俊鋒燃油有限公司
Fruitful Fuel Limited
免費申請入油折扣咭
Free Application for fuel Discount Card
所 須 資 料 、 文 件 及 申 請 詳 情:
Documents and Information Required for Application:


個人申請 請連同 申請表、 政府土地工程測量員協會會員證副本、申請人香港身份證副本、住址證明副本(三個月內)、車輛登
記副本及直接付款授權書。
Personal Applicant please submit of your Application form, copy of Association of Government Land & Engineering
Surveying Officers Membership Card or Retirement Membership Card, Hong Kong Identity Card Copy , Latest
Residential Address proof Copy, Hong Kong Vehicle Registration Document Copy and Direct Debit Authorization



請填妥申請表 [必須填寫:兩個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油咭密碼(四位數字)]及簽名。
Duly complete the form [must fill with 2 contact numbers, email address and completed Card PIN] and signed
Application Form.



填妥自動轉帳授權書，如有任何更改請在隔鄰簽署(自動轉帳只供現金往來或儲蓄戶口.)。
Duly completed and signed the Direct Debit Authorization, signature(s) must be signed on every correction. (Note:
Either Saving Account or Current Account would be accepted for the Auto-pay application, VISA/ MASTER credit card
are not acceptable).



申請者需將申請表及上述所需文件寄回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34 號新科技廣場 13 字樓 5 室”，以便辦理。
Please submit all the necessary Documents and Information Required mail to “Unit 5, 13/F, New Tech. Plaza, 34 Tai
Yau St., San Po Kong, KLN.” for application enrolment.



客戶請自行於本公司網頁www.fruitfulfuel.com查閱月結單。
Monthly statement will be client please login to www.fruitfulfuel.com check it.



自動轉帳將每月十日從閣下所選之銀行帳戶中支取(倘若原定之自動轉賬扣數日期為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則該次轉賬日會提前
一個工作日。
The monthly payment of your Shell Fuel Card will be debited from your designated Autopay bank account on the 10th
date of every month. (If the original autopay debit date is Saturday, Sunday and public holidays at the transfer will
advance working day.)



如資料無誤及自動轉帳生效 油咭最快於二至三星期發出。
If all information provided for the application is true and correct, Card Centre normally require 2 to 3 weeks processing
time to issue your FUEL CARD.



新申請之“車輛登記號碼”如在過住六個月內,曾登記蜆殼入油咭並有交易記錄者，將不獲接受申請。
Those“ Vehicle Registration Numbers” submitted for application, which have been registered with SHELL Card and
have transaction within 6 months, are not eligible for application.



本入油咭的折扣優惠不適用於機場貨運中心和機場客運大樓的加油站。
The Shell card discount is not applicable to Airport (Cargo Terminal) and 8 Airport (Passenger Terminal).



不論申請批準與否,本人/本公司明白此申請表及所有遞交的文件均不獲退回。
I /We understand that this application form and all the submitted documents are the properties of SDOL whether the
application is approved or not.

**

如閣下對油咭服務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2328 3636 本公司之油咭客戶服務部 查詢。
Should you have interest or any queries about the offer,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office 2328 3636

此 致
Your Sincerely,
俊鋒燃油有限公司
蜆殼咭客戶服務部 謹啟
Fruitful Fuel Limited
Shell Card Customer Service Departme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Unit 5, 13/F., New Tech Plaza, 34 Tai Yau Street, San Po Kong, Kowloon.
Tel: 2328 3636

Fax: 2320 7676

Email:info@fruitful.com.hk

Fruitful Fuel Limited 俊鋒燃油有限公司
Personal Applicant Data 申請者資料

( 政府土地工程測量員協會蜆殼咭申請)

Vehicle Data 車輛資料
Vehicle License No. 車輛號碼

Name in English 申請人英文姓名

請先細閱並於細閱後簽署同意遵守合約條款：

1

1.) 本申請表內之資料全部由油咭申請人提供，並由申請人確認無誤，若因申請人填報資
料錯誤而導致任向損失，均與本公司無關，申請人必須自行承擔責任。如申請表內之

2

Name in Chinese 申請人中文姓名

資料 (例如：登記地址) 有任向更改，申請人應立刻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作出更新。
2.) 申請人同意所提供之個人資料由俊鋒燃油有限公司保存。申請人亦已明瞭有關的個人

3

Mr. 先生 /

Ms. 女士 /

Miss 小姐

資料(私隱) 條例，申請人可隨時向該等公司查詢／更改／删除其個人資料，惟該等公
司可向申請人收取合理之行政費用。

4

3.) 俊鋒燃油有限公司 可能因收賬、信用證明、遵守法律所要求之披露資料責任、行政而
向第三方披露關於閣下的申請資料。

5

H.K.I.D. Card No. 香港身份證號碼

Terms & Conditions 合約條款

Card Pin (Four Didit) 自選密碼(四位數字)

4.) 油價以油站公佈為準，油價根據當日油站錶面價而定。
5.) 所有款項一律以港幣計算。

請填妥申請表格，連同以下文件副本一併遞交：

Home Address 現居地址 (英文)

6.) 折扣如有更改，將會另行通知申請人。
7.) 優惠祗適用於咭上已列印車牌號碼之指定車輛入油時使用，優惠並不適用於購買其他
各項燃油附屬產品。

1. 香港身份證 副本
2. 政府土地工程測量員協會會員證 副本
3. 英文住址證明 副本（近三個月內發出）
Home Telephone No. 住宅電話

E-mail Address 電郵地址

Mobile Phone No. 手提電話

4. 車輛登記（牌簿）副本

8.) 不可轉讓。
9.) 客戶若逾期付款，本公司將會停止客戶之加油服務及所有折扣優惠及加收因追收欠款
而產生之行政費用及保留採取法律行動。
本人 / 本公司茲申請開戶及發予蜆殼油咭，並保證申請表內提供的資料全部正確無誤，及授
權貴公司取得及交換有關本人 / 本公司之信貸資料。

本人 / 本公司明白上述合約條款，同時知道使用蜆殼油咭的條款及細則，將詳列於隨咭附上

5. 直接付款授權書

的文件內，並明白一經使用該咭，將被視為接受該條款及細則。 本人 / 本公司現作出書面保

6. 須有兩個聯絡電話號碼

蜆殼油站購貨之貨款。

証，不論本人 / 本公司是否登記車主，現承諾承擔下列車輛使用蜆殼油咭，到港九新界各蜆

本人 / 本公司明白俊鋒燃油有限公司繼續為本人 / 本公司提供最新產品、服務及推廣計劃之

Company Name 公司名稱

資料，若本人 / 本公司不欲收取，必須以書面通知俊鋒燃油有限公司。

FM-81-201606

本人 / 本公司同意貴公司將本人 / 本公司與貴公司之員工或代表人之電話對話錄音。

Company Address 公司地址

本公司專用

S:
Company Tel. No. 公司電話

P:
D:

Card No.

申請人同意上述合約條款並簽署証明

日期

Company Fax. No. 公司傳真

如有查詢，請致電 9082 7796 與李先生聯絡

查詢熱線 2328 3636

傳真專線 2320 7676

政府土地工程測量員協會會員
職員家屬SHELL咭優惠申請書(每名職員只可介紹一位家屬申請優惠)

申請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車輛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員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員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員證﹕

請將 政府土地工程測量員協會會員證
放此影印

* 職員請填寫及簽署(家屬申請表)，連同申請書給予家屬自行申請。
* 家屬申請需連同(家屬申請表)及相關文件寄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