信貸資料服務機構或收數
公司提出查閱和改正資料的要求；及
對於安信向信貸資料服務機構提供的任何 資料（為免產生疑問，
包括任何 還款資料），於悉數清償欠款而終止 時，指示安信
向信貸資料服務機構要求從資料庫刪除有關 資料，惟是項指示須
於終止 後五年內提出，而該 在緊接終止之前五年內，並無拖
欠還款超過60天的記錄。 還款資料包括上次到期的還款額、上
次報告期間所作還款額（即緊接安信上次向信貸資料服務機構提供

資料前不超過31天的期間）、剩餘可用信貸額或未償還數額及欠款
資料（即過期欠款額及逾期還款日數、清還過期欠款的日期和悉數清
還拖欠超過60天的欠款的日期（如有））。

如出現關於 的拖欠還款情況，除非拖欠金額在自出現拖欠之日起
計60天屆滿前被悉數清還或撇賬（因破產令悉數清還或撇賬者除外），
否則信貸資料服務機構可保留該 還款資料（定義見上文第(h)(v)
段），直至自欠款悉數清還之日起計滿五年為止。
如 因被頒布破產令而導致其 中的任何金額被撇賬，則不論
其 還款資料（定義見上文第(h)(v)段）是否顯示有拖欠還款超過60
天的記錄，信貸資料服務機構均可保留該 還款資料，直至自欠款
悉數清還之日起計滿五年為止，或自 提出證據通知信貸資料服
務機構其已獲解除破產令之日計滿五年為止（以較早者為準）。
根據條例的條款，安信有權就處理任何查閱資料的要求收取合理費用。
在不限制前述條文的一般性的原則下，安信可為檢討下列任何事宜的
目的，而不時查閱信貸資料服務機構所持的 個人及 資
料或記錄，而該等事宜涉及向 提供或該 擔保其
義務之第三方的現有信貸融通：

增加信用額；
縮減信貸（包括取消信貸或減低信用額）；及
與 或該第三方展開或實行債務安排計劃。

安信或向信貸資料服務機構查閱有關客戶的信貸報告用以考慮
之任何信貸申請。若 有意索取有關信貸報告，安信將會告知相
關信貸資料服務機構的聯絡詳情。
安信或前文(e)條所指從安信取得有關資料的任何人士可在或可向其認為合
適的國家處理、保存及轉移或 的資料。有關資料亦可根據該
國當地的慣例和法例、規則和規例（包括任何政府措施和指令）而處理、保
存、轉移或 。
任何關於查閱或改正安信所持資料、索取安信資料政策及常規的資料或所持
有的資料種類的要求，應向下列人士提出：
安信信貸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郵政信箱23207號
資料保障主任
電話： 2163 0201
傳真： 2134 3377
本通知不會限制 在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下所享有的權利。

(h)

(i)
(ii)
(iii)

(iv)

(v)

(i)

(j)

(k)
(l)

(i)
(ii)
(iii)

(m)

(n)

(o)

(p)

資料當事人

資料當事人

披露

資料當事人

資料當事人
資料當事人

資料當事人

資料當事人

資料當事人

資料當事人
資料當事人

資料當事人

戶口

戶口 戶口
戶口

戶口

戶口

戶口
戶口

戶口

戶口

口
戶

戶口
戶口

戶口

披露

披露

披露
以任何身份

披露
資料當事人

以任何身份按揭宗數 資料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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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三張）申
請自動增值服務，但須分別透過不同的金融機構辦理。
申請人於申請自動增值服務時，均須持有 。而申請人使用

時的自動增值費用，則會於自動增值服務賬戶內扣除。

申請人須於此申請表內填上其現持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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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須前往有關車站內之客務中心或售票
處啟動自動增值功能。若申請人是首次申請或曾取消八達通自動
增 值 服 務 ， 申 請 人 須 前 往 指 定 地 點 啟 動 或 重 新 啟 動 自 動 增 值
功能。
所有附有自動增值功能之 均不得轉讓予他人或借給他人使用。
如申請人持有有學生身份記錄之個人 ，申請人可用本申請表申請
自動增值服務。如申請人希望將學生身份記錄於個人 上，則必須
透過所就讀學校或有關交通機構（如指定車站之港鐵客務中心）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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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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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八達通卡有限公司則會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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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申請人正在使用附有自動增值功能的 ，而欲為第二或第三張從
未曾啟動自動增值功能的 申請自動增值服務，八達通卡有限公
司則會豁免收取申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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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八達通
卡有限公司繳付有關費用。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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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卡條款」的本文可向八達通卡有限公司索取或於八達通卡有
限公司網頁www.octopus.com.hk下載。

閣下同意如遺失附有自動增值功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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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
或該 持有人的 已經報失，此項 報失服務將保障自動增值
賬戶持有人及/或該 持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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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欲申請自動增值服務，申請人必須向八達通卡有限公司提供其個人資
料。若申請人未能根據本申請表提供所需的個人資料，八達通卡有限公司
將無法向其提供自動增值服務。每位申請人授權安信向八達通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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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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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 附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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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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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甲)

(乙)

3.
(甲)

(乙)
(丙)

(丁)

4.
(甲)

(乙)

(丙)

5.

6.

7.

8.

1.

2.

3.

4.

就八達通自動增值協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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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持有人」即指此申請表內所指的 使用者，而其可能是自動
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或將其 連繫到其家人或朋友名下之自動增值
服務賬戶之人士。

1.

八達通八達通
八達通

八達通
八達通

八達通 八達通 八達通
八達通 八達通

八達通

八達通

八達通
八達通

通

八達通
八達通

八達通

八達通
八達通

八達通

八達通 八達

八達通

申請條款

八達通

八達通

八達通自動增值協議
（本協議適用於附設在香港金融機構的銀行賬戶或所發出之信用卡的自動增
值服務）

請注意第33-40條有關閣下的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1.	 本協議於2016年11月13日起生效，並只適用於本公司選定並備有連繫於
金融機構的銀行賬戶或所發出之信用卡的自動增值服務的八達通。有關附
設於其他實體的銀行賬戶或所發出之信用卡的自動增值服務，請參閱其他
不時訂定的適用協議。

簡介
2.	 本自動增值協議乃閣下（即本公司自動增值服務的使用者，不論是八達通
持有人或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與本公司，八達通卡有限公司，訂
立之關於使用本公司自動增值服務的合約。本公司乃八達通的發行商。

3.	 本協議說明在申請及使用自動增值服務時，本公司須向閣下承擔的義務，
以及閣下須向本公司承擔的義務。

釋義與通則
4.	 本協議所用的部分詞語現說明如下：
	 「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指有關申請表上指定與閣下的自動增值服務連繫之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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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賬戶，或由金融機構或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不時通知本公司的其他
賬戶；

	 「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指自動增值服務賬戶的持有人；
	 「申請表」指自動增值服務申請表，不論是	(i)	八達通自動增值服務申請
表，(ii)	個人八達通申請表或	(iii)	載有此項服務申請表的任何其他表格；

	 「自動增值服務」指在八達通的儲值金額達到本公司不時釐定的若干最低
款額時，本公司或代表本公司的服務供應商將會在該八達通上增加某個金
額的儲值金額的服務（該增值金額將由本公司不時釐定）；

	 「認可服務中心」指獲本公司認可代表本公司提供八達通服務的機構；
	 「銀行聯營八達通」指由本公司授權之金融機構所發行，附有由該金融機
構提供的銀行及／或付款功能，並包含八達通儲值支付工具以用於透過八
達通收費系統作出付款之卡或產品；該卡或產品受發卡金融機構的持卡人
協議的條款及細則所約束。

	 「發卡條款」指本公司不時修訂並刊發的八達通發卡條款，並可隨時向本
公司索取或於本公司網頁www.octopus.com.hk下載；

	 「金融機構」指在銀行業條例（香港法例第155章）監管下或根據放債人條
例（香港法例第163章）領有牌照之管理自動增值服務賬戶的實體，通常
是銀行、金融服務公司或信用卡發卡公司；

	 「儲值金額」指八達通（不包括工具按金）內的剩餘儲值；
	 「香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八達通」指本公司按發卡條款所提供實體形式的儲值支付工具卡及產品	；
	 「八達通持有人」指八達通使用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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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達通收費系統」指本公司維持及運作的收費系統；
	 「本公司賬戶」指任何本公司不時向金融機構指定的本公司銀行賬戶；
	 「服務供應商」指會在閣下出示閣下的八達通時提供服務，並經本公司批
准的任何交通營運商、零售商（包括但不限於：超級市場、便利店、食肆
及快餐店、食品店、其他消費品商店如藥物及化妝品店、書店、報攤、文
具及禮品店、配飾店、商場、服裝店、電訊公司）、娛樂／康樂／運動設施
供應商、教育機構、政府相關業務實體、建築物門禁系統服務供應商、自
助服務（例如自動售賣機／自助服務站／照相亭／電話亭）、網上付款及流
動支付平台供應商或其他經本公司批准在閣下出示閣下的八達通時提供服
務者。有關服務供應商須清楚展示八達通標誌；及

	 「工具按金」指按發卡條款所繳付的按金，作為八達通的抵押。
5.	 如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與八達通持有人並非同一人，則自動增值
服務賬戶持有人與八達通持有人須根據本協議共同及個別地向本公司承擔
責任，包括（但不限於）自動增值服務在八達通上所增加的儲值金額，
除非八達通持有人是未成年人或未獲法律行為能力的人（在此情況下，
此八達通持有人的家長或監護人及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須共同及個
別地向本公司承擔責任）。

6.	 八達通持有人同意遵守發卡條款，除非另備條款，否則本協議應與「八達
通發卡條款」的釋義相同。若本協議與發卡條款之間有任何抵觸，應以本
協議為準。

7.	 本協議的中文譯本僅供參考。若英文本與中文譯本之間有任何歧異，則以
英文本為準。

自動增值服務
8.	 本公司將有權向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及／或八達通持有人收取申請自
動增值服務的費用。本公司將會不時釐定及公佈有關費用。

9.	 凡年齡在本公司不時公佈之最低年齡以上的人士，均可使用自動增值服
務。然而，在特殊情況下，本公司保留無需給予任何理由而不接受任何
自動增值服務申請的權利。

10.	八達通持有人於申請自動增值服務後及於該服務有效期間，不得將其八
達通轉讓予其他人。

11.	在正常情況下，本公司將會盡力確保自動增值服務運作如常，但礙於自
動增值服務之運作須視乎金融機構及服務供應商的本身系統及運作，以
及網絡、電力、氣候及其他條件及情況而定，而有關因素超越本公司的
控制範圍，故本公司不能對此作出保證。

12.	本公司將保留無需說明理由而取消或暫停閣下的自動增值服務的權利，但
本公司將會採取合理措施，藉以減低對閣下造成的不便。

13.	本公司可全權決定限制自動增值服務在任何一天或任何期間內為八達通內
的儲值金額增值的金額。

14.	本公司將會採取合理措施，確保本公司與八達通有關的交易紀錄均屬真實
準確。本公司的紀錄，將作為自動增值服務為八達通所增加的儲值金額及
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及／或八達通持有人所欠本公司的款項的確證，
除非有關紀錄存在明顯的錯誤。

直接提款
15.	當八達通內的儲值金額透過自動增值服務增加任何金額後，自動增值服務
賬戶持有人及八達通持有人即欠下本公司相同金額的港元。

16.	本公司有權直接指示金融機構或通過本公司委托的任何金融機構將自動增
值服務賬戶持有人及八達通持有人所欠本公司之款項從自動增值服務賬戶
轉入本公司賬戶，而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須授權金融機構遵從有關指
示。

17.	對於金融機構向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所收取的任何費用或收費，本公
司概不承擔責任，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須承擔有關費用及收費。

18.	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及／或八達通持有人須確保自動增值服務賬戶備
有足夠金額或信貸安排，讓金融機構能遵從本公司就該自動增值服務賬戶
所發出的指示。

19.	本公司保留就提供自動增值服務向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及／或八達通
持有人收取合理費用的權利。

無法履行指示
20.	若由於自動增值服務賬戶內未有足夠金額或信貸安排或其他原因，導致金
融機構未能遵從本公司就該自動增值服務賬戶發出的指示，則：
(a)	 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及八達通持有人須即時償還自動增值服務賬
戶持有人及八達通持有人所欠本公司的任何款項；

(b)	本公司有權向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及八達通持有人收取合理手續
費及將八達通內的儲值金額（如有的話）用作支付自動增值服務賬戶
持有人及八達通持有人所欠本公司的任何款項（包括有關手續費在
內）。

21.	若八達通內的儲值金額不敷支付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及／或八達通持
有人所欠本公司的款項，除了其他補償方法之外，本公司亦有權即時取
消八達通及自動增值服務及沒收工具按金（如適用），並毋須通知自動增
值服務賬戶持有人或八達通持有人。該八達通一經註銷，將無法重新啟
動。

取消自動增值服務
22.	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及／或八達通持有人（銀行聯營八達通持有人除
外，請參考以下第22A條）可聯絡本公司或金融機構，申請取消自動增值
服務。如本公司接納申請，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及／或八達通持有
人，須按照本公司的指示取消有關的八達通的自動增值服務。如該八達通
的自動增值並沒有按照本公司的指示而取消，本公司有權立即註銷有關的
八達通及其自動增值服務，並沒收其按金（如適用）而毋須事先通知該自
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或八達通持有人。該八達通一經註銷，將無法重新
啟動。

22A.	如閣下持有銀行聯營八達通，閣下或發卡的金融機構可根據閣下與發卡的
金融機構之間的持卡人協議條款，申請註銷閣下的銀行聯營八達通。當接
獲發卡的金融機構的通知，我們將註銷有關銀行聯營八達通的自動增值服
務。

23.	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及八達通持有人須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取消自動增
值服務生效之時或之前因使用自動增值服務而欠本公司的款項。在取消任
何八達通的自動增值服務生效之前及／或之後，本公司均有權直接指示金
融機構或通過本公司委任的任何其他金融機構，從自動增值服務賬戶內扣
除取消自動增值服務生效之前因進行自動增值服務交易而須付給本公司的
所有款項，並將該款項轉入本公司賬戶。

24.	本公司保留為處理取消自動增值服務的事宜向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
及／或八達通持有人收取合理手續費的權利。

彌償
25.	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及八達通持有人應共同及個別地同意就本公司因
向金融機構發出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有關的任何指示而蒙受、承受或產生
（視乎情況而定）的一切訴訟、法律程序、債務、申索、損失、損害及合
理費用及支出（包括一切合理的法律支出）向本公司作出彌償，除非上述
是因本公司明顯犯錯所致，則作別論。

風險與責任
26.	如非由於本公司明顯犯錯之原因，金融機構從自動增值服務賬戶轉賬到本
公司賬戶的金額超過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及或八達通持有人須付給本
公司的實際金額，本公司概不為因而產生的任何損失或損害承擔責任。在
不抵觸下文第41條的情況下，本公司只需將有關差額款項退還自動增值
服務賬戶持有人。

27.	在不抵觸上文第26條的情況下，對於金融機構或其僱員或代理人的任何
作為、行為、遺漏或疏忽，本公司概不負責，除非該等作為、行為、遺漏
或疏忽是按照本公司明確指示作出或不作出者，則作別論。

28.	本公司有權採取適當的行動，藉以執行或行使本協議規定的本公司權利，
而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及八達通持有人須共同及個別地全數彌償本公
司因任何有關行為而產生的一切合理費用及支出（包括一切合理法律費用
及支出）。

29.	本公司有權聘用任何人士或公司執行或行使本協議規定的本公司權利，對
於有關人士或公司（除追討欠賬公司外）或其各自僱員的任何作為、行
為、遺漏或疏忽，本公司概不承擔責任或負責，除非該等作為、行為、遺
漏或疏忽是按照本公司明確指示作出或不作出者，則作別論。

30.	在本公司遵守所有適用於轉讓債權的相關法律，法規及守則的情況下，本
公司有權向任何人士或公司（「承讓人」）轉讓或以其他方式轉移自動增值
服務賬戶持有人及或八達通持有人所欠本公司任何款項，本公司毋須為承
讓人所作出的任何行為負上法律責任。

報失八達通
31.	所有自動增值服務客戶，均獲提供八達通報失服務。如八達通持有人遺失
八達通，或八達通被竊，該持有人須立即通知本公司；但如閣下的八達通
屬銀行聯營八達通，則應聯絡發卡的金融機構。在本公司收到失卡報告
後，本公司將會在指定的期間（「通知期間」）之後，取消及停用該八達
通。本公司將會不時規定及公佈有關通知期間。在八達通取消之後，該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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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通將無法重新使用。此項八達通報失服務可保障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
人及八達通持有人的八達通尚有儲值金額以及經自動增值服務增值至儲值
金額之款項於通知期間以後免受損失。

32.	若根據上文第31條的規定取消八達通，本公司會根據八達通收費系統的
紀錄，將八達通的工具按金（如適用）及儲值金額（如有）退還八達通持有
人。如閣下的八達通的儲值金額為負值，本公司有權於通知期間結束時在
工具按金中扣除，並將此結算後出現的負值儲值金額再於自動增值服務賬
戶中扣除。本公司有權為提供此項八達通報失服務而向自動增值服務賬戶
持有人及／或八達通持有人收取本公司不時釐定及公佈的合理收費。該收
費將於八達通儲值金額的退款（如有）中扣除，或由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
有人及／或八達通持有人共同及個別地支付。

取消八達通自動增值服務賬戶
32A.	任何原因註銷、終止使用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或其使用期滿，閣下應出示有
關八達通，以按照本公司的指示取消有關的八達通的自動增值服務。如沒
有按照本公司的指示而取消自動增值服務，本公司會將附設於該自動增值
服務賬戶的所有及任何八達通註銷及使其失效（無論該八達通是否屬於該
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八達通一旦註銷，將無法重新啟動。

註銷八達通的退款政策
32B.	如按照上文第12、21、22、22A及／或32A條註銷閣下的八達通時，本
公司有權要求閣下清付任何欠款，及須向閣下退回已註銷八達通的尚未使
用的儲值金額。

補發八達通及轉移自動增值服務賬戶
32C.	(a)	 若閣下的八達通備有自動增值服務並符合以下條件，本公司可向閣下

補發備有自動增值服務的八達通：
	 (i)	 該八達通已被報失或被竊（按上述第31條）；
	 (ii)	 該八達通已失效並已退回本公司；或
	 (iii)	 基於本公司不時列明之任何其他原因而需要更換並已退回本公司

之八達通。
	 (b)	任何獲補發的八達通將會連繫到閣下原有的自動增值服務賬戶。
	 (c)	 該自動增值服務賬戶的持有人，同意並承諾須就獲補發的八達通進行

的任何及所有交易承擔一切責任及法律責任。

有關閣下的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關於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該條例」）的通知（「本通知」）
33.	該條例規管本公司不時向自動增值賬戶持有人及／或八達通持有人收集的
個人資料及其他資訊（「資料」）的收集、管有、處理及使用事宜。該資料
應包括交易紀錄（即本公司從旗下八達通讀寫器及／或從其他渠道，取得
自動增值賬戶持有人及／或八達通持有人的八達通在使用時的交易資
料），而此等交易紀錄根據該條例第2(1)條的定義，構成「個人資料」。此
等資料可讓本公司向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及／或八達通持有人提供八
達通及其他相關服務。有關本公司的私隱政策詳情請參閱本公司刊載於
www.octopus.com.hk的「私隱政策」，而本通知則為本公司收集、管
有、處理及使用資料的依據。

34.	若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及／或八達通持有人未能向本公司提供其個人
資料，本公司將可能無法向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及／或八達通持有人
提供自動增值服務。

35.	目的：每位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及八達通持有人同意其資料可作為以
下用途：
(a)	 處理自動增值服務的申請；
(b)	 收取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及／或八達通持有人所欠款項，不論是
否從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收取；

(c)	 進行任何有關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及／或八達通持有人的資料及
紀錄的核實工作；

(d)	 八達通收費系統的管理、運作及保養，包括審計及根據發卡條款及此
協議行使本公司與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及／或八達通持有人的權
利；

(e)	 為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即本公司的直接控股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設計新服務或改善現有服務；

(f)	 本公司與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及／或八達通持有人進行通訊；
(g)	 調查投訴、備受懷疑的可疑交易及研究服務改善措施；
(h)	 防止及偵測罪行；及
(i)	 根據法例、規則、規例、守則及／或指引作出披露。

36.	轉移：本公司會將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及八達通持有人的資料保密，
但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及八達通持有人均同意，基於第35條列出之
目的，本公司可於香港境內將有關資料轉移或披露予下述各方（第36(a)
及36(b)列出的有關方面如位於香港境外則除外）：
(a)	 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及／或八達通持有人已選擇登記並對本公司
有保密責任的銀行聯營八達通發行商與參予自動增值服務的金融機構；

(b)	 對本公司有保密責任的本公司代理人或向本公司提供與本公司業務運
作有關的行政、電訊、電腦、打擊洗錢及恐怖份子籌資的情報、付

款、數據處理或其他服務的承辦商（例如專業顧問、電話服務中心供
應商、追討欠債公司（當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及／或八達通持有
人拖欠本公司款項）、速遞公司、禮品換領中心或資料輸入公司）；

(c)	 對本公司有保密責任的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及／或聯屬公司；及
(d)	 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或聯屬公司根據任何法例、規則、規例、守則
及／或指引及／或履行任何具管轄權力的法院、執法機關及／或監管機構
所發出的命令，按照適用之法例、規則、規例、守則及／或指引，有具
約束力責任履行在法律上可強制執行向任何執法機關及／或監管機構作
出披露的要求，但此類披露須有適當授權方可作出。

37.	查閱：每位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及八達通持有人有權：
(a)	 查核本公司是否持有資料及查閱該等資料；
(b)	 要求本公司改正任何不正確資料；及
(c)	 確定本公司處理資料的政策及慣例和獲告知本公司持有的資料類別。

38.	本公司保留就依從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及／或八達通持有人的要求查
閱任何資料而向其收取合理費用的權利。

39.	任何查閱資料要求，請以書面向下列人士提出：
	 香港九龍九龍灣宏泰道23號Manhattan	Place	46樓
	 八達通卡有限公司
	 保障資料主任
	 電郵地址：dpo@octopus.com.hk
40.	本通知不會限制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及／或八達通持有人在該條例下
所享有的權利。

錯誤扣除款項
41.	每位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及八達通持有人必須確保自動增值服務賬戶
持有人：
(a)	 經常及時知悉自動增值服務賬戶的所有交易賬項，包括核對金融機構
發出的每份自動增值服務賬戶結單，或（如金融機構並無發出自動增
值服務賬戶結單）定期補記及核對自動增值服務賬戶存摺的賬項，除
非有其他更有效方法監察該賬戶的交易賬項，則作別論；及

(b)	若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聲稱本公司無權在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扣除
任何款項轉往本公司賬戶，則可於有關支賬日期起計12個月內通知
本公司。在該期間之後，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及八達通持有人均
不得聲稱本公司無權在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支取有關款額，除非屬於以
下情況，則作別論：
(i)	 本公司未有妥善處理有關支賬；或
(ii)	 有關支賬乃因本公司明顯的錯誤所導致。

終止
42.	如按照上文第12、21、22、22A或32A條取消自動增值服務，本協議將
告終止；但終止協議不會影響終止協議之前雙方已產生的權利及義務。

第三者權利	
43.	本協議條款並不產生或引起，也不旨在用以產生或引起任何第三者的權
利。不論本協議直接、間接、明示或暗示地賦予任何權利或利益予任何第
三者，任何第三者均沒有任何權利強制執行或倚賴本協議的任何條文。在
此明確排除任何因法例的應用（包括但不限於《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
而產生或賦予與本協議有關的第三者的合約權利或其他權利。為免生疑
問，本協議中的任何規定概不影響本協議的任何許可承讓人或受讓人的權
利。

本協議的修訂
44.	本公司可不時修訂本協議，有關修訂會於生效日期前最少30天，透過書
面通知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及八達通持有人，或按本公司的絕對酌情
權決定，在修訂生效前於香港一份中文報章及一份英文報章上刊載以作為
通知。本公司備有本協議文本之最新版本，可供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
及／或八達通持有人書面索閱。該最新版本亦可於本公司的網站www.
octopus.com.hk查閱。於本協議的修訂生效後，如八達通持有人繼續使
用八達通，將當作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及八達通持有人接受有關修訂
處理。

管轄法律及司法管轄權
45.	本協議受香港法律管轄。閣下及八達通卡有限公司不可撤銷地同意香港的
法院對解決因本協議、本協議標的事項或構成所產生或與之相關的任何爭
議或申索（不論是合約或非合約上的爭議或申索）具有專有管轄權。	

八達通卡有限公司
牌照號碼：SVF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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