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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主目錄按「更換八達
通」，然後將第一代租用
版八達通放在讀寫器上，
直至顯示訊息。

第一代租用版八達通第一代租用版八達通

*第一代租用版八達通已作廢並將不予退還。

先到八達通網頁
www.octopus.com.
hk/eardreplacement
網上登記申請全新租
用版個人八達通。

完成申請4個星期內
會收到全新租用版個
人八達通，攜同新舊
租用版個人八達通前
往新八達通服務站轉
移資料。

第一代個人八達通第一代個人八達通

更換租用版八達通（或個
人版）前須參閱在熒幕側
之會轉移及不會轉移的服
務/優惠列表。

按「換卡」以更換租用
版八達通。

留意熒幕列出之會轉移
的服務/優惠。

第一代租用版八達通
（或個人版）的資料轉
移至新更換的租用版八
達通。

八達通更換程序已完
成，依照指示燈於橙色
卡槽提取新更換的租用
版 八 達 通 * （ 或 個 人
版）。

保留「更換八達通收據」，
並向有關服務供應商查詢將
不會轉移的服務/優惠轉移
至新更換的租用版八達通
（或個人版）之安排。

「八達通服務站」位置

免費更換可App查交易記錄 計劃涉200萬張卡
八達通換卡 第一代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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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港大校友發起聯署聲明，譴責港大學生

衝擊校委會會議，要求港大校長馬斐森按機

制懲處。少數港大學生衝擊校委會，損害港

大學生形象，敗壞港大百年校譽。有良知的

港大校友及市民感到痛心疾首，不得不站出

來譴責激進學生的胡作非為。可惜，近年香

港習非成是、邪氣囂張，令到參與聯署譴責

聲明的港大校友及市民不能不有所顧慮，對

公開姓名有所保留，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當日衝擊校委會的港大學生粗暴無禮，目

空一切，儼然紅衛兵「再世」，更恐嚇校委

不肯就範，未來激進抗爭陸續有來。反對派

操縱慫恿「被寵壞的小混蛋們」，對履行職

責的校委大肆攻擊。由反對派控制的「港大

校友關注組」更透過傳媒不斷騎劫校友聲

音，製造假象，讓公眾誤以為港大所有校友

都反建制。「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

張，賢士無名。」在極之不正常的氣氛下，

尊重法治和制度的聲音遭打壓，歪風邪氣更

囂張。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目前正氣不彰、

賢良受辱的荒謬現象大行其道，與近年反對

派鼓吹煽動暴力抗爭息息相關，更是去年違

法亂港「佔中」的延伸。「佔中」期間，示

威者公然堵塞交通，撕毀法庭禁制令，令香

港陷入半癱瘓狀態長達79天，法治遭受前所

未見的衝擊。最令人憂慮的是，反對「佔

中」、主張法治的人受到瘋狂的攻擊。執法

的警察被抹黑為「黑警」，有警員及家人在

網上被「起底」，令警員擔心個人及家人安

全。「佔中」慘淡收場，壓抑正氣、挑戰法

治的歪風並無收斂，反愈演愈烈。政改討論

期間，支持政改方案的學生同樣被「起

底」。近日，因判處「反水貨行動」的暴徒

罪成，法庭被圍、法官受辱，主審法官在庭

上坦言擔心人身安全。如果連警察、法官都

難保人身安全，誰還敢為香港維護正義、主

持公道？

法治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執法機構必

須依法追究犯事者的刑責，重振法治權威。

同時，廣大市民向惡勢力說不顯得更為重

要，大家共同發聲，才能彰顯公義，端正是

非，為香港的長遠發展重新營造法治文明環

境。

支持港大校友譴責暴力衝擊
立法會秘書處昨日發表有關「香港旅遊業」的

《研究簡報》，指出今年上半年不僅訪港旅客人

數增幅放緩，而且其他重要指標，如訪港過夜旅

客人次、零售業銷貨金額、酒店實際平均房租，

以及酒店房間平均入住率等更呈現不同程度的跌

幅，顯示香港旅遊業已經響起了警鐘。事實上，

香港旅遊業近年來無論是硬件建設還是軟件服

務，都出現問題，加上少數激進勢力的公然騷擾

趕客，更令旅遊業雪上加霜。香港各界必須對此

高度重視，特別是旅遊業界更應認清危機，加倍

努力，確保香港旅遊中心的地位。

該報告指出，2010年至2013年間，訪港旅客的

年均增長率達16.4%。然而，2014年的相關升幅

開始放緩至12%，2015年上半年更放緩至2.8%，

這是自2009年第三季以來錄得最緩慢的升幅。香

港社會以及旅遊業過去長期存在的一些問題，已

經開始制約旅遊業可持續發展步伐。這些問題包

括：香港對旅遊業的投入不足，景點老化情況嚴

重，自香港迪士尼樂園在2005年開幕後，香港在

推出受旅客歡迎的新景點上無以為繼；服務質量

下降，近來更發生藥店以1萬多元超高價，欺騙

和強迫內地顧客購買只值100多元的藥油事件，

令香港「購物天堂」的美譽蒙上陰影；今年以

來，少數激進本土勢力公然發起旨在針對內地遊

客、毒化兩地關係的「趕客」行動，嚴重損害香

港文明好客的聲譽。

環顧周邊，各地都在大力發展旅遊業，與香港

爭奪內地遊客：新加坡自2008年起幾乎每年都有

新旅遊景點落成；韓國則將人氣韓流劇集和電影

的拍攝場地開闢為新旅遊景點；台灣也積極針對

大陸遊客，推出一系列富有寶島特色的旅遊項

目。面對這些強而有力的競爭對手，香港需要急

起直追，樹立「大旅遊」的觀念，全面推動旅遊

業的發展。

首先，特區政府應加強全面規劃，加大對旅遊

設施的建設和投入，重視發展與旅遊相配套的項

目，如加快第三條跑道建設速度等，為旅遊業的

長期繁榮奠定堅實基礎；其次，全面提升香港的

旅遊服務文化，充分發揮香港中西文化交融的特

色，弘揚香港熱情好客、文明有禮、誠實待人、

周到服務的精神，用世界一流的旅遊服務標準來

吸引來自內地及世界各國遊客；再次，結合香港

本身的商業優勢，全面挖掘香港旅遊業新的增長

點，推動會展旅遊等富有特色的商務旅遊領域。

香港旅遊業需急起直追

A4 重要新聞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鮑旻珊 ) 八達通卡有限

公司宣佈於昨日起推出第一代租用版八達通卡

更換計劃，免費為市民更換新卡，並提供技術

更新服務，市民可以利用新增備有近場通訊

(NFC)技術的流動裝置，進行網上付款及透過

八達通的手機應用程式，查閱最近40次交易

記錄。是次計劃涉及約200萬張卡。

舊卡「碎屍」保私隱 新卡儲姓名生日

1997年「出生」多種公交適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鮑旻珊）八達通曾捲入洩露個人私隱風波，令大
眾關注私隱的問題，八達通卡有限公司行政總裁張耀堂昨日多次強調，
轉移資料的過程中，個人資料不會外洩，舊卡亦會即時作廢，回收後的
舊卡更會由保安公司運送到安全地方碎掉，不存在市民私隱外洩風險。
八達通卡有限公司行政總裁張耀堂在記者會上多次強調，用戶個人資

料不會因換新卡外洩，他解釋，當舊卡放入換卡機內換新卡，將資料轉
移至新卡後，舊卡會被換卡機回收，並即時作廢。而舊卡回收後，會由
保安公司「拎去安全地方全部碎晒佢」。而運送舊卡時，亦有專人負責
監督，小心處理。
他續指，個人版的新卡上記有個人資料，僅是使用者的名字和出生日

期，出生日期是用來辨認能否享用優惠票價。而換卡機內的電腦系統在
資料轉移時，會記下使用者的名字和出生日期，他解釋，若市民報失八
達通時，方便辨別。

早在 1979 年，當
時的地鐵公司（現稱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已經採用全自動車票收費系統。
為進一步方便乘客，地鐵在1993
年構思非接觸式智能卡技術作為
收費系統平台。其後，地鐵、九
廣鐵路、九巴、城巴和香港小輪
合作， 成立了八達通卡有限公司
前身的聯俊達有限公司，負責開
發和推行非接觸式智能卡技術。

直至1997年，八達通系統正式
面世，適用於多種公共交通工具。

到2000年，八達通獲香港金融管
理局簽發「接受存款公司」牌照，
讓八達通可擴展到更多不同種類的
應用範疇，如零售業。兩年後，正
式改名為八達通卡有限公司。

在2005年，八達通控股有限公
司成立，全資持有八達通卡有限
公司以及其他負責非付款業務的
附屬公司，包括八達通獎賞有限
公 司 及 Octopus International
Projects Limited。同年推出八達
通日日賞計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鮑旻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鮑旻珊)第一代租用版八
達通更換計劃，舊卡上的大部分資料會自動轉移
至新卡，包括自動增值服務、門禁及八達通日日
賞等，但部分巴士公司的全日票、港鐵泊車轉乘
計劃及快餐店積分不包括在內。八達通卡有限公
司指，已經與有關公司聯絡，若市民有任何問
題，都可以致電八達通公司查詢。
在計劃下，利用換卡機作資料轉換時，多種服

務或優惠會轉移至新的八達通卡，包括舊卡的餘
額、自動增值服務、八達通日日賞、屋苑、商業
大廈和校園門禁系統、港鐵乘車優惠及服務等。
但有部分服務或優惠未有轉移至新的八達通

卡，包括大家樂Club100會籍、積金及樂賞錢、
城巴新巴全日票、九巴全日通、港鐵泊車轉乘計
劃等。八達通卡有限公司行政總裁張耀堂提醒，
市民在更換八達通後，需保留有關收據，並向有
關服務供應商查詢轉移以上服務至新的八達通
卡。
被問及能否保證有關服務供應商必定可轉移至

新卡，張耀堂沒有正面回應，並表示已經與有關
公司聯絡，告知有關更換八達通計劃，希望可將
服務轉移至新卡。他重申，若市民在轉移新卡上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致電八達通公司查詢，公司
樂意提供協助。

新巴城巴：不影響現有客戶

新巴城巴發言人回應指，新巴現時旗下的全日
票只有H1懷舊之旅，即新巴「人力車觀光巴
士」，以循環線形式來往中環天星碼頭及尖沙
咀，主要的對象為遊客，而現時路線提供優惠，
但只接受現金，相信八達通公司的新計劃不會影
響現有客戶。城巴現時則未有提供全日票服務，
故不受新計劃影響。

九巴已貼通告提醒「全日通」客
九巴發言人指，已張貼通告於出售九巴全日通

的落馬洲客務站，提醒購買全日通的乘客，如果
乘客於九巴全日通有效當日中途更換新的八達
通，該全日通將不會自動轉移至新更換的八達
通，故此建議乘客應更換新八達通後才購買九巴
全日通，或完成九巴全日通的當日旅程後才更換
新八達通。

大家樂倡轉移詳情公佈後換卡
大家樂集團表示，一直與八達通就Club100會

員的安排緊密聯繫。而新推出的八達通服務站亦
將在下個階段把大家樂Club100的會籍、積分及
樂賞錢在換卡時納入自動轉移的服務中，有關詳
情八達通於稍後公佈。並建議會員在八達通有關
安排推出後才換卡；如會員現時換卡，也可根據
一般會籍轉移申請程序將會籍轉往新卡，整個程
序需時4星期。

部分積分未轉 最好保留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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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租用版八達通上
有「聯俊達」的標誌（紅
圈示）。 八達通公司提供

■第一代租用版八達通卡
上只有8個數字號碼尾數沒
有括號。 八達通公司提供

■張耀堂演示更換新卡流程。
記者梁祖彝攝

換卡不能轉移服務或優惠
大家樂Club100會籍、積分及樂賞
錢
城巴/新巴全日票
九巴全日通
停車場時租/月租服務
港鐵泊車轉乘計劃
新渡輪月票/假日來回票

資料來源：八達通公司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鮑旻珊

八達通卡有限公
司推出第一代

租用版八達通更換
計劃，即2003年前
申請及購買的個人
八達通及非個人版
八達通，涉及約200
萬張卡，佔整體卡
數7%，第一代租用
版八達通的卡背號
碼最後數字沒有括
號，卡上有八達通
卡有限公司前身
「聯俊達」的標
誌，購買時亦需繳
付50元按金，但計
劃不包括第一代銷

售版八達通，即是出售或發行時不設50元按金，大多屬
紀念車票或卡通人物的八達通。
八達通卡有限公司行政總裁張耀堂昨日表示，是次計
劃屬自願性質，而且費用全免，目的是為舊卡提供技術
更新，方便市民以八達通使用網上服務，包括利用備有
近場通訊(NFC)技術的流動裝置，進行網上付款及透過八
達通的手機應用程式，查閱最近40次交易記錄。

換卡可用NFC網上付款
張耀堂指，若第一代租用版八達通的持有人不願意更
換，「係完全無影響。」現有服務仍可繼續使用，如乘
搭交通工具、付費及增值等。唯一不同是不能夠利用備
有近場通訊(NFC)技術進行網上付款。
他重申，第一代八達通仍非常可靠，但公司不希望到
用不到時才去更換。而且每張卡的損耗不同，所以公司
現階段並無任何更換的時間表，亦未有計劃何時停用第
一代八達通。他又指，每個月約有1萬張因損耗而回收
的八達通卡。

設10服務站 年底增至28個
張耀堂稱，為配合是次計劃，昨日起於全港九新界的
港鐵站設有10個新的八達通服務站供市民更換八達通
卡，服務站會陸續推出，預計年底服務站數目將會增至
28個。在計劃實施初期，每個站亦有服務大使在旁提供
協助。
他續指，各服務站將設有換卡機，整個換卡過程約為1

分鐘，租用版八達通持有人可即日起到服務站利用換卡
機換新卡，先將舊卡插入卡槽，如舊卡附有自動增值服
務，需輸入身份證的首4位數字核對身份，卡內的餘
額、門禁、自動增值服務及八達通日日賞計劃等資料將
自動轉移至新卡。
租用版個人八達通持有人則需到官網登記申請新卡，
八達通公司會在4星期內將新卡寄給申請者，申請者屆
時可帶舊卡及新卡到服務站的換卡機作資料轉換。而更
換流程與租用版相若。

更換流程

依照指示
燈將全新
租用版個
人八達通
插入橙色
卡槽內。

依照指示燈
將第一代租
用版八達通
（或個人
版）插入藍
色卡槽內。

（如第一代租用版八達
通附自動增值服務）輸
入身份證/護照號碼之首4
位數字以核對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