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行開戶但尚未申請本行企業網路銀行
欲設定網路銀行使用者之交易權限及授權流程
欲設置網路銀行使用者之間獨立與分權機制，例如：特定使用者只能存取特定帳號等

A

經本行確認申請文件齊備而成功申請
後，您將會在七個工作天內，收到本
行寄出的新手上路組合包。

選擇申請哪些網銀服務，填表並簽
章用印後，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
客戶請記得附上董事會議紀錄 (BR)
完成後將表格寄回本行。若表格不敷
使用，可自行列印並加蓋騎縫章。

B

新手上路組合包內含：
公司編號、用戶編號、首次登入序
號、實體動態密碼器(如有申請)等。

DBS IDEAL Mobile 企業行動網路銀行

˙查詢各幣別帳戶餘額及交易明細
˙授權台幣付款交易
˙新增台幣付款指示
˙整合IDEAL數位動態密碼器 -

透過您綁定數位動態密碼器之行動裝置進行雙因素認證(2FA)，更方便您在 DBS IDEAL及DBS
IDEAL Mobile進行登入或交易授權。

˙只要成為IDEAL客戶，不須額外費用即可直接下載使用DBS IDEAL Mobile。

C
帳戶資料查詢

貿易金融查詢

包含現金管理與貿易融資、定存、貸款、匯款、及各式警示提醒匯
款，另可加開金融商品交易確認書與報表功能。

包含貿易金融資訊及歷史交易明細查詢功能，另可加開應收帳款承
購(Factoring)查詢功能。

現金管理

其他特別需求

包含自行或他行、新台幣、外幣付款功能，並可選擇單筆或批次匯
款。

若您需要其他的服務或功能，請於申請書相關欄位詳細填寫。

動態密碼器

可一次匯出多筆新台幣薪資檔案，金額將會以扣一入多的方式呈
現。

˙ 數位動態密碼器(請確定您的行動裝置並未遭破解，如Jailbreak
或Root)。
˙實體動態密碼器。

交易編輯者

系統管理者(建議兩位以上系統管理者)

交易授權者

聯絡人

薪資付款

交易時，新增交易，供交易授權者審核放行的人。
交易時，將交易編輯者新增之交易審核放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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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管理者的作用為動態密碼器解鎖。

供本行與申請人就IDEALTM企業網路銀行申請及服務相關事宜進行
聯繫之聯絡人。
Page 1 of 8

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 OBU公司請填註冊編號*
聯絡人
請指定至少一位聯絡人，以供本行與申請人就IDEAL™企業網路銀行申請、電話照會及服務相關事宜進行聯繫。除另有約定
外，申請人指定「傳真指示交易授權書」(如有申請)所列「電話照會授權人員」同時作為IDEAL™服務事項之聯絡人，並同意
另新增聯絡人如下：

1. 姓名*____________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信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姓名 ____________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信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姓名 ____________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信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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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欲增加更多使用者，請自行列印並加蓋騎縫章。所有英文請大寫，數字請加註底線(如USER 10)。
2. 為保障網銀安全性暨為辨識身份、首次登入、重置密碼等用途，請提供有效之手機號碼及電子郵件信箱，並請確
保藉由上開通訊設備得安全收取相關訊息，身份證字號／護照號碼、國籍、生日、住址欄位為交易授權者必填。
3. 使用者之動態密碼器預設為數位動態密碼器，請務必提供正確且可收取訊息之使用者電子郵件信箱及手機號碼，
方可使用數位動態密碼器。如使用者另亦需使用實體動態密碼器(實體動態密碼器費用請參照星展銀行官方網站
表單專區內之收費標準表)，請於下方各別使用者之“其他特別需求”欄位中註明。
姓名(與身份證或護照相同之姓名)*

身份證字號/護照號碼(僅授權者必填)*

姓名(與身份證或護照相同之姓名)*

身份證字號/護照號碼(僅授權者必填)*

用戶編號*

國籍(僅授權者必填)*

用戶編號*

國籍(僅授權者必填)*

生日(DD/MM/YYYY)(僅授權者必填)*

聯絡電話

生日(DD/MM/YYYY)(僅授權者必填)*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限大寫英文)*

手機號碼*

電子郵件信箱(限大寫英文)*

手機號碼*

(填入自訂用戶編號，即User ID，限大寫英文或數字6-20位)

居住地址(僅授權者必填)*

(填入自訂用戶編號，即User ID，限大寫英文或數字6-20位)

居住地址(僅授權者必填)*

(請參考第1頁 章節C「服務及使用者角色說明」)

(請參考第1頁 章節C「服務及使用者角色說明」)

若為交易授權者，可選擇交易授權流程(請填入A-Z
字母作為此交易授權者所屬群組/層級，此部分對應
章節
)

若為交易授權者，可選擇交易授權流程(請填入A-Z
字母作為此交易授權者所屬群組/層級，此部分對應
章節
)

所屬群組 / 層級

所屬群組 / 層級

加開「金融商品交易確認書與報表」
貿易金融查詢

加開「應收帳款承購查詢」

加開「金融商品交易確認書與報表」
貿易金融查詢

使用者附加角色

使用者附加角色

其他特別需求

其他特別需求

連結至哪些帳戶

連結至哪些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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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開「應收帳款承購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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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欲增加更多使用者，請自行列印並加蓋騎縫章。所有英文請大寫，數字請加註底線(如USER 10)。
2. 為保障網銀安全性暨為辨識身份、首次登入、重置密碼等用途，請提供有效之手機號碼及電子郵件信箱，並請確
保藉由上開通訊設備得安全收取相關訊息，身份證字號／護照號碼、國籍、生日、住址欄位為交易授權者必填。
3. 使用者之動態密碼器預設為數位動態密碼器，請務必提供正確且可收取訊息之使用者電子郵件信箱及手機號碼，
方可使用數位動態密碼器。如使用者另亦需使用實體動態密碼器(實體動態密碼器費用請參照星展銀行官方網站
表單專區內之收費標準表)，請於下方各別使用者之“其他特別需求”欄位中註明。
姓名(與身份證或護照相同之姓名)*

身份證字號/護照號碼(僅授權者必填)*

姓名(與身份證或護照相同之姓名)*

身份證字號/護照號碼(僅授權者必填)*

用戶編號*

國籍(僅授權者必填)*

用戶編號*

國籍(僅授權者必填)*

生日(DD/MM/YYYY)(僅授權者必填)*

聯絡電話

生日(DD/MM/YYYY)(僅授權者必填)*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限大寫英文)*

手機號碼*

電子郵件信箱(限大寫英文)*

手機號碼*

(填入自訂用戶編號，即User ID，限大寫英文或數字6-20位)

居住地址(僅授權者必填)*

(填入自訂用戶編號，即User ID，限大寫英文或數字6-20位)

居住地址(僅授權者必填)*

(請參考第1頁 章節C「服務及使用者角色說明」)

(請參考第1頁 章節C「服務及使用者角色說明」)

若為交易授權者，可選擇交易授權流程(請填入A-Z
字母作為此交易授權者所屬群組/層級，此部分對應
章節
)

若為交易授權者，可選擇交易授權流程(請填入A-Z
字母作為此交易授權者所屬群組/層級，此部分對應
章節
)

所屬群組 / 層級

所屬群組 / 層級

加開「金融商品交易確認書與報表」
貿易金融查詢

加開「應收帳款承購查詢」

加開「金融商品交易確認書與報表」
貿易金融查詢

使用者附加角色

使用者附加角色

其他特別需求

其他特別需求

連結至哪些帳戶

連結至哪些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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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開「應收帳款承購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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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欲增加更多使用者，請自行列印並加蓋騎縫章。所有英文請大寫，數字請加註底線(如USER 10)。
2. 為保障網銀安全性暨為辨識身份、首次登入、重置密碼等用途，請提供有效之手機號碼及電子郵件信箱，並請確
保藉由上開通訊設備得安全收取相關訊息，身份證字號／護照號碼、國籍、生日、住址欄位為交易授權者必填。
3. 使用者之動態密碼器預設為數位動態密碼器，請務必提供正確且可收取訊息之使用者電子郵件信箱及手機號碼，
方可使用數位動態密碼器。如使用者另亦需使用實體動態密碼器(實體動態密碼器費用請參照星展銀行官方網站
表單專區內之收費標準表)，請於下方各別使用者之“其他特別需求”欄位中註明。
姓名(與身份證或護照相同之姓名)*

身份證字號/護照號碼(僅授權者必填)*

姓名(與身份證或護照相同之姓名)*

身份證字號/護照號碼(僅授權者必填)*

用戶編號*

國籍(僅授權者必填)*

用戶編號*

國籍(僅授權者必填)*

生日(DD/MM/YYYY)(僅授權者必填)*

聯絡電話

生日(DD/MM/YYYY)(僅授權者必填)*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限大寫英文)*

手機號碼*

電子郵件信箱(限大寫英文)*

手機號碼*

(填入自訂用戶編號，即User ID，限大寫英文或數字6-20位)

居住地址(僅授權者必填)*

(填入自訂用戶編號，即User ID，限大寫英文或數字6-20位)

居住地址(僅授權者必填)*

(請參考第1頁 章節C「服務及使用者角色說明」)

(請參考第1頁 章節C「服務及使用者角色說明」)

若為交易授權者，可選擇交易授權流程(請填入A-Z
字母作為此交易授權者所屬群組/層級，此部分對應
章節
)

若為交易授權者，可選擇交易授權流程(請填入A-Z
字母作為此交易授權者所屬群組/層級，此部分對應
章節
)

所屬群組 / 層級

所屬群組 / 層級

加開「金融商品交易確認書與報表」
貿易金融查詢

加開「應收帳款承購查詢」

加開「金融商品交易確認書與報表」
貿易金融查詢

使用者附加角色

使用者附加角色

其他特別需求

其他特別需求

連結至哪些帳戶

連結至哪些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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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開「應收帳款承購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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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欲增加更多使用者，請自行列印並加蓋騎縫章。所有英文請大寫，數字請加註底線(如USER 10)。
2. 為保障網銀安全性暨為辨識身份、首次登入、重置密碼等用途，請提供有效之手機號碼及電子郵件信箱，並請確
保藉由上開通訊設備得安全收取相關訊息，身份證字號／護照號碼、國籍、生日、住址欄位為交易授權者必填。
3. 使用者之動態密碼器預設為數位動態密碼器，請務必提供正確且可收取訊息之使用者電子郵件信箱及手機號碼，
方可使用數位動態密碼器。如使用者另亦需使用實體動態密碼器(實體動態密碼器費用請參照星展銀行官方網站
表單專區內之收費標準表)，請於下方各別使用者之“其他特別需求”欄位中註明。
姓名(與身份證或護照相同之姓名)*

身份證字號/護照號碼(僅授權者必填)*

姓名(與身份證或護照相同之姓名)*

身份證字號/護照號碼(僅授權者必填)*

用戶編號*

國籍(僅授權者必填)*

用戶編號*

國籍(僅授權者必填)*

生日(DD/MM/YYYY)(僅授權者必填)*

聯絡電話

生日(DD/MM/YYYY)(僅授權者必填)*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限大寫英文)*

手機號碼*

電子郵件信箱(限大寫英文)*

手機號碼*

(填入自訂用戶編號，即User ID，限大寫英文或數字6-20位)

居住地址(僅授權者必填)*

(填入自訂用戶編號，即User ID，限大寫英文或數字6-20位)

居住地址(僅授權者必填)*

(請參考第1頁 章節C「服務及使用者角色說明」)

(請參考第1頁 章節C「服務及使用者角色說明」)

若為交易授權者，可選擇交易授權流程(請填入A-Z
字母作為此交易授權者所屬群組/層級，此部分對應
章節
)

若為交易授權者，可選擇交易授權流程(請填入A-Z
字母作為此交易授權者所屬群組/層級，此部分對應
章節
)

所屬群組 / 層級

所屬群組 / 層級

加開「金融商品交易確認書與報表」
貿易金融查詢

加開「應收帳款承購查詢」

加開「金融商品交易確認書與報表」
貿易金融查詢

使用者附加角色

使用者附加角色

其他特別需求

其他特別需求

連結至哪些帳戶

連結至哪些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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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開「應收帳款承購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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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從超過50萬(不含)至
100萬需一位A群組的授
權人或一位B群組的授權
人搭配二位C群組的授權人

授權幣別以新台幣計價

1A or
(1B+2C)

授權幣別以美金計價

如您未勾選授權幣別，則預設
如您勾選「按授權層級依序授權」，交易即按英文字母順序由群組A到Z授權。例：授權組合為1B + 2C，則此交易須先由一位B群組的授權者核准，
再由兩位C群組的授權者核准。
欲增加更多使用者，請自行列印並加蓋騎縫章。
請勾選適用欄位

按授權層級依序授權

按授權層級依序授權

按授權層級依序授權

按授權層級依序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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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在此確認申請人已收到、閱讀、理解並同意接受星展電子銀行服務條款與條件以及收費標準表(可參考星展銀行官方網站表單專區：
http://www.dbs.com.tw/sme-zh/list/form-list.page 或 http://www.dbs.com.tw/corporate-zh/list/form-list.page)。我/我們確認使用由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星展銀行(台灣)」)提供的銀行產品與服務並受其服務條款的約束。
倘申請人向星展銀行(台灣)申請採行單一交易控管機制，申請人確認已詳閱、瞭解及同意星展電子銀行服務條款與條件第C部分第9條之
IDEALTM企業網路銀行單一交易控管機制的風險揭露聲明，並同意承擔因採行單一交易控管機制可能衍生之有關風險及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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