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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達通卡：跌卡如跌錢

錦囊集

三類八達通卡
八達通卡的應用範圍日廣，除乘搭

交通工具外，亦可應付日常零碎開支，可

說影響著每個市民的生活。從97年推出

至今，已發出超過800萬張，9成以上是普

通八達通卡(Anonymous Octopus card)，個

人八達通卡(Personalised Octopus card)約

有70萬張，其中具有自動增值功能的個

人八達通卡約佔36萬張。

1. 普通八達通卡

普通八達通卡內不含個人資料，不

能辨認持卡人，可隨時轉讓他人使用，遺

失卡後不接受報失。換言之，遺失普通八

達通卡即像遺失了鈔票一樣。即使被拾

獲交回八達通卡有限公司(下稱「八達通

公司」)，因卡內無身份紀錄，持卡人不能

取回餘額。

個人八達通卡可附加自動增

值功能，避免出現結餘不足、身上又

沒零錢的尷尬場面。然而，一旦遺

失，卻未能即時鎖卡。合計增值額及

手續費，損失可達$834。全港36萬

名自動增值八達通卡持卡人及有意

申請人士，須留意此項風險！

2. 一般個人八達通卡

個人八達通卡內儲存了持卡人

的姓名、身份證號碼及出生日期，方便

辨認持卡人身份及扣除適當的優惠

收費，亦可以報失及鎖卡。若失卡未遭

盜用，持卡人便有機會取回卡內餘額。

增值。為了減低失卡被盜用的損失，自動

增值限於每天一次，每次$250。

報失不能即時鎖卡
用自動增值八達通卡，毋須經常跑

去增值，也免去餘額不足的尷尬，確是方

便，然而萬一遺失被竊，卻不能即時鎖

卡，持卡人可能蒙受損失。

過去3年，本會接獲185宗有關八達

通卡的投訴，不少個案指在報失自動增

值八達通卡後，未能即時鎖卡，以致持卡

人須承擔期間被盜用的損失。根據八達

通公司今年5月至7月的資料，平均每天

有74宗報失個人八達通卡的個案。

遺失個人八達通卡，持卡人應盡快

循以下途徑報失︰

(1)致電熱線2266 2266；或

(2)傳真至2266 2211；或

(3)電郵至 cardoperations@octopuscards.

 com。

3. 自動增值八達通卡

除了以上特點外，個人八達通

卡持卡人可向指定銀行或發卡機構

申請附加自動增值功能。當卡內餘額

為零或負數，或備用餘額$35不足繳

付交易時，自動增值八達通卡會自動

個人八達通卡可選加自動增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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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達通卡的應用範圍日廣，除乘搭交通工具外，亦可應付日常零碎開支。

自動增值卡主須承擔報失後
48小時內的交易金額

根據《八達通自動增值協議》，八達

通公司接獲自動增值八達通卡的失卡報

告後，「須於報失後48小時內將卡註銷，

而帳戶持有人及持卡人須承擔和繳付發

卡公司在接獲遺失報告後48小時內以自

動增值服務為該卡增添的價值。」

該公司表示實際運作上，目前平均

可於24小時內註銷個人八達通卡。因此，

該公司表示只需持卡人負責報失後24小

時內的交易金額。條款中訂明48小時，主

要是從法律觀點考慮，保障該公司能百

分百履行合約。

為何不能即時鎖卡？
信用卡交易通常會在線(online)核

對失卡、信貸額等資料，然後取得交易授

權。舊式的方法是致電卡中心取授權碼，

而新的技術甚至可用流動終端機，通過

無線網絡技術進行。消費者報失信用卡

後，很快便可鎖卡。很多消費者質疑，為

何八達通不能像信用卡般，報失後即時

註銷？

八達通是針對小額交易的電子貨

幣，以快捷取勝。所採用的技術及保安要

求，亦與信用卡不同。該公司表示，主要

是技術上的原因，以致未能在報失後即

時鎖卡。若採用信用卡的模式，每宗交易

都要作線上核對，勢必大大拖慢交易速

度，失去八達通「咇」一聲便完成交易的

便利。現時八達通實際交易時間為0.3秒。

鎖卡需時
八達通公司收到報失通知，會透過

專線網絡，將鎖卡資料傳送至各服務供

應商，供應商再將鎖卡資料下載至收費

器。遺失的八達通卡接觸收費器，便被鎖

上，不能使用。

然而，鎖卡速度因服務供應商而異。

以地鐵為例，因有系統與八達通互換資

料，鎖卡速度相對較快。但一些使用流動

收費器的交通系統(例如巴士)，須待回廠

時，才可下載鎖卡資料。

報失貼士
D辦公時間以外，持卡人只須在電話錄

音留言，或以傳真或電郵報失，並說

明姓名、身份證號碼及聯絡方法即

可，職員會跟進。

D若翌日仍未收到回覆，持卡人宜在辦

公時間內再致電該公司瞭解情況。

D計算是以報失時間為準，持卡人宜盡

早向八達通公司報失，並記錄報失時

間，以備日後跟進。

D本會接獲投訴個案，投訴人遺失信用

卡及自動增值八達通卡，以為報失信

用卡使之失效，便等同取消了八達通

自動增值。結果，因未及時報失八達

通卡，在失卡後被增值10次。遺失自

動增值八達通卡，切記盡快向八達通

公司報失。

D不論普通或個人八達通卡均可能涉

及其他用途，例如兼作出入屋苑的電

子匙、公司職員卡等。若遺失，應同時

向有關機構報失。

個人八達通卡報失及
處理程序

7個工作天內發信予持卡人，

連同退款支票及/或補領卡收據

職員解釋報失程序及收費

1 持卡人致電熱線2266 2266，或

傳真至2266 2211，或電郵至

cardoperations@octopuscards.com報失。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9:00-17:30，

星期六9:00-13:00)內，有職員接聽熱線。

2
3

4

�

鎖卡

（不補卡或停止自動增值服務，八達通公司

會通知銀行或信用卡中心停止自動轉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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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增值八達通卡是從指定銀行

或信用卡戶口扣數自動增值。有些持卡

人報失後，因八達通公司未能即時鎖卡，

遂向有關銀行或信用卡中心求助。

究竟可否要求銀行或發卡機構終

止有關自動轉帳，以停止八達通卡的增

值服務，減少失卡損失？

每次個人八達通卡自動增值，並非

直接從持卡人帳戶扣數，而是由八達通

公司先行墊支，其後該公司透過自動轉

帳安排，從持卡人指定的銀行或信用卡

帳戶收回增值額。

持卡人已授權銀行或發卡機構自

動轉帳增值額予八達通公司，至於持卡

人是否有權單方面終止自動轉帳安排，

則須視乎銀行與客戶之間的條款。然而，

即使終止了自動轉帳授權，亦不能免除

持卡人承擔失卡被自動增值的損失責

任。

D有超過800萬張八達通卡在市面上流通，平均每名市民持有1.2張，個人八達通卡佔70萬張，能自動增值的達36萬張。
D現有超過130間服務供應商，包括公共交通、便利店、超級市場、快餐、餅店、自助服務(如販賣機、照相機、影印機)、停車場、康樂
設施、學校和屋苑出入保安系統等。

D八達通卡最高儲值額為$1,000。
D八達通卡連續3年未被使用便告失效，持卡人可前往地鐵、九廣東鐵或輕鐵客戶服務中心重新啟動該卡。
D損毀了的普通八達通卡可退回註銷，但須從按金中扣$30作為成本費。
D在發卡5年內退回或被註銷個人八達通卡, 須從按金中扣$30作為成本費。

普通八達通卡損失餘額及按金

因無身份紀錄，不接受報失及不能取回$50按金。換言之，損失金額是卡

內餘額加$50按金。

一般個人八達通卡須付成本、行政費

一般個人八達通卡無自動增值功能，最高損失金額為卡內餘額，另加失

卡成本費($30)、鎖卡行政費($20)及備用餘額(最高$35)。

自動增值八達通卡最高損失$834

假設餘額為$249，失卡後被花光，報失後24小時內自動增值2次(共

$500)，用盡至餘額為負$35。合計失卡成本費($30)及鎖卡行政費($20)，損失

最高可達$834。

遺失八達通損失幾多？
可否向銀行

終止自動轉帳？

數字
D

註:

失卡損失計一計

a. 已繳按金用以抵銷卡的成本費($30)及備用餘額(最高為負$35)，不獲退回。
b. 無自動增值功能，須自行增值，最高儲值額可達$1,000。此處假設失卡前餘額與自動增值八達通

卡相同，以作比較。
c. 若卡主其後再申請個人八達通卡，八達通公司會收回此項負結餘；若卡主不申請，此負結餘可豁免。

按金

假設失卡時該卡餘額

假設鎖卡前自動增值2次

假設鎖卡後該卡餘額(負數)

失卡成本費

鎖卡行政費

退回按金

以上假設情況下的損失金額

自動增值八達通

金額 (HK$)

$50
$249
$500
$35
$30
$20

- $50
$834

c

$50
$249
不適用

$35
$30
$20

- $50
$334

一般個人八達通

金額 (HK$)

b

c

普通八達通

金額 (HK$)

$50
$249
不適用

不適用

$0
$299

a
b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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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

首次申請自動增值服務者，豁免$20手續費

—

—

—

送$20零食禮券(至8月31日)

—

自動增值兩次，回贈簽帳額$100(至8月31日) f

—

—

—

—

—

—

—

機構名稱 從哪裡扣數？ 信用卡自動增值額

儲蓄/支票戶口

信用卡戶口

可累計積分？ 現金回贈 (增值額%) 優惠

AIG

DBS 廣安

上海商業

大華

大新

中信嘉華

永亨

永隆

亞洲商業

東亞

恒生

浙江第一

渣打

道亨

廖創興

豐明

●

—

●

—

—

●

—

●

—

—

—

●

—

—

●

—

0.5% (以積分轉換)

—

每$200回贈$1

最高1%

—

—

0.5125%

0.5%

0.5%-0.6%

—

—

0.5%

—

—

0.5%

—

資料截至2002年8月1日，最新資料以有關機構公布為準。
● 是 — 不適用
a 信用卡設有「合家歡」自動增值服務，主卡客戶可替多至3位年滿12歲及同住的家人申請。
b 包括「縱橫理財」、「悠 」理財、「翱翔」理財及「優越」理財。
c 8月中推出與大新銀行相似的信用卡綜合自動增埴服務。
d 「累計積分」或「現金回贈」任選一項。

提供八達通自動增值服務的機構

d

d

d

d

d

e

d

d

d

a

b

c

e 每月消費額達至

$2,500
$5,000
$12,000
$25,000
$50,000或以上

f 只適用於2002年6月24日至8月31日成功申請
自動增值服務的客戶。

回贈

$12.5
$30
$84
$200
$500

(綜合理財戶口)

(綜合理財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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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動增值 vs 無自動增值

自動增值八達通卡以方便取勝，避

免餘額不足的尷尬場面。缺點是報失後

未能即時鎖卡，有機會被自動增值。相同

情況下，損失金額較沒自動增值功能的

八達通卡為高。部分無自動增值的八達

通卡持卡人為免經常增值或出現餘額不

足的情況，每次以較大銀碼增值(最高儲

值額$1,000)。萬一遺失，損失金額或反而 註:

儲存個人資料

接受報失

取回失卡餘額

自動增值功能

普通
八達通

一般個人
八達通

自動增值
八達通

3類八達通卡比較

—

—

—

—

— 不適用 ●有/是

有機會

●

●

—

有機會

●

●

●

選擇指南 較自動增值八達通卡為高。

普通八達通卡 vs 一般個人八達通卡

兩者同樣無自動增值功能，相同情況

下，失卡損失相若，一般個人八達通卡或稍

高。但個人八達通卡有機會取回餘額。

普通八達通卡 vs 個人八達通卡

普通八達通卡無身份資料，失卡後

無法取回餘額及按金。個人八達通卡(不

論有無增值功能)的優點是可辨認身份，

遺失後，八達通公司會盡快鎖卡，持卡人

可取回卡內餘額。根據八達通公司今年5

月至7月的數據，超過8成失卡未遭盜用，

持卡人可取回全數餘額。

邊張卡八達通增值回贈高？
目前有16家銀行及發卡機構提供八達通自動增值服務，供

持有有關銀行戶口或信用卡的個人八達通卡持卡人申請。為吸引客

戶，部分銀行及發卡機構豁免個人八達通卡的申請手續費($20)，或

贈送禮券、免費簽帳額等。除了自動增值的便利外，以信用卡增值還享有免息還款期，部分信用卡更容許以增值額累積積分，換取禮品，或直接換取現

金回贈。最近，有銀行推出八達通綜合自動增值服務，一家大小的個人八達通卡，可綜合透過一張信用卡增值。沒有信用卡的長者及小朋友，亦可使用

自動增值服務。



34 選擇 310   2002·8

結語
自動增值八達通卡以方便取勝，而

漸受歡迎，發卡數目已達36萬張。然而，

報失後卻未能即時鎖卡，要持卡人自行

承擔報失後24小時內被盜用的損失。

根據服務協議條款，持卡人須承擔

報失後48小時內的交易，但該公司表示

實際時限已縮短為24小時。換言之，失卡

可能在報失後被增值2次，損失可達

$834。持有或打算申請自動增值八達通

卡的消費者，宜小心保管八達通卡，並須

留意失卡可能帶來的損失。

本會認為，八達通公司有責任提醒

自動增值服務申請人須要承擔的失卡風

險，並研究改善方法，加快鎖卡程序，以

及定期作檢討，以減低持卡人的損失。此

舉亦有助減少該公司為應付投訴引致的

成本，達到雙贏的局面。

截稿前，八達通公司向本會透露，該

公司正檢討處理失卡程序及研究提高對持

卡人的保障，若有新安排，會盡快公布。

有讀者反映，銀行巧立名目，增加很

多收費項目。例如，到銀行櫃位繳交信用

卡結餘，須付額外手續費，而部分銀行則

規定以現金繳款須付手續費。

銀行設立此類收費的理由，主要是

收回成本，以及鼓勵客戶多使用電子方

式繳費，從而減輕櫃位的使用壓力及交

易成本。多年前，只有一兩家銀行有此類

收費，現時已增至7家，每次收費$10 -

$20。此外，部分銀行亦向在櫃位（或以現

金）繳交循環貸款還款的客戶，收取手續

費，每次約$10-$30。

要避免此類收費，除轉用不收費的

信用卡/循還貸款外，最簡單是使用其他

方法付款，例如自動轉帳、電話理財、網

上理財、繳費聆、繳費易、自動櫃員機、郵

寄支票或將支票投入銀行收集箱等。

註:

機構名稱 櫃位繳付信用卡結欠
手續費(每次)

櫃位繳付循環貸款還款
手續費(每次)

資料截至2002年8月1日，最新情況以有關機構公布為準。
a 現金付款手續費。
b 適用於Cash卡及e-Money貸款卡。

$10

$10

$10

$10

$10
(商務卡、道亨/海外信託存戶或貸款客戶豁免)

大來信用証 : $20
Citibank : $20

$20

—

$10

—

$10

—

—

$20

$20

$30

DBS廣安銀行

大新銀行

永亨銀行

永隆銀行

道亨銀行

花旗銀行

美國運通

荷蘭銀行

a
a

a

b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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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囊集 八達通卡：跌卡如跌錢

櫃位找卡數要俾手續費

留言信箱

八達通屬多用途儲值卡，針對小額交易，

免卻攜帶及找贖輔幣的不便。跌卡如跌錢，

持卡人要視八達通卡如金錢般小心保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