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油咭優惠(May-2018) 

  

 

 

 

 

 

 

申請辦法： 

(1) 「直接付款授權書」不接受信用卡戶口作自動轉帳。 

(注意: 每輛車需填寫一張付款授權書, 填寫方法可參照範例)  

(2) 填妥申請表格並請連同以下文件交回勞聯 

(文件一) 申請人及車主之身份證副本及住址證明副本 

(文件二) 香港汽車登記證副本 

(文件三) 有效勞聯咭或工會會員證影印本 

付款辦法：每次到指定油站入油的油款，會於銀行以自動轉帳即時過

數，過數紀錄表將於次月 10 號前郵寄到申請人所提供之地

址以供核對。 

逾期繳款：如自動轉帳扣數失敗，油咭將暫停使用，申請人需以原價

繳付油款，拖欠之油款每月利息為 2%。 

索取表格請登入 http://welfare.hkflu.org.hk 或致電: 2779-3766 查詢 

郵寄或遞交表格地址：九龍深水埗大埔道 18 號 
                 中國聯合銀行大廈 12/F (勞聯福利委員會收) 

 

 

 

 

勞聯福利委員會   新聯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勞聯會員及親友 

免費申請入油咭 

(電油) 每升減 2.4 元 

(柴油) 每升減 5 元 
 

 

(生效日期 2018/05/01) 

又有新優惠啦! 

依家入油再平多 D, 

記得快 D申請番張咭先 



Referred by   介紹人 勞聯

Approved Date 批核日期

Registration Mark 車牌  3                                                                                  電油PETROL / 柴油DIESEL

觀塘郵政局郵政信箱62085號

Declaration :

1. Please confirm that the information above is correct and complete, and

authorize New Team International (HK) Limited to confirm any source you

may choose.Your personal data held by New Team International (HK)

Limited will be kept confidential.

2. Rebate will be given at specific gas stations by presenting our fleet card.

3. Auto-pay transfer will be debited for every single transaction. A monthly

invoice will be sent to the correspondence email or mailing address

provided by card users on or before 10th of next month.

4. Your fleet card will temporarily be suspended if the amount is overdue.

You may have to settle the payment in original price and 2% of interest may

also be applied.

5. Please enclose the following copies with this completed application form

and send to our address:

a. Vehicle Registration Document

b. Applicant's HKID / Company BR and CI

c. Residential Proof

聲明：

1. 本公司的服務是提供給申請人及其認可人士使用，請確認上述遞交資料乃屬正

確及完整，並授權新聯國際(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可向任何方面查

證。本公司將對閣下提供的資料内容保密。

2. 服務內容：使用本公司代理的油咭到指定油站入油，可享有本公司提供的油價

折扣優惠。

3. 繳款方式：每次使用本公司的油咭入油的油款，將會在使用後隔天在閣下已授

權的銀行賬戶作自動轉帳付款。每月賬單則會於次月10號前寄出到閣下所提供之

電郵地址或住址。

4. 逾期繳款：若於上述付款日期內未收到閣下之油款，本公司將暫停油咭之使用

，閣下可能需要以原價繳付油款，拖欠之油款每月利息為 2%

5. 請填妥本申請表後連同以下文件之副本寄到本公司地址：

   a. 申請車牌之車輛登記文件

   b. 申請人之香港身份證 / 商業登記證及公司註冊證

   c. 個人地址證明 / 公司地址證明

P.O. BOX No.62085, KWUN TONG POST OFFICE

Remarks 備註

Fleet Card Registration Form / 油咭登記表格  -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專用
*Please complete this form in English (in BLOCK letter) 請以英文正楷填寫  

OFFCIAL USE ONLY 內部專用

*Please delete the inappropriate item 請刪去不適用者  

Email address電郵地址

Registration Mark 車牌  2                                                                                  電油PETROL / 柴油DIESEL

Correspondence Address通訊地址

Application Date 申請日期 Singature 申請人簽署

Registration Mark 車牌  1                                                                                  電油PETROL / 柴油DIESEL

新聯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New Team International (HK) Limited

Name of Applicant 申請人姓名 HKID Card No. 香港身份證號碼

Tel : (852) 54034307     Fax : (852) 28542800

Mobile 手提電話 Home Telephone 住宅電話

*月結單將以電郵形式寄送與閣下 Monthly Statement will be sent via Email.

Chop of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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