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八達通自動增值｣服務及個人八達通卡申請表可為一個或多個八達通卡或產品 (｢八達通卡｣) 申請 ｢八達通自動增值｣ 服務 (｢自動增值服務｣) 及申請個人八達通卡.
This application form for the Octopus Automatic Add Value Service and Personalised Octopus shall be used for the application of linking one or more Octopus cards or products (collectively referred to
as “Octopus”) to the Automatic Add Value Service (the “AAVS”), and for the application of a Personalised Octopus.
申請表塡妥後, 請連同申請表乙部內各申請人的香港身份證/ 護照副本(如適用) Please return the completed application form with HKID/ Passport copies of the applicants of Section B (if applicable)
i. 交回任何大眾銀行(香港)分行 或 Return to any of Public Bank (Hong Kong) branches or
ii. 寄回 香港德輔道中120號, 大眾銀行中心12樓, 大眾銀行(香港)卡務中心 或 Mail to Public Bank (Hong Kong) Card Centre, 12/F Public Bank Centre, 120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or
iii. 傳真至 2815 4279. Fax to 2815 4279.
請於適當空格加 號. *請刪除不適用處. Please put  in the section box. *Please delete where inappropriate.

大眾銀行(香港)信用卡｢八達通自動增值｣服務及個人八達通卡申請表

Public Bank (Hong Kong) Credit Card Octopus Automatic Add Value Service and Personalised Octopus Application Form
甲部 - 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資料 Section A – AAVS Account Holder Information
香港身份證上之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as printed on HKID Card 中文姓名 Name (Chinese)

4. 申請人 (4) 4th Applicant (申請人必須年滿12歲 Applicant must be aged 12 or above)
香港身份證上之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as printed on HKID Card 中文姓名 Name (Chinese)

*香港身份證號碼/ 護照號碼* Hong Kong Identity Card/ Passport Number

*香港身份證號碼/ 護照號碼* Hong Kong Identity Card/ Passport Number

性別Sex
o 男 Male

o 男 Male

(請附上副本 Please attach copy) o 女 Female

(請附上副本 Please attach copy) o 女 Female

大眾銀行(香港)信用卡號碼 Public Bank (Hong Kong) Credit Card Number
(只適用於現有信用卡客戶 Applicable for existing credit card cardholder only)
流動電話 Mobile Number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D D
M M
Y Y Y Y
住宅電話 Home Telephone Number

D D

或 or o HK$500

2. 申請人 (2) 2nd Applicant (申請人必須年滿12歲 Applicant must be aged 12 or above)
香港身份證上之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as printed on HKID Card 中文姓名 Name (Chinese)

*香港身份證號碼/ 護照號碼* Hong Kong Identity Card/ Passport Number

性別Sex
o 男 Male

(請附上副本 Please attach copy) o 女 Female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流動電話 Mobile Number

D D
M M
Y Y Y Y
住宅電話 Home Telephone Number

公司電話 Office Telephone Number

o 本人欲申請個人八達通卡及自動增值服務
I would like to apply for a Personalised Octopus and the AAVS.
或 OR
o 本人欲以現持有之八達通卡申請自動增值服務
編號為 serial number:
I would like to apply for the AAVS using my Octopus
每次自動增值金額為 Desired auto-reload amount is

o HK$250

(

)

或 or o HK$500

3. 申請人 (3) 3rd Applicant (申請人必須年滿12歲 Applicant must be aged 12 or above)
香港身份證上之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as printed on HKID Card 中文姓名 Name (Chinese)

*香港身份證號碼/ 護照號碼* Hong Kong Identity Card/ Passport Number

M M

Y Y Y Y

住宅電話 Home Telephone Number

乙部 - 申請自動增值服務及/ 或個人八達通卡
Section B–Applications for Octopus Automatic Add Value Service and/or Personalised Octopus
1. 申請人 (1) 1st Applicant – the AAVS Account Holder (此部份只供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塡
寫 This sub-section is to be completed by the AAVS Account Holder)
o 本人欲申請個人八達通卡及自動增值服務
I would like to apply for a Personalised Octopus and the AAVS.
或 OR
o 本人欲以現持有之八達通卡申請自動增值服務
編號為 serial number:
I would like to apply for the AAVS using my Octopus
(
)
或 OR
o 本人欲以現持有之八達通卡申請自動增值服務及為乙部其他申請人申請自動增值服務
I would like to apply for the AAVS using my Octopus & apply the AAVS for the following
Applicant(s).
編號為 serial number:
(
)
o HK$250

流動電話 Mobile Number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公司電話 Office Telephone Number

每次自動增值金額為 Desired auto-reload amount is

性別Sex

公司電話 Office Telephone Number

o 本人欲申請個人八達通卡及自動增值服務
I would like to apply for a Personalised Octopus and the AAVS.
或 OR
o 本人欲以現持有之八達通卡申請自動增值服務
編號為 serial number:
I would like to apply for the AAVS using my Octopus
每次自動增值金額為 Desired auto-reload amount is

o HK$250

(

)

或 or o HK$500

取卡地點 Collection Point
大眾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會以專函通知賬戶持有人領取所申請之個人八達通卡. 請親身於下列
分行領取所有個人八達通卡.
All new Personalised Octopus are to be collected by the AAVS Account Holder from the branch of
Public Bank (Hong Kong) Limited. Public Bank (Hong Kong) Limited will notify the AAVS Account
Holder by mail when the Personalised Octopus are ready to be collected.
分行 branch

申請人聲名 Declaration by the Applic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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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本人/吾等並確認會就使用自動增值服務及八達通遵守本申請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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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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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同意為申請表乙部的每項自動增值服務及/或個人八達通
卡之申請向八達通卡有限公司繳付所有有關費用. 本人授權大眾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依照八達
通卡有限公司不時給予大眾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之指亦而向八達通卡有限公司付款. 本人承諾
遵循大眾銀行(香港)信用卡持卡人合約償付大眾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I/ We hereby declare and confirm that all information in respect of me/ us provided in this
application form is true, accurate and complete to the best of my/ our information, knowledge
and belief. I/ We also confirm that I/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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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acknowledge and agree
that upon the approval of the Automatic Add Value Service, my/ our personal data provided in this
application will be associated with my Octopus. By signing this application form, I/ we agree that I/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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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the AAVS Account Holder, I also agree to be liable for all fees associated with the application by
all the Applicants in section B in respect of the AAVS and/ or the Personalised Octopus as set out
herein. I authorise Public Bank (Hong Kong)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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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Bank (Hong Kong) Limited subject to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ublic Bank
(Hong Kong) Credit Card Cardholder Agreement.

性別Sex
o 男 Male

(請附上副本 Please attach copy) o 女 Female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流動電話 Mobile Number

D D
M M
Y Y Y Y
住宅電話 Home Telephone Number

公司電話 Office Telephone Number

o 本人欲申請個人八達通卡及自動增值服務
I would like to apply for a Personalised Octopus and the AAVS.
或 OR
o 本人欲以現持有之八達通卡申請自動增值服務
編號為 serial number:
I would like to apply for the AAVS using my Octopus
每次自動增值金額為 Desired auto-reload amount is

o HK$250

(

或 or o HK$500

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簽署 Signature of AAVS Account Holder

日期 Date

# 申請人 (2) 簽署 Signature of 2nd Applicant

日期 Date

# 申請人 (3) 簽署 Signature of 3rd Applicant

日期 Date

)
# 申請人 (4) 簽署 Signature of 4th Applicant
日期 Date
# 如申請人未滿18歲, 須由家長或監護人代為簽署.
If the Applicant is aged below 18, the Applicant’s parent or guardian shall sign for the Applicant.

OCTOPUS AAVS 2020@

八達通自動增值申請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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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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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信用卡賬戶，或不時由申請人於本申請表內選用之大眾 銀
行(香港)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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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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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眾銀行(香港)有限公司發出的港幣信用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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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須分別透過不同的金融機構辦理。同時你也可為年滿 12 歲或以
上的親友(你與親友下列統稱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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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須持有八達通或可憑此申請表同時申請個人八達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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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申請自動增值服務及個人八達通
(甲)
已持有八達通及不用申請個人八達通之申請人，須於此申請表內填上其八達通號碼並填妥申請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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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
如欲申請個人八達通(但不包括有學生身份記錄之個人八達通)，申請人可於此申請表內適當的空格內選擇申請個人八
達通。
(丙)
所有附有自動增值功能之八達通及／或個人八達通均不得轉讓予他人或借給他人使用。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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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申請人希望將學生身份記錄
於個人八達通上，則必須透過所就讀院校或有關交通機構( 如指定車站之港鐵客務中心)申請。
(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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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或個人八達通的申請。
4.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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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閣下申請自動增值服務並同時申請個人八達通，個人八達通的收費 為 HK$100，包 括 HK$ 50 按 金 、 HK$ 30 儲
值額 及 HK$ 20 不 可 退 還 手續 費 ， 上述費用將於自動增值服務賬戶內扣除。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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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繳付有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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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卡條款」的文本可向八達通卡有 限公司索
取或於八達通卡有限公司網頁 www.octopus.com.hk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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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個人八達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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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退還個人八達通
閣下同意如退還個人八達通，本公司有權從按金中扣取 HK$10(或本公司全權決定的金額) 作為退卡手續費。

8. 無人領取個人八達通
(甲)
閣下個人八達通和自動增值服務之申請被接納後，閣下將獲通知怎樣領取閣下之個人八達通。
(乙)
若閣下未能於該通知起計六個月內領取閣下之個人八達通，本公司將會銷毀閣下之個人八達通，並沒收其按金及儲值
餘額。
9. 個人資料
如欲申請自動增值服務及個人 八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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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及發出個人八達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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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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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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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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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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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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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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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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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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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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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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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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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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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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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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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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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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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達通持有人收取合理費用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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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履行指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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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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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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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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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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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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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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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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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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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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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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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自動增值賬户持有人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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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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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八達通已失效並已退回本公司；或

(iii)

八達通進行的任何及所有交易承擔一切責任及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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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該八達通已被報失或被竊（按上述第31條）；

(ii)

(b)

彌償
25.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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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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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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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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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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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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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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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要求本公司改正任何不正確資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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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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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電郵地址：dpo@octopus.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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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達通顧客服務熱線：2266 2222
（此版本於2016年11月13日起生效）

八達通卡有限公司
牌照號碼：SVF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