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Page 1 of 4 

 

「大新 MyAuto 車主信用卡」常見問題 –  <適用於「大新 MyAuto 車主信用卡」新客戶> 

Q1 大新 MyAuto 車主信用卡可享甚麼優惠？ 

A1 - 大新 MyAuto 車主信用卡迎新優惠有兩個選擇（須符合指定簽賬要求）：  

1. BLACK & DECKER 便攜式打氣寶；或 

2. 400 港元現金回贈 。 

- 指定駕駛簽賬高達 20 倍積分（須符合指定簽賬要求（如適用））及每年可享免費補胎

及拖車服務各乙次 

- 其他一系列優越的駕駛禮遇（包括全年商戶優惠），可瀏覽大新 MyAuto 車主信用卡

網頁 dahsing.com/card/myauto 

- 豁免首 2 年年費 

 

Q2 憑大新 MyAuto 車主信用卡作指定駕駛簽賬可享 19 倍／7 倍額外積分，請問如何計算

19 倍／7 倍額外積分? 每月累積 5,000 港元合資格簽賬是根據月結單日期還是誌賬日期

作計算？ 

A2 於「易通行」不停車繳費系統繳交隧道費可享每 1 港元 = 20 積分 （包括基本積分及 19 

倍額外積分）。每曆月合資格簽賬之額外積分將於下一個曆月內誌賬予有關之合資格信

用卡賬戶內。簽賬將以誌賬日期計算。並沒有每月簽賬要求。 

 

而汽車相關服務（包括購買汽車、時租泊車、洗車、汽車美容、汽車維修、汽車零件、

汽車保養及拖車服務）、電動汽車充電及油站消費可享每 1 港元 = 8 積分 （包括基本積

分及 ７倍額外積分）。簽賬將以誌賬日期計算。客戶需每月作合資格簽賬滿 5,000 港

元，方可獲取額外積分。 

  

Q3 若 2 月之合資格簽賬累積達 5,000 港元，是否該月汽車相關服務、電動汽車充電及油站消費

便可享額外 7 倍積分？3 月之月結單是否可以反映到相關積分？ 

A3 是。若該月合資格簽賬累積達 5,000 港元，該月之汽車相關服務、電動汽車充電及油站

消費便可享額外 7 倍積分，連同基本積分，客戶合共可享８倍積分。每曆月合資格簽賬

可享之額外積分，將於下一個曆月內誌賬予有關之合資格信用卡賬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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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我是大新 MyAuto 車主信用卡主卡卡主，我名下亦有 2 張附屬卡。請問額外積分是否會

各自誌賬於主卡／附屬卡信用卡內？ 

A4 附屬卡所獲取之額外積分將誌賬於合資格信用卡主卡賬戶。合資格信用卡之主卡及附屬

卡將共享每月可獲取之額外積分最高上限。 

於「易通行」不停車繳費系統繳交隧道費可享 19 倍額外積分，額外積分最高上限為

25,000 額外積分。 

汽車相關服務（包括購買汽車、時租泊車、洗車、汽車美容、汽車維修、汽車零件、汽

車保養及拖車服務）、電動汽車充電及油站消費可享７倍額外積分），額外積分最高上

限為 50,000 額外積分。 

 

Q5  為什麼「快易通」自動增值服務之交易不會享有額外積分奬賞？ 

A5 因為「快易通」自動增值服務之交易不在「指定駕駛簽賬高達 20 倍積分推廣」優惠範圍

之內。 

 

Q6 我想了解有關大新 MyAuto 車主信用卡的「開心消費分期」計劃 0 手續費優惠，請介紹

一下優惠詳情？ 

A6 由即日至 2023年 6月 30日期間成功申請大新 MyAuto 車主信用卡，並於發卡後首 2個

月內或於 2023 年 9 月 30 日或之前（以較早日期為準）經網上成功申請大新信用卡「開

心消費分期」計劃，尊享首 10,000 港元 6 個月分期 0 手續費優惠 3 次。 

 

Q7 我不是車主但對大新 MyAuto 車主信用卡有興趣，我可以申請？ 

A7 當然可以。閣下可於本行網站立即申請。 

有關「易通行」 

Q8 大新 MyAuto 車主信用卡是否需要到有關政府系統登記「易通行」便可以在隧道自由出

入？成功申請卡後會否自動為我登記「易通行」？ 

A8 如登記車主早前在遞交與車輛相關的牌照申請時已預先登記申請「繳費貼」，運輸署會

陸續以郵遞方式向登記車主發出「繳費貼」。未有預先登記申請的人士，亦可透過「易

通行」網頁 hketoll.gov.hk 或流動應用程式遞交申請。 

收到「繳費貼」後，您可透過上述「易通行」網頁或流動應用程式註冊「易通行」戶

口，並於戶口內選擇「設定自動付款方式」以綁定您的大新 MyAuto 車主信用卡以繳交

隧道費。 

最後，請按安裝指引將「繳費貼」貼於車輛上的指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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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 我想查詢有關「易通行」的詳細情況， 請問我可以瀏覽哪個網址或電話作查詢？ 

A9 您可以致電「易通行」客戶服務熱線 3853 7333 或電郵至 enquiry@hketoll.gov.hk 或

瀏覽「易通行」網頁 hketoll.gov.hk 作網上查詢。 

免費補胎及拖車服務 

Q10 大新 MyAuto 車主信用卡之免費補胎及拖車服務以每年度計算，如果我 2023 年 12 月

30 日成功獲批而該卡於 2024 年 1 月 5 日才收到，我可以享有多少次免費補胎及拖車服

務？ 

A10 客戶需出示大新 MyAuto 車主信用卡以享受免費補胎及拖車服務而免費補胎及拖車服務

以每年度計算，並各可享一次免費服務，所以客戶可於2024年享用免費補胎及拖車服務

各 1 次。 

 

Q11 請問免費補胎及拖車服務需要累積指定金額簽賬及需要預約嗎？ 

A11 補胎及拖車服務並沒有簽賬要求，客戶須先致電服務供應商預約，詳情請瀏覽大新 

MyAuto 車主信用卡網頁 dahsing.com/card/myauto。 

 

Q12 請問「提供周全保障」之免費補胎服務需要到哪間商店使用？ 

A12 服務供應商為電腦洗車屋，詳情請瀏覽大新 MyAuto 車主信用卡網頁或致電電腦洗車屋

（熱線：8120 0288）查詢。 

 

Q13 請問「提供周全保障」之免費拖車服務，我需要致電哪個電話號碼作預約？ 

A13 你可以致電曼誠運輸有限公司（熱線：6446 5550／9763 3205）預約服務，詳情請瀏

覽大新 MyAuto 車主信用卡網頁 dahsing.com/card/myauto。 

 

Q14 每年享有免費補胎服務及免費拖車服務是指每個年度定信用卡發卡日？ 

A14 客戶於收到大新 MyAuto 車主信用卡後，於每個年度可享免費補胎服務及免費拖車服務

各一次。 

 

限時商户優惠 

Q15 請問限時商戶優惠「CARs 全車安全檢查+Motul 換油計劃」怎樣可以享用？ 

A15 2023 年 3 月 31 日前可以優惠價享用優惠一次（名額：500 個）。客戶須於最少 3 天前

致電預約服務，並提供車輛型號及車輛識別號碼，詳情請瀏覽大新 MyAuto 車主信用卡

網頁 dahsing.com/card/myauto 或致電卡士汽車護理（香港）有限公司 （熱線：2489 

0311）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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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you have any enquiries, please contact our Enquiry Hotline at 2828 8168.  

有關「大新 MyAuto 車主信用卡」之詳情及條款及細則，請瀏覽： 

www.dahsing.com/card/myauto。 

 

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本服務／產品並不是以歐盟的人士為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