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之星有限公司  ESSO 油咭申請表 （只限教聯會員 / 家屬會員 / 教聯之友個人申請）

申請人姓名 (中文)

申請人姓名 (英文)

性別                 身份証號碼

電話

傳真號碼

手提電話號碼

住宅地址（郵政信箱恕不接受）

郵寄至：營業地址╱住宅地址（請刪除不適用）
介紹人姓名╱車牌

車牌號碼

 1.  2.  3. 

 4.  5.  6. 

 7.  8.  9. 

注意：以上車輛產生之所有費用均由申請人負責承擔。 

註：閣下提供之電郵地址會用作與澳之星有限公司通訊，
包括但不限於選擇收取電子月結單及其他宣傳 / 推廣資訊。 

電話 : 31880522 網址：www.starone.com.hk 
傳真 : 21519733 電郵：admin@starone.com.hk
地址 : 九龍觀塘敬業 街 61-63號利維大廈 1 樓 128 室

澳之星有限公司

 
     

1）香港身分證（副本），牌簿和申請人唔不同，需要持有人ID Copy

2）車輛登記文件（副本）牌薄非申請人亦可

3）申請人的住址証明（副本）最近一個月賬單

4）如公司名義申請或牌簿以公司名義持有，須提供BR及CI

5）教聯會有效之會員證或電子證

  

     
     

申請人資料（A）

電子通訊服務登記（B）

車輛資料（D）

油價根據當日油站錶面價而定。
油價折扣有任何更改，將會另行通知。
所有款項均以港幣結算。 
因油價隨時調整，一切變動以油站公佈為準。
油咭為本公司之財物，客戶不得轉讓及外借。    
本公司保留隨時修改或停止使用此咭的權利。    
如有遺失油卡，需即時向本公司報失，再以書面傳真作實，   
24小時後才能生效，期間之賬項仍須客戶全數負責。    
如未能付清欠款本公司有權採取跟進行動及    
加收全數百份之二十五作為行政費用。     
客戶於本公司代辨理之油咭，每次交易後三天內會於閣下之
信用卡戶口扣除。    
本公司一律用電子帳單，若以郵寄需每月收取$10 費用。

   

合約條款（E）

請以英文正楷填寫
電郵地址 :

本人 / 吾等確認以下填寫之電郵地址為本人持有並且真實無誤。 
本人 / 吾等同意不定時接收由澳之星有限公司 /  st arone.com.hk 發
出之帳單提示或任何之產品優惠通知。

簽署時請細閱以下聲明
致：澳之星有限公司     
本人（等）/ 本公司表述本人 ( 等）/ 本公司自願提供在本申請表中所要求的資料及保證
這些資料在所有方面均囑真實 , 正確和完整的。
本人（等）/ 本公司進一步授權 " 澳之星有限公司 " 向任何第三方核實和 / 或交換此申請
表的任何資料。
如澳之星有限公司按此申請表發出，本人（等）/ 本公司同意接受本申請表和澳之星有
限公司之合約條款的約束。
本人（等）/ 本公司明白所提供的資料可構成香港的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 所定義之 "
個人資料 "。
本人（等）/ 本公司現授權澳之星有限公司可基於營銷、管理、信貸調查或收取帳款之
目的，使用或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此申請表中所提供的資料及有關本人（等）/ 本公司的
帳戶資料。 
本人（等）/ 本公司 / 公司之任何合伙人，清楚明白承擔清還賬項全數及可能因追討而
產生之一切費用，而澳之星有限公司保留一切追討之權利。   
本人（等）/ 本公司同意及遵守一切由澳之星有限公司之合約條款及接納澳之星有限公
司可隨時對此作出修改，並無須另行通知。 
    
 申請人同意上述條款及聲明並蓋章簽署    

日期：

聲明及簽署（F）

收款之一方 ( 受益人 ) Name of party to tbe creadited (The "Beneficiary")
澳之星有限公司  START ONE LTD
本人現授權本人下述之發咭銀行，根據受益人每次給予本人下述之發咭銀行之指示，
自本人之信用咭脹戶內扣取本人之貸款及有關費用予上述受益人。
I hereby authorize my below named Bank to effect transfers from my 
credit card account to that of the above named beneficiary in 
accordance with suchinstructions as my Bank may receive from the 
beneficiary every time.
本授權書將繼續生效直至另行通知為止。
This authorization shall have effect unit further notice.
本授權書於下述信用咭有效期後仍然生效。
This authorization shall have effect after the expiry date of the credit card standed below.
使用信用卡需繳付1.8%信用卡行政費。

信用咭付款授權書（C）

信用咭號碼
Credit Card No.

持咭人姓名
Crad Holder Name

____ 月 MM / 年 YY____
有效期至  Expiry Date

發咭銀行
Issuing Bank

聯絡手提電話
Phone No.

持卡人簽署
Authorized Signature

以下只供本公司填寫
合約編號 查核 日期

HKFEW

注意：交回表格時，請一併寄上填妥之直接付款授權書及
下列文件副本： 



                       STAR ONE LIMITED



                       STAR ONE LIMITED

由本公司填寫 由本公司填寫

填上銀行名稱：如中國銀行...

戶口持有人之英文姓名 (請以正楷填寫)

如不清楚可向相關銀行查詢

戶口持有人簽署 
(必須以戶口簽署相同)可漏空

漏空

注意！如有任何更改，請先刪去錯誤內容，在旁邊更正後加上簽署
切勿使用任何塗改液或塗改筆等改錯工具

不用填寫不用填寫

不用填寫

此表格只接受單面印刷



 

一般銀行編號名單 

 

注意：由於銀行編號眾多，未能全數列出。如閣下之自動轉帳付款戶口之銀行編號未有出現在下列名

單，請向相關銀行或致電本公司查詢。  

 

003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HONG KONG) LIMITED 

004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 ED 

009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ASIA) CORPORATION LIMITED 

012  
BANK OF CHINA (HONG KONG) LIMITED 

015  
THE BANK OF EAST ASIA, LIMITED 

016  
DBS BANK (HONG KONG) LIMITED 

018  
CITIC KA WAH BANK LIMITED 

020  
WING LUNG BANK LIMITED 

024  
HANG SENG BANK LTD 

025  
SHANGHAI COMMERCIAL BANK LTD. 

035 
WING HANG BANK LTD. 

040  
DAH SING BANK, LTD. 

041  
CHONG HING BANK LIMITED 

043  
NANYANG COMMERCIAL BANK, LTD. 

128 
FUBON BANK (HONG KONG) LIMITED 

185  
DBS BANK LTD. HONG KONG BRANCH 

 

Source of Data : Hong Kong Interbank Clearing Ltd (data as at 29.1.2009) (Website: http://www.hkicl.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