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展企業一線通專線：(02) 6606 0302

企業客戶電子對帳單申請書
Corporate E-Statement Application Form
此致：星展（台灣）商業銀行 企業帳戶服務部

To： Account Services, DBS Bank (Taiwan) Ltd

114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399號13樓

13F, No.399, Ruiguang Rd., Neihu Dist., Taipei City 114

申請日 Application Date (YYYYMMDD)：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資料 (Application Information)
申請人名稱 Applicant Na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統一編號 Business ID/Tax ID：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資料 Details of Contact Person：
姓名 Name

職稱 Job Title

電話號碼 Telephone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同意申請電子對帳單，並指定以下之電子郵件信箱*來接收電子對帳單，並同時取消實體對帳單之寄送。
Applicant agrees to apply for the E-Statement service to receive monthly statement through below designated email
address, and cancel the monthly paper statement service.
電子郵件信箱1 email address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信箱2 email address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已申請電子對帳單，要求 □新增／□變更為以下之電子郵件信箱*來接收電子對帳單。
Applicant had applied for the E-Statement service, and request the Bank to □add/ □ update below email address for
Applicant to receive E-Statement service.
電子郵件信箱1 email address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信箱2 email address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同一統一編號至多可指定2組電子郵件信箱。申請書上留存的電子郵件信箱將同步更新留存於本行之客戶資
料檔。若有任何疑義或遇到無法更新的情況，本行將通知本申請書所留存的聯絡人。
Up to 2 email addresses can be designated. The email address provided in this application will also be used to update
Applicant’s profile held with the Bank. If there is any doubt or the provided information cannot be properly updated,
the Bank will contact the contact person provided in this application for clarity.
申請人（同帳戶持有人）簽署 Applicant’s Authorized Chop(s)/ Signature(s):

經濟部公司大小章 Company Seal(DBU) / 授權人簽名 Authorized Signatory’s Signature(s)(OBU)
（請一併檢附最新"公司經濟部登記事項卡"影本加蓋公司大小章）

申請人已收到並於合理期間詳閱貴行關於帳戶之條款條件（包括但不限於開戶總約定書及星展銀行企業客戶電子對帳單約定條
款）。申請人瞭解且同意受該等條款條件（含其後之修訂、增補及/或替代條款）之規範。申請人聲明並確認貴行已依金融消費
者保護法第十條規定向申請人充分說明星展銀行企業客戶電子對帳單約定條款之各約定事項並已充分揭露相關風險。
Applicant has received, and has been given a reasonable period of time to read the relevant terms and conditions issued by the Bank
governing the account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Bank’s Terms and Conditions Governing Account and Corporate E-Statement terms
and conditions). The Applicant has understood these terms and conditions and hereby agrees to be bound by them (including its subsequent
amendment, supplement and/or replacement thereof). Applicant hereby represents and confirms that the Bank has fully explained to the
Applicant the provisions set forth in the Corporate E-Statement terms and conditions and has fully disclosed the relevant risks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0 of the Financial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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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展銀行企業客戶電子對帳單約定條款
立約人向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銀行」）申請「企業客戶電子對帳單」服務（下稱「電子對帳單」）前，
應確認已於合理期間內閱讀、充分了解及同意遵守本星展銀行企業客戶電子對帳單約定條款（下稱「本條款」）。如本條款未予
規定者，悉依銀行關於帳戶之各項約定條款（包括但不限於開戶總約定書，含其後之修訂、增補及／或替代條款）辦理：
1. 立約人得依銀行同意之方式向銀行申請電子對帳單，經銀行同意申請者，由銀行定期將立約人之對帳單或服務相關通知以電
子方式傳送至立約人指定之電子郵件信箱。立約人瞭解並同意向銀行申請電子對帳單成功者，電子對帳單將取代企業客戶實
體對帳單（下稱「實體對帳單」）之寄發服務。立約人並同意電子對帳單之效力與實體對帳單相同，立約人不得主張電子對
帳單不具書面要件而無效，亦不得主張銀行未履行寄發對帳單或服務相關通知之義務。
2. 立約人申請電子對帳單服務成功者，若立約人原本每月已收取本行的實體對帳單，自申請成功之日起之下二個月對帳單寄送
日，銀行將同時寄發實體對帳單及電子對帳單，其後，銀行將停止實體對帳單之寄送，而寄送電子對帳單。立約人如向銀行
申請終止電子對帳單服務者，自完成終止手續後之下個月對帳單寄送日，銀行將停止寄送電子對帳單。倘銀行依法令或契約
應寄送實體對帳單予立約人者，銀行將於下個月對帳單寄送日開始寄送實體對帳單予立約人。
3. 立約人向銀行申請電子對帳單，立約人應確認所指定之電子郵件信箱係正常、有效且可使用，以供銀行寄送電子對帳單或服
務相關通知至該指定之電子郵件信箱。指定之電子郵件信箱有異動時，立約人應立即依開戶總約定書關於通知之規定通知銀
行辦理變更作業。
4. 銀行寄送電子對帳單至立約人指定之電子郵件信箱伺服器且未被退回者即視為已送達，但倘非因銀行之故意過失而造成傳送
失敗者（包括但不限於立約人輸入錯誤之電子郵件信箱地址、立約人變更或取消電子郵件地址而未辦理變更、立約人端網路
設備故障或運作不當等），則以銀行寄送電子對帳單至立約人指定之電子郵件信箱之發送時間視為已送達。立約人應自行注
意是否定期收到電子對帳單並核對電子對帳單之內容。倘立約人未收到電子對帳單，應立即聯絡銀行處理，並依銀行開戶總
約定書關於通知之規定變更指定之電子郵件信箱地址。
5. 立約人使用電子對帳單時，如因不可歸責於銀行之事由而發生電子對帳單或服務相關通知內容有遺漏、錯誤、被攔截、傳送
失敗、傳送遲延時，銀行不負賠償之責任亦不擔保電子對帳單或服務相關通知之確實傳遞、及時性或準確性，惟銀行應提供
必要之協助。立約人確認並同意儘管銀行將設置合理之安全保障措施，但銀行不擔保傳送予立約人之任何電子對帳單或服務
相關通知之安全。且立約人同意承擔銀行傳送電子對帳單或服務相關通知可能遭未經授權之第三人存取之風險。儘管銀行將
設置合理之安全保障措施，銀行不擔保電子對帳單服務之提供不中斷或不存在任何錯誤、電腦病毒或其他惡意、破壞性或損
壞性編碼、代理、程式或巨集指令，亦不擔保任何缺陷將獲得改正。
6. 於發生下列任一情形時，銀行得停止或終止電子對帳單服務。
1) 銀行系統設備進行必要之維修及保養者。
2) 發生電子通訊設備或資訊軟硬體設備故障或銀行合作之協力廠商之系統或軟硬體設備故障者。
3) 由於天災及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致無法提供服務者。
4) 立約人有任何違法使用電子對帳單之情事。
7. 立約人同意銀行得隨時修改本條款之相關規定，並依銀行開戶總約定書相關約定於銀行網站或營業場所公告或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立約人。倘立約人不同意修改，得於生效日前隨時以書面通知銀行終止本電子對帳單服務。逾期未終止者，視
為立約人已同意並接受相關修改。
8. 本條款係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立約人與銀行因本條款涉訟時，雙方同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法
律有專屬管轄規定者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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