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用英文正楷填寫。申請人必須為香港居民及年滿18歲，若閣下擁有多張大新銀行信用卡，所批核之信用額將為各卡所共用。

個人資料

中文姓名

*教育程度

手提電話 / 傳呼機號碼

居住地址 (請用英文正楷填寫)

本人之永久地址與上述居住地址不同 (請附上永久地址證明)

住宅電話號碼

住宅 宿舍 (Q) 與家人/親屬同住 (P) 自置物業 (O) 租賃 (R) 按揭 (M)

通訊地址 (恕不接受郵政信箱)

公司地址(O) 居住地址(H)

本人不想接收銀行日後發出的任何宣傳推廣資料。(只適用於主卡申請人)

英文姓名 (須與香港身份證上所列相同)

 (敬請填寫以便本行日後通知閣下最新優惠)

(最多30個字連標點符號)*電郵地址

出生地點

國籍

姓 名

先生 太太 小姐

*婚姻狀況

(如申請人並未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請參閱「注意事項」) (如申請人申報國籍並非「中國香港」，請參閱「注意事項」)

大專或以上(T) 中學(S) 小學(P) 其他(O)未婚(S) 已婚(M) 離婚(D)

(恕不接受郵政信箱)

單位 層數

大廈名稱 / 屋邨名稱

門牌號數 / 街道名稱

座數

地區 / 國家

香港 九龍 新界

居住年數

出生日期 日 月 年

職業

任職公司名稱 (請用英文正楷填寫)

任職公司地址 (請用英文正楷填寫)

公司電話 內線

職位

業務性質

任職此行業年期 年 月 任職現公司年期 年 月
每月收入HK$

單位 層數

大廈名稱 / 屋邨名稱

門牌號數 / 街道名稱

座數

地區 / 國家

香港 九龍 新界

附屬卡之申請將不適用於主卡申請人若為本港全日制大專學生

附屬卡 (如適用)

附屬卡申請人必須年滿18歲。

英文姓名 (須與香港身份證上所列相同)

姓

任職公司名稱

國籍

住宅電話號碼 公司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名

(敬請填寫以便本行日後通知閣下最新優惠 )

(如申請人並未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請參閱「注意事項」)

手提電話 / 傳呼機號碼

與申請人關係

 (最多30個字連標點符號 )

先生 太太 小姐

(如申請人申報國籍並非「中國香港」，請參閱「注意事項」)

(非必須填寫)

中文姓名

職位

出生日期 年月日

此欄只適用於本港認可全日制大學生填寫。　(學生申請人只會獲發普通卡)

大學或學院資料(如適用)

大學或學院名稱

學系 畢業年份

學生證號碼

(請附上副本)

不論申請成功與否，所有文件（包括此申請表）恕不退還。

閣下之商業登記證及利得稅單（適用於自資經營之申請人）

閣下最近３個月之現居住地址證明，例如：電費單或銀行月結單。如永久地址與

住宅地址不同，請另提供閣下之永久地址證明。

(恕不接受電子賬單或電子月結單)

注意：為確保閣下之信用卡申請可獲迅速處理，請細查下列各文件副本是否一併交回, 並於下列空格內加上「�」號以茲註明。

注意事項  (如適用)

閣下及附屬卡申請人（如適用）之香港身份證/護照

(如申請人：(1)並未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或(2)申報國籍並非「中國香港」，

請提供香港身份證及有效護照/旅遊證件副本)

附有閣下姓名、賬戶號碼及薪酬之最近銀行月結單／存摺；或最近之薪俸稅單；

或最近１個月之糧單。若閣下為全職學生，請附上學生證副本。

申請人簽署

主卡申請人簽署 日期 附屬卡申請人簽署 日期

註：為向閣下提供有關信用卡的全面服務

， 請填寫手提電話號碼。若閣下未能提供

有效之手提電話號碼，部份交易類別可能

無法進行

SC CH

UrgentDEC FULL         Y       /        N

SIG1 SIG2 CR CC

BR SOC SV Full Doc R Y N F

Remarks

本人/吾(等)證實上述資料均為真實、完整及確實無訛，並授權銀行向其選擇的任何來源查證。本人/吾(等)確定本人/吾(等)已詳閱、明白並同意受到此申請表包括其所有(載列於

附頁之)章則及條款所約束。請注意閣下以下的選擇適用於就銀行不時給予閣下之“有關客戶資料的客戶通知”(「該通知」) G項中所列出的産品、服務及/或標的類別的任何直

接宣傳推廣。閣下亦可參閱該通知以得知在直接宣傳推廣中可使用的個人資料的種類，以及閣下的個人資料可提供予什麽類別的人士以供該等人士在直接宣傳推廣中使用。

本人欲取消超逾信貸限額之備用金額。

註：(1) 如閣下保留有關金額，即表示閣下可能因總結欠超出可用信用限額而被收取HK$/RMB180之超逾信貸限額手續費。(2) 有關設定將套用於閣下於本行之所有信用卡戶口(包括主卡及名下之附屬卡)。

        (3) 如閣下已於本行設定取消備用金額，則不論閣下於本申請表之選擇，有關設定將自動套用於閣下新申請之信用卡。 (4) 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本行分行職員或致電2828 8168查詢。

如屬美國電話號碼，請註明：

住宅電話

(*非必須填寫)

本人是美國人士(包括美國居民/ 美國公民/ 美國永久居民/ 美國綠卡持有人/ 美國定居之外國人)

閣下所需負責的每月按揭供款/

租金 : HK$

| 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Dah Sing Bank, Limited |

香港身份證號碼(ID)
( )

香港身份證號碼(ID) ( )

迎新禮品

申請信用卡類別

本人不想接收銀行日後發出的任何宣傳推廣資料。(只適用於主卡申請人)

是 否

如屬美國電話

號碼，請填上

「 」號�

手提電話

44221

大新領匯Happy Visa卡申請表格

CC/M1149/1501

閣下現時是否大新銀行信用卡客戶？ □  是       □  否  

本人欲申請以下信用卡：

□   大新領匯Happy Visa白金卡 (114/00)✓

年薪須達：HK$120,000

□ 若本人未能獲發大新領匯Happy Visa白金卡(114/00)，本人不願意接納大新領匯Happy Visa普通卡(120/00)。(若沒有註明，則表示本人同意接受並明白仍須符合年薪
要求HK$60,000。)

收款方(「受益人」) 領匯管理有限公司 (「領匯」)
商戶編號 
0 0 1 - 0 1 0 0 4 2 0 2 6  (停車場)     0 0 1 - 0 1 0 0 4 2 0 3 4  (租戶 )   

信用卡申請人姓名
(此欄必須填寫，若閣下沒有填寫此欄，銀行將根據閣下於信用卡申請表上
所列明之信用卡申請人姓名提供予領匯以辦理此信用卡直接付款授權服務)

租戶姓名 (若非信用卡申請人) 住宅 / 手提電話號碼
(此欄必須填寫，若閣下沒有填寫此欄，銀行將根據
閣下於信用卡申請表上所列明之住宅/手提電話號碼
提供予領匯以辦理此信用卡直接付款授權服務)

繳款類別

    停車位租金           商戶租金

停車位或商戶地址

請用英文正楷填寫

For missing information only:
(1) Name of Credit Card Applicant(s):        (2) Home/Mobile Number(s):

Date

銀行專用

信用卡號碼 (由銀行填寫)

 4918 - 5720 -     -        4514 - 2214 -                  - 

信用卡申請人簽名  日期 

以上簽名必須與閣下呈交予大新銀行之大新領匯Happy Visa卡信用卡申請表之簽名相符。

SV

「大新領匯 Happy Visa卡」信用卡直接付款授權書

基於大新銀行(「銀行」)通過本人/吾(等)申請之大新領匯Happy Visa卡(「該信用卡」)向本人/吾(等)提供此直接付款授權服務(「該服務」)以作支付領匯管理有限公司(「領匯」)
下述租戶之商戶租金 / 停車位租金(統稱「繳款」)，本人/吾(等)同意、承認及確認下列條款及細則將加附於本人/吾(等)可能受制之其他條文(無論關於本人/吾(等)使用該信用卡
與否)：﹣

1. 處理申請該服務需時約4至6個星期，在完成辦理本申請前本人/吾(等)將以其他方式支付繳款；
2. 該服務只適用於由領匯管理之物業或停車位的繳款；
3. 每份申請表格只適用於一個物業或停車位的繳款；
4. 已遞交的表格及文件不獲退還；
5. 本人/吾(等)茲授權領匯就下述租戶之商戶租金 / 停車位租金不時向銀行提供轉賬/支付/扣數之繳款通知以作繳款之用而領匯並毋須為此而負責；茲授權銀行根據領匯不時

向銀行提供之轉賬/支付/扣數之繳款通知向本人/吾(等)之信用卡賬戶內扣除繳款金額以用作轉賬 / 支付領匯。但銀行將有絕對權利根據本人/吾(等)之該信用卡財政狀況及
在不給予本人/吾(等)事先通知的情況下不作用於繳款的任何轉賬 / 支付 / 扣數。本授權將持續有效，直至領匯實際上收到本人/吾(等)關於此授權的任何取消或更改的書面
通知。而該取消或更改將於領匯收到有關通知之4-6個星期後方才有效；

6. 銀行沒有責任認證(a)繳款之性質；或(b)在以上第5條文所指關於任何轉賬 / 支付 / 扣數的通知書是否已經向本人/吾(等)發出；
7. 本人/吾(等)將承擔一切根據本授權書而在該信用卡賬戶所處理的任何轉賬 / 支付 / 扣數之全部責任；
8. 在該信用卡因任何原因而終止或暫時終止的情況下，該服務將被立即終止；
9. 不論任何原因導致沒有作出轉賬 / 支付 / 扣數用於繳款的情況下，本人/吾(等)須即時以其他方式作出或安排支付繳款，銀行或領匯並毋須為此而負責； 
10. 若該信用卡之申請不獲接納，銀行將不會處理本人/吾(等)該服務之申請，並且不會另行通知本人/吾(等)；
11. 任何以傳真方式傳送之申請表，均對本人/吾(等)有約束力；
12. 如本中、英文條款及細則有任何差異，一切以英文為準；

信用卡年費優惠：豁免首3年年費

迎新禮品只適用於過去12個月內未曾持有任何由大新銀行發出之信用卡主卡或附屬卡之主卡申請人。

請選擇下列一款迎新禮品並於方格內加「✓」號。

□ KASERA 亮彩鑄鐵鍋套裝 (HCK)  □ RASONIC 早餐小幫手(一套3款) (HCM)    □ 寶麗來Z2300即影即印有數碼相機 (HCT)

註: (1) 若客戶沒有註明所選擇之禮品或選擇多於一份禮品，本行將代為選擇KASERA亮彩鑄鐵鍋套裝 (HCK)為迎新禮品。禮品一經確認，恕不接受任何更改。(2) 若閣下於過去
12個月內持有及/或取消任何由大新銀行發出之信用卡主卡或附屬卡，閣下將不獲享任何迎新禮品。(3) 迎新禮品數量有限，換完即止，如所選擇之迎新禮品換罄，本行將以
KASERA亮彩鑄鐵鍋套裝 (HCK)或其他禮品代替。禮品一經確認，恕不接受任何更改。(4) 迎新禮品須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參閱有關宣傳單張。

註：為向閣下提供有關信用卡的全面服務，
請填寫手提電話號碼。若閣下未能提供有
效之手提電話號碼，部份交易類別可能無
法進行。

職業 (必須填寫)

背



請用英文正楷填寫。申請人必須為香港居民及年滿18歲，若閣下擁有多張大新銀行信用卡，所批核之信用額將為各卡所共用。

個人資料

中文姓名

*教育程度

手提電話 / 傳呼機號碼

居住地址 (請用英文正楷填寫)

本人之永久地址與上述居住地址不同 (請附上永久地址證明)

住宅電話號碼

住宅 宿舍 (Q) 與家人/親屬同住 (P) 自置物業 (O) 租賃 (R) 按揭 (M)

通訊地址 (恕不接受郵政信箱)

公司地址(O) 居住地址(H)

本人不想接收銀行日後發出的任何宣傳推廣資料。(只適用於主卡申請人)

英文姓名 (須與香港身份證上所列相同)

 (敬請填寫以便本行日後通知閣下最新優惠)

(最多30個字連標點符號)*電郵地址

出生地點

國籍

姓 名

先生 太太 小姐

*婚姻狀況

(如申請人並未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請參閱「注意事項」) (如申請人申報國籍並非「中國香港」，請參閱「注意事項」)

大專或以上(T) 中學(S) 小學(P) 其他(O)未婚(S) 已婚(M) 離婚(D)

(恕不接受郵政信箱)

單位 層數

大廈名稱 / 屋邨名稱

門牌號數 / 街道名稱

座數

地區 / 國家

香港 九龍 新界

居住年數

出生日期 日 月 年

職業

任職公司名稱 (請用英文正楷填寫)

任職公司地址 (請用英文正楷填寫)

公司電話 內線

職位

業務性質

任職此行業年期 年 月 任職現公司年期 年 月
每月收入HK$

單位 層數

大廈名稱 / 屋邨名稱

門牌號數 / 街道名稱

座數

地區 / 國家

香港 九龍 新界

附屬卡之申請將不適用於主卡申請人若為本港全日制大專學生

附屬卡 (如適用)

附屬卡申請人必須年滿18歲。

英文姓名 (須與香港身份證上所列相同)

姓

任職公司名稱

國籍

住宅電話號碼 公司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名

(敬請填寫以便本行日後通知閣下最新優惠 )

(如申請人並未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請參閱「注意事項」)

手提電話 / 傳呼機號碼

與申請人關係

 (最多30個字連標點符號 )

先生 太太 小姐

(如申請人申報國籍並非「中國香港」，請參閱「注意事項」)

(非必須填寫)

中文姓名

職位

出生日期 年月日

此欄只適用於本港認可全日制大學生填寫。　(學生申請人只會獲發普通卡)

大學或學院資料(如適用)

大學或學院名稱

學系 畢業年份

學生證號碼

(請附上副本)

不論申請成功與否，所有文件（包括此申請表）恕不退還。

閣下之商業登記證及利得稅單（適用於自資經營之申請人）

閣下最近３個月之現居住地址證明，例如：電費單或銀行月結單。如永久地址與

住宅地址不同，請另提供閣下之永久地址證明。

(恕不接受電子賬單或電子月結單)

注意：為確保閣下之信用卡申請可獲迅速處理，請細查下列各文件副本是否一併交回, 並於下列空格內加上「�」號以茲註明。

注意事項  (如適用)

閣下及附屬卡申請人（如適用）之香港身份證/護照

(如申請人：(1)並未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或(2)申報國籍並非「中國香港」，

請提供香港身份證及有效護照/旅遊證件副本)

附有閣下姓名、賬戶號碼及薪酬之最近銀行月結單／存摺；或最近之薪俸稅單；

或最近１個月之糧單。若閣下為全職學生，請附上學生證副本。

申請人簽署

主卡申請人簽署 日期 附屬卡申請人簽署 日期

註：為向閣下提供有關信用卡的全面服務

， 請填寫手提電話號碼。若閣下未能提供

有效之手提電話號碼，部份交易類別可能

無法進行

SC CH

UrgentDEC FULL         Y       /        N

SIG1 SIG2 CR CC

BR SOC SV Full Doc R Y N F

Remarks

本人/吾(等)證實上述資料均為真實、完整及確實無訛，並授權銀行向其選擇的任何來源查證。本人/吾(等)確定本人/吾(等)已詳閱、明白並同意受到此申請表包括其所有(載列於

附頁之)章則及條款所約束。請注意閣下以下的選擇適用於就銀行不時給予閣下之“有關客戶資料的客戶通知”(「該通知」) G項中所列出的産品、服務及/或標的類別的任何直

接宣傳推廣。閣下亦可參閱該通知以得知在直接宣傳推廣中可使用的個人資料的種類，以及閣下的個人資料可提供予什麽類別的人士以供該等人士在直接宣傳推廣中使用。

本人欲取消超逾信貸限額之備用金額。

註：(1) 如閣下保留有關金額，即表示閣下可能因總結欠超出可用信用限額而被收取HK$/RMB180之超逾信貸限額手續費。(2) 有關設定將套用於閣下於本行之所有信用卡戶口(包括主卡及名下之附屬卡)。

        (3) 如閣下已於本行設定取消備用金額，則不論閣下於本申請表之選擇，有關設定將自動套用於閣下新申請之信用卡。 (4) 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本行分行職員或致電2828 8168查詢。

如屬美國電話號碼，請註明：

住宅電話

(*非必須填寫)

本人是美國人士(包括美國居民/ 美國公民/ 美國永久居民/ 美國綠卡持有人/ 美國定居之外國人)

閣下所需負責的每月按揭供款/

租金 : HK$

| 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Dah Sing Bank, Limited |

香港身份證號碼(ID)
( )

香港身份證號碼(ID) ( )

迎新禮品

申請信用卡類別

本人不想接收銀行日後發出的任何宣傳推廣資料。(只適用於主卡申請人)

是 否

如屬美國電話

號碼，請填上

「 」號�

手提電話

44221

BUSINESS REPLY SERVICE LICENCE NO.: 4340

DAH SING BANK, LTD.
OPERATIONS SUPPORT CENTRE
G.P.O. BOX 333
HONG KONG

商業回郵牌號：4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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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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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ENSEE

如在本港投寄
毋須貼上郵票

NO PO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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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晶片卡 / 磁帶卡服務供應商事宜
為進一步提升服務質素及效率，大新銀行很高興宣佈金邦達數據有限公
司 ("金邦達") 成為大新銀行的晶片卡 / 磁帶卡壓印及個人化服務供應商。
金邦達是國內智能卡行業的領軍企業之一，自1993年成立以來便一直專
注於提供智能安全支付整體解決方案、發卡設備及軟件，以及個人化數
據處理。我們相信這個全新的合作關係能令大新銀行更有效地為客戶提
供高質素的銀行服務。

大新銀行會於披露或轉移任何個人資料時，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章)所訂定之保障個人資料原則及有關之規定，金邦達亦會採取嚴密
保安措施以確保客戶的個人資料在晶片卡 / 磁帶卡壓印及個人化程序中
絕對保密。然而，大新銀行或金邦達可能須按照任何適用法律或法規的
要求，或遵從監管或其他管理機構 (包括但不限於政府部門、司法機關或
稅務機關) 所發出的任何指引，向有關人士披露或提供客戶的個人資料。

閣下如有任何查詢，請於辦公時間內聯絡我們的分行職員或致電
2828 8168查詢。

若本文件之中英文本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本為準。

For English version, please contact our Customer Service Hotline at 
2828 8168 or visit www.dahsing.com.

大新「信用卡」或「簽賬卡」持卡人合約(「持卡人合約」)之
主要使用條款

客戶須特別注意下列使客戶承擔重大法律責任之主要條款：

(1)  持卡人在收取信用卡時須即時在卡上簽署。
(2)  信用卡及其私人密碼必須妥善存放及保密以防止詐騙及被非授權人

士使用或被披露。如有違犯，持卡人須為所有交易負上全部責任。
(3)  持卡人須於每月結賬單上之到期繳款日或之前繳付最低還款額，

如不遵從，銀行會收取罰款。
(4)  如遇違約的情況，持卡人必須全責支付銀行在追收行動中之合理律

師及其他費用。
(5)  在涉及詐騙或嚴重疏忽的情況下，持卡人須負責銀行承受的一切

損失。
(6)  假若持卡人在合理可行情況下儘快向銀行報告任何信用卡之遺失或

被竊並已小心及真誠地行事，及在沒有涉及詐騙或嚴重疏忽的情況
下，持卡人最高之責任將不超過港幣500元。

(7)  每月結賬單將在其發出日期起計60天後為有效及有決定性，除非
持卡人在此期間內通知銀行有關任何非授權之交易。

(8)  銀行有權可以在沒有事前通知情況下，抵銷或轉移持卡人在銀行
任何性質之戶口內之任何存款，用作清還所有使用信用卡之欠款。

(9)  主卡持有人須要為附屬卡持有人及其名下所有八達通自動增值賬戶 
(包括但不限於「合家歡」八達通自動增值賬戶)對銀行之欠數負責，
而附屬卡持有人則不用為主卡持有人或其他附屬卡持有人的欠數
負責。但附屬卡持有人必須為其附屬卡戶口對銀行之所有欠數負責。

(10) 儘管或有任何相違的條款，銀行保留凌駕權利向持卡人作即時還款
之要求。

(11) 假若持卡人不接受銀行在持卡人合約條款所作出的任何修改，持卡人
可在修改生效日前終止信用卡服務。

(12) 信用卡不可用作任何非法用途，包括支付任何非法賭博。
(13) 持卡人如對於清還或繳付任何欠款或款項有任何困難，應立即以書面

通知銀行。

銀行建議客戶應細閱持卡人合約有關條款之全文。有關條款可在銀行的
任何分行索取。

請注意信用卡之使用及信用卡戶口之操作均受制於持卡人合約不時有效
的條款，持卡人同意信用卡之申請(不論口頭上或以書面形式)，及在信
用卡上之簽署或行使(不論他有否簽收該信用卡)後其會受到約束。

信用卡資料概要
利率及財務費用      

零售交易的實際年利率*：當你開立信用卡戶口時為33.22%，而銀
行會不時作出檢討。若閣下在月結單「到期繳款日」前清付「月結單
總結欠」，銀行將不徵收任何財務費用。否則，銀行將根據當時之利
率，以每日計算，(i) 向閣下之信用卡賬戶之未償款項由上期月結單「到
期繳款日」起徵收財務費用直至所有結欠全部清還為止以及(ii)就所有
新交易之金額由有關的新交易之過賬日期起計徵收財務費用，即使該
新交易未到期清還。      

現金透支的實際年利率*：當你開立信用卡戶口時為36.43%，而銀行
會不時作出檢討。透支現金財務費用之計算方法由透支現金當日起，
以透支總額按利率每日計算直至現金透支之金額全部清還為止。

逾期還款的實際年利率*：40.77%(零售交易)及44.90%(現金透支)。
若閣下於過往連續12個月內有2次或以上之逾期還款紀錄，財務費用
將以上述之利率計算。      

免息還款期：長達60日      

最低還款額：(i)如月結單總結欠相等於HK$200或以上，最低還款額將
為銀行服務費用、財務費用之全數金額及總交易結欠之1%之總和或
HK$200 (以較高者為準)；或(ii)如月結單總結欠少於HK$200，最低
還款額將為月結單總結欠。

費用      

年費：普通卡HK$250 (每張附屬卡為HK$125 )及白金卡
HK$1,500(每張附屬卡為HK$750)

現金透支手續費：透支金額的3.5%或最低HK$100(以較高者為準)

有關外幣交易收費

外幣交易手續費：於海外及本地的外幣交易金額之1.95%
跨境港幣交易手續費：(適用於以港幣支付外幣簽賬)於海外以港幣進行
之交易或於非香港登記之商戶以港幣交易金額之0.80%
以港幣支付外幣簽賬的有關費用：客戶在外地消費時，部份海外商戶可
提供以港幣支付外幣簽賬之安排。惟此服務是由海外商戶直接安排，
而非由信用卡發卡機構提供。客戶應於簽賬前向該商戶查詢有關匯率
及手續費的詳情(Visa/萬事達卡將徵收之跨境港幣交易手續費為交易金
額之0.8%，交易手續費將誌賬於信用卡賬戶內)，因為以港幣支付外幣
簽賬，所涉及的費用可能會較以外幣簽賬的手續費為高。

逾期費用：HK$250或金額相等於該期月結單之最低還款額(以較低
者為準)

超逾信貸限額手續費：每次HK$180(每個銀行卡戶口每期月結單最
多收取一次)

支票退回/自動轉賬被拒費用：不適用     

註：* 實際年利率乃根據銀行營運守則指引，採取淨現值法計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