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新信用卡之條款及細則修訂通知

條款 現行條款內容 修訂後之條款內容（已劃去刪減之內容及以灰色標記增設及更改之內容）

9 客戶（「合資格信用卡客戶」）憑大新聯合航空World萬事達卡 
 （「合資格信用卡」）作合資格簽賬（定義見以下條款及細則 
第11條）可享兌換里數獎賞：(i) 於本地簽賬每滿HK$8可賺取
8分積分，並自動兌換為1里數（「基本里數獎賞」）；(ii) 於海外
或聯合航空（定義見以下條款及細則第12及13條）簽賬每滿
HK$5 可賺取 5 分積分，並自動兌換為 1 里數；(iii) 另於指定 
商戶（詳情請參閱以下條款及細則第14 條）簽賬每滿 HK$6
可賺取6分積分，並自動兌換為1里數。

客戶（「合資格信用卡客戶」）憑大新聯合航空World萬事達卡（「合資格
信用卡」）作合資格簽賬（定義見以下條款及細則第 11 條）可享兌換 
里數獎賞：(i) 於本地簽賬金額每滿 HK$8 可賺取 8 分積分，並自動兌換
為 1 里數（「基本里數獎賞」）；(ii)「八達通自動增值」服務金額每滿
HK$12 可賺取 8 分積分，並自動兌換為 1 里數；(iii) 於海外或聯合航空 
 （定義見以下條款及細則第12 及13 條）簽賬金額每滿 HK$5 可賺取 8 分 
積分，並自動兌換為 1 里數；(iv) 另於指定商戶（詳情請參閱以下條款
及細則第14 條）簽賬金額每滿 HK$6 可賺取 6分積分，並自動兌換為 
1里數。

11 兌換里數之合資格簽賬（「合資格簽賬」）包括零售簽賬及 
 「八達通自動增值」服務之交易金額，但不適用於以下交易，
包括但不限於現金透支、自動轉賬、「開心消費分期」計劃、
信用卡兌現計劃、分行易兌現、「智息揀」結欠轉賬計劃、 
 「智‧簡單」折現計劃、股票投資儲蓄計劃、「網上繳費Net」
繳費金額、「繳費易」繳費金額、交稅金額、免息分期之月供
金額、信用卡支票服務交易（如適用）、銀行手續費（包括但 
不限於繳交年費、財務費用、逾期罰款及現金透支手續費等）、
籌碼兌換、未誌賬/取消/退回之交易及所有未經授權之交易。
本行擁有此合資格交易適用性之最終決定權。

兌換里數之合資格簽賬（「合資格簽賬」）包括零售簽賬及「八達通自動
增值」服務之交易金額，但不適用於以下交易，包括但不限於現金 
透支、自動轉賬、「開心消費分期」計劃、信用卡兌現計劃、分行易 
兌現、「智息揀」結欠轉賬計劃、「智‧簡單」折現計劃、股票投資儲蓄
計劃、「網上繳費 NETet」繳費金額、「繳費易」繳費金額、交稅金額、
免息分期之月供金額、信用卡支票服務交易（如適用）、銀行手續費（包括
但不限於繳交年費、財務費用、逾期罰款費用及現金透支手續費等）、
籌碼兌換、未誌賬 / 取消 / 退回 / 之交易及所有未經授權 / 退款之交易。 
本行擁有此合資格交易簽賬適用性之最終決定權。

條款 現行條款內容 修訂後之條款內容（已劃去刪減之內容及以灰色標記增設及更改之內容）

1 大新ANA World萬事達卡（「合資格信用卡」）客戶（「客戶」）
憑合資格信用卡作合資格交易（定義如下）每HK$8，可兌換 
1里數（「基本里數獎賞」），可兌換里數之簽賬只適用於零售 
簽賬及「八達通自動增值」服務之交易金額（「合資格交易」），
但並不適用於以下交易，包括但不限於現金透支、自動 
轉賬、「開心消費分期」計劃金額、信用卡兌現計劃金額、分行
易兌現、「智息揀」結欠轉賬計劃、「智‧簡單」折現計劃、 
股票投資儲蓄計劃、「繳費 NET」繳費金額、「繳費易」繳費 
金額、交稅金額、免息分期之月供金額、信用卡支票服務 
交易（如適用）、銀行手續費（包括但不限繳交年費、財務 
費用、逾期費用及現金透支手續費等）、籌碼兌換、未誌賬/
取消 / 退回及所有未經授權之交易。本行擁有合資格交易 
適用性之最終決定權。如客戶之賬戶月結單上有任何取消或
退款之交易，有關之里數將從其ANA里程俱樂部（「AMC」）
賬戶戶口中扣除。主卡及附屬卡戶口將以月結單上之簽賬金額
總和兌換為里數。若兌換所得之里數出現小數位，將一律 
調低至整數值計算，並將於有關信用卡月結單截數日後的 
該月尾內自動存入主卡客戶之AMC 賬戶內。有關合資格 
信用卡賬戶及其 AMC 賬戶必須於本行為客戶兌換里數當天
仍維持有效及信用狀況良好。

大新ANA World萬事達卡（「合資格信用卡」）客戶（「客戶」）憑合資格
信用卡作合資格交易（定義如下）每HK$8或「八達通自動增值」服務金額
每 HK$12，可兌換 1 里數（「基本里數獎賞」）。可兌換里數之簽賬只 
適用於「合資格交易」包括零售簽賬金額及「八達通自動增值」服務之 
交易金額（「合資格交易」），但並不適用於以下交易，包括但不限於 
現金透支、自動轉賬、「八達通自動增值」服務金額、「開心消費分期」
計劃金額、信用卡兌現計劃金額、分行易兌現、「智息揀」結欠轉賬 
計劃、「智‧簡單」折現計劃、股票投資儲蓄計劃、「網上繳費 NET」 
繳費金額、「繳費易」繳費金額、交稅金額、免息分期之月供金額、 
信用卡支票服務交易（如適用）、銀行手續費（包括但不限繳交年費、 
財務費用、逾期費用及現金透支手續費等）、籌碼兌換、未誌賬 / 取消 /
退回/及所有未經授權/退款之交易。本行擁有合資格交易適用性之最終
決定權。如客戶之賬戶月結單上有任何取消或退款之交易，有關之里數
將從其ANA里程俱樂部（「AMC」）賬戶戶口中扣除。主卡及附屬卡戶口
將以月結單上之簽賬金額總和兌換為里數。若兌換所得之里數出現 
小數位，將一律調低至整數值計算，並將於有關信用卡月結單截數日後
的該月尾內自動存入主卡客戶之 AMC 賬戶內。有關合資格信用卡賬戶
及其 AMC 賬戶必須於本行為客戶兌換里數當天仍維持有效及信用狀況
良好。

4 本行將安排全新 AMC 賬戶號碼予主卡客戶，並把客戶所 
獲享之里數存入該AMC賬戶內。客戶須於其AMC賬戶查閱
存入里數記錄。如主卡客戶是現有之 AMC 會員並於信用卡
申請表格上提供正確之AMC賬戶號碼，ANA會將有關AMC
賬戶合併一起。閣下之現有AMC賬戶會員姓名必須與信用卡
賬戶之主卡客戶姓名相同，如會員姓名有誤，ANA 系統則 
未能成功將主卡客戶之AMC賬戶及累積里數合併。

本行將安排全新 AMC 賬戶號碼予主卡客戶，並把客戶所獲享之里數 
存入該AMC賬戶內。客戶須於其AMC賬戶查閱存入里數記錄。如主卡
客戶是現有之 AMC 會員並於信用卡申請表格上提供正確之 AMC 賬戶 
號碼，ANA 會將有關 AMC 賬戶合併一起。閣下之現有 AMC 賬戶會員 
姓名必須與信用卡賬戶之主卡客戶姓名相同，如會員姓名有誤，ANA系統
則未能成功將主卡客戶之AMC賬戶及累積里數合併。如客戶取消合資格
信用卡，其有關之AMC賬戶亦會被一併取消。

由2020年7月19日（「生效日期」）起，大新銀行有限公司（「本行」）發出的大新聯合航空World萬事達卡、大新ANA World萬事達卡、大新ONE+信用卡
及大新英國航空白金卡（合稱「指定大新信用卡」）之條款及細則將被修訂如下：

i.	 大新聯合航空World萬事達卡之條款及細則

ii.	 大新ANA	World萬事達卡之條款及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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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

條款 現行條款內容 修訂後之條款內容（已劃去刪減之內容及以灰色標記增設及更改之內容）

1. ii.  「現金回贈」以每期月結單內的零售簽賬、現金透支及「八達通
自動增值」服務金額總和後的 1% 計算。如回贈金額計算後
有小數位，回贈金額將調高為最接近之整數。「現金回贈」 
只適用於零售簽賬、現金透支及「八達通自動增值」服務金額，
惟不適用於以下交易，包括但不限於自動轉賬、「開心消費	
分期」計劃、信用卡兌現計劃、分行易兌現、結欠轉賬金額、
股票投資儲蓄計劃、「網上繳費Net」繳費金額、「繳費易」
繳費金額、交稅金額、免息分期之月供金額、信用卡支票服務
交易（如適用）、銀行手續費（包括但不限於繳交年費、財務
費用、逾期罰款及現金透支手續費等）、籌碼兌換、未誌賬/
取消 /退回及所有未經授權之交易。「現金回贈」須受大新 
 「信用卡」或「簽賬卡」持卡人合約（包括人民幣卡）之條款及
細則約束，詳情請瀏覽www.dahsing.com/card/agreement 。
本行擁有「現金回贈」適用性之最終決定權。

 「現金回贈」以每期月結單內的零售簽賬金額、現金透支及「八達通自動
增值」服務金額總和後的1%計算，及「八達通自動增值」服務金額總和後
的 0.5% 計算。如回贈金額計算後有小數位（只計算至 2 個小數位）， 
回贈金額將調高為最接近之整數。「現金回贈」只適用於零售簽賬、現金
透支及「八達通自動增值」服務金額，惟不適用於以下交易，包括但 
不限於現金透支、自動轉賬、「開心消費分期」計劃、信用卡兌現計劃、
分行易兌現、「智息揀」結欠轉賬計劃、「智‧簡單」折現計劃、結欠轉賬
金額、股票投資儲蓄計劃、「網上繳費NETet」繳費金額、「繳費易」繳費
金額、交稅金額、免息分期之月供金額、信用卡支票服務交易（如適用）、
銀行手續費（包括但不限於繳交年費、財務費用、逾期罰款費用及現金
透支手續費等）、籌碼兌換、未誌賬/取消/退回/ 及所有未經授權 / 退款之
交易。「現金回贈」須受大新「信用卡」或「簽賬卡」持卡人合約（包括人民幣卡）
之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瀏覽 www.dahsing.com/card/agreement 。
本行擁有「現金回贈」適用性之最終決定權。

條款 現行條款內容 修訂後之條款內容（已劃去刪減之內容及以灰色標記增設及更改之內容）

5 憑合資格信用卡作合資格交易（定義見以下第8條條款）每滿
HK$6，可賺取 6 分積分，並自動兌換為 1 Avios 飛行積分 
 （「基本簽賬Avios飛行積分」）。憑卡於生日當天簽賬，可獲
雙倍Avios飛行積分。生日簽賬之額外Avios飛行積分以個別
持卡人計算（即主卡客戶只可於主卡客戶生日當天簽賬以享
額外Avios 飛行積分，而附屬卡客戶只可於附屬卡客戶生日
當天簽賬以享額外Avios飛行積分）。

憑合資格信用卡作合資格交易（定義見以下第 8 條條款）每滿 HK$6， 
可賺取6分積分，並自動兌換為1 Avios 飛行積分（「基本簽賬Avios飛行
積分」）。憑合資格信用卡作「八達通自動增值」服務交易每滿HK$12，
可賺取6分積分，並自動兌換為1 Avios飛行積分。憑合資格信用卡於生日
當天簽賬，可獲雙倍Avios飛行積分。生日簽賬之額外Avios飛行積分以
個別持卡人計算（即主卡客戶只可於主卡客戶生日當天簽賬以享額外
Avios 飛行積分，而附屬卡客戶只可於附屬卡客戶生日當天簽賬以享 
額外Avios飛行積分）。

8 兌換Avios飛行積分之「合資格交易」包括零售簽賬及「八達通
自動增值」服務金額，惟不適用於以下交易，包括但不限於
現金透支、自動轉賬、「開心消費分期」計劃、信用卡兌現 
計劃、分行易兌現、「智息揀」結欠轉賬計劃、「智‧簡單」 
折現計劃、股票投資儲蓄計劃、「網上繳費Net」繳費金額、 
 「繳費易」繳費金額、交稅金額、免息分期之月供金額、信用卡
支票服務交易（如適用）、銀行手續費（包括但不限繳交 
年費、財務費用、逾期罰款及現金透支手續費等）、籌碼 
兌換、未誌賬 / 取消 / 退回之交易及所有未經授權之交易。 
本行擁有合資格交易之最終決定權。

兌換 Avios 飛行積分之「合資格交易」包括零售簽賬及「八達通自動 
增值」服務金額，惟不適用於以下交易，包括但不限於現金透支、自動
轉賬、「八達通自動增值」服務金額、「開心消費分期」計劃、信用卡 
兌現計劃、分行易兌現、「智息揀」結欠轉賬計劃、「智‧簡單」折現 
計劃、股票投資儲蓄計劃、「網上繳費NETet」繳費金額、「繳費易」繳費
金額、交稅金額、免息分期之月供金額、信用卡支票服務交易（如適用）、
銀行手續費（包括但不限繳交年費、財務費用、逾期罰款費用及現金 
透支手續費等）、籌碼兌換、未誌賬 / 取消 / 退回 / 之交易及所有未經 
授權 /退款之交易。本行擁有合資格交易之最終決定權。

閣下有權通知本行終止閣下的指定大新信用卡，藉此拒絕上述修訂。若閣下於生效日期或以後仍繼續保留及/或使用指定大新信用卡及/或使用本行之有關
服務，則上述之修訂對閣下具有約束力。請注意，若閣下不接受上述修訂，本行將未能繼續為閣下提供有關指定大新信用卡服務。

本通知的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2020年5月

iii.	大新ONE+信用卡之條款及細則

iv.	 大新英國航空白金卡之條款及細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