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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星展集團

星展集團是亞洲最大的金融服務集團之一，業務遍及19個市場。總部設
於新加坡並於當地上市的星展集團，積極開拓亞洲三大成長區域，即大中

華、東南亞和南亞地區。星展集團資本充裕，所取得的AA-和Aa1信用等級
為全球銀行業最高評級。

星展銀行於全球金融業的領導地位亦屢獲《銀行家雜誌》「年度全球最

佳銀行」與《環球金融雜誌》、《歐元雜誌》「全球最佳銀行」肯定。星展

銀行作為數位金融的創新先驅，率先以數位科技形塑未來銀行的營運模

式，榮獲《歐元雜誌》「全球最佳數位銀行」及《銀行家雜誌》「最佳創新

數位銀行」。此外，星展銀行於2009至2022年連續14年榮獲《環球金融雜
誌》評選為「亞洲最安全銀行」。

星展集團落實亞洲式銀行服務，致力與客戶建立長久的夥伴關係。我們

透過星展基金會創造更大的影響力，協助社會企業在獲利的同時，亦從

多面向對環境與社會產生正面助益，包括提供未來所需的關鍵技能，以及

關注糧食相關議題，以進一步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星展集團於2018年邁入50週年，宣告全新品牌承諾「生活隨興，星展隨
行」，我們相信在數位時代下，銀行服務必須簡單、便捷並且融入生活，協

助客戶將更多時間專注在真正所愛的人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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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星展銀行（台灣）

星展集團於1983年進入台灣市場，透過持續推出多元產品與服務，擴大
在台業務與客戶規模，展現深耕台灣市場的決心。2008年，星展集團收購
寶華銀行的良好資產，有效擴大在台營運規模，此次投資有助於星展銀

行落實大中華市場的發展策略，強化星展集團在亞洲金融市場及財富管

理業務的領導地位。

星展集團在台子行－星展銀行（台灣）於2012年1月1日正式營運，具體展
現星展集團對台灣這塊市場的長期承諾。星展銀行（台灣）於2017年12月
完成原澳盛銀行於台灣個人金融及財富管理業務移轉，進一步強化星展

銀行在台灣消費金融市場的領先優勢。2022年1月，星展集團宣布併購花
旗集團在台消費金融業務，貫徹深耕台灣市場的承諾。

為提供客戶高規格的頂級財富管理服務，星展銀行（台灣）於2018年推出
「星展豐盛私人客戶」，使星展銀行（台灣）財富管理的陣容更趨完整。星

展豐盛私人客戶結合私人銀行財富管理優勢與個人銀行日常金融服務，

不論是客製財富規劃、掌握投資契機，星展豐盛私人客戶都將提供您最

專業的服務及資訊，是您值得信賴的金融夥伴。



全方位
金融產品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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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投資規劃，專心為您達成目標

您將輕鬆享有以下私人銀行等級的投資理財服務：

 星展銀行深耕亞洲多年，善用亞洲區域網絡
與洞悉優勢，協助您創造更多投資機會。

 即時獲得最新市場動態及專業分析研究報告，
提供您投資及財務規劃參考。

 全方位金融服務、多元理財工具，為您量身
打造專屬資產配置與理財規劃方案。

 堅實健全的投資顧問團隊，定期審視您的投資
組合及資產配置，協助您達到理財目標，創造

更多財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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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理財商品，創富守富面面俱到

 外匯

創新、便捷的外匯服務，透過外匯諮詢，設

定外幣即期匯率交易，讓您直接投資全球外

匯市場。

 共同基金*
悉心篩選專業投資管理的共同基金，透過分行、

行動銀行∕網路銀行或電話理財中心，以單筆或

定期定額申購共同基金，讓您即時掌握不同產業

以及市場投資機會。
 外國股票    
快捷、簡便的交易方式，讓您無需於各國開

設證券帳戶，透過分行或電話理財中心，即

可投資美國、香港、日本、澳洲股票市場。

 保險商品*
精選優質保險商品，為您提供客製化的專業保險

規劃與服務，滿足您資產累積、退休規劃、教育

基金與財富傳承等財務需求。

* 詳見注意事項1~2

 信用卡

星展信用卡提供貼近您生活的極致禮遇，以

及多元的點數兌換通路，滿足您不同的需

求，讓您聰明用卡，盡享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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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指數股票型基金 （ETF）*
ETF具備股票與共同基金雙重特質，星展銀
行除提供股票型及債券型ETF外，還提供放
空型及原物料型ETF，讓您可依不同市場狀
況擁有多項投資選擇。

 結構型商品*
結構型商品為固定收益商品結合連結股權、利

率、匯率、指數或其它利益等衍生性金融商品之

複合式商品。星展銀行提供多種架構與標的，讓

您可依個人預期投資報酬率或偏好，訂製專屬投

資商品。

 外幣組合投資（DCI）*
DCI為連結外匯選擇權的投資商品，您可依
自己對匯率走勢的看法及風險承受度，設定

個人投資幣別、替代幣別、投資期間、協定

匯率等商品條件，以決定個人預期投資收益

率。星展銀行提供多種外幣選擇，滿足不同

的外幣需求，掌握全球匯市投資契機。

 質借貸款*
透過質押定期存款或以擔保信用狀取得資金、活

化資產，亦不會因為質借而損失投資利得，讓您

財務計劃更多元、靈活。

 外國債券 *
嚴選多樣優質債券，讓您輕鬆享有債券穩定

配息，獲得資本利得的機會以及分散投資組

合風險的優點。

* 詳見注意事項3~7

多元理財商品，創富守富面面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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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榮質借貸款，活化資產彈性運用

自行特定金錢信託受益權擔保質借提供星展銀行專業投資人

且持有符合本行規定之信託投資商品（含基金、債券、外國

股票型基金、外國股票）受益權者，即可以該信託受益權申

請質借取得融資額度，助您靈活投資、彈性調度資金。

 多種貸款幣別選擇

台幣信託受益權可質借之貸放幣別：台幣

外幣信託受益權可質借之貸放幣別：美元 / 加幣 / 澳幣 / 歐
元 / 紐幣 / 港幣 / 日圓 

 靈活動用免開辦費

申辦本貸款不收取任何開辦費，於授信額度內可依需求動

撥您所需的款項，未動用不計息。

* 詳見注意事項8



房貸循環運轉，聰明理財厝厝有餘

為您量身訂作各項房貸計劃，您可依照實際需求靈活組合搭

配，房貸不僅僅是房貸，更能進一步成就您對資產規劃的遠

大夢想。

 指數型房貸

自用住宅最長可貸40年，貸款金額—次撥付，每月繳納月
付金攤還本金和利息，透過延長貸款年限，給您更多資金

運用選擇。

 星活利房貸

循環動用理財型房貸，在核准貸款額度內可重複動用、隨

借隨還，依實際動用金額按日計息，當日借還不計息，助

您理財規劃更靈活。

* 詳見注意事項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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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銀行服務，隨時隨地輕鬆理財

不論身在何處，您皆可透過行動銀行∕網路銀行，輕鬆完成理

財需求。

此外，您也可透過Card+信用卡數位服務，為您打造個人化的數
位風格及查詢信用卡帳務資訊。

星展行動銀行digibank APP 星展Card+信用卡數位服務APP
理財零時差，享受
即時財務管理。

專注於客戶的體驗設
計，創造簡單、方便、
懂您的信用卡數位理財
服務。

 針對財富管理客戶設計的數位銀行體驗，獨家提供全球十大
市場研究報告

 客製化資產總覽介面，輕鬆掌握投資狀態。

 首創一鍵轉帳並以收款人整合交易紀錄。

 二步驟直達各功能，一站式基金申購、轉換、贖回等服務簡
化繁複金融作業，讓您輕鬆掌握投資先機。

 交易及帳務相關客製化提醒，讓您資訊不漏接。

掃描下載 掃描下載

10



據點遍佈亞洲，24小時貴賓服務

 傳真交易及24小時客戶服務專線0809-002-889、02-6602-0777，
隨時協助您銀行及信用卡相關服務需求。

 您可在新加坡、印度、印尼及香港的特定星展豐盛私人客戶理 
財中心及星展豐盛理財中心，臨櫃緊急提領美金現金或當地貨
幣，每日最高提領美金15,000元或等值當地貨幣。

 國內ATM跨行提款免手續費。*

 國內ATM∕網路銀行∕行動銀行∕星展i客服跨行轉帳每月30次免
手續費。

 臨櫃交易每月最高10次免手續費。*

 外幣匯款至各國星展銀行帳戶免手續費（郵電費另計）。

* 詳見注意事項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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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榮禮遇
及貼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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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尊榮禮遇，品味舒適旅程

 DBS Asia Treasures頂級禮賓服務：

您將享有專屬星展豐盛私人客戶的DBS Asia Treasures禮遇以及各項尊榮服務，讓您無論出國洽公或休閒旅
遊皆享有與眾不同的高規格款待，給予您最舒適尊榮的旅程時光。

生活中的大小需求，也可以交給DBS Asia Treasures頂級禮賓服務為您悉心安排，讓您每一天盡享生活，
活出精彩。

   獨享台灣、新加坡、印尼指定機場及區域年度不限次數國際航班免費接機服務。
   年度不限次數使用新加坡樟宜機場DBS Asia Treasures貴賓室，與您同行的一位貴賓同享頂級尊寵。
   在新加坡樟宜機場的任一Travelex櫃台，出示星展豐盛私人客戶金融卡或星展銀行（台灣）信用卡，並告
知DBS Asia Treasures會員編號，即可享有外幣匯率優惠。

   當您飛抵或飛離印尼時，將在雅加達蘇加諾哈達國際機場第三航廈享有DBS Asia Treasures會員專屬的快
速通關禮遇和精選餐廳優惠。

   為您預約世界各地的人氣餐廳。    確保您符合旅程中的疫苗接種規定。

* 詳見注意事項12，或洽DBS Asia Treasures頂級禮賓服務專線02-7717-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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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展台灣尊榮禮賓服務：

 頂級白金秘書服務：

   依您的旅程需求規劃最佳航班行程。
   享有國內外醫療諮詢及專屬醫療保健服務。
   為移居海外的您及家人，提供當地找房、租
屋與求學等諮詢服務。

   享1年4次亞洲12大國際機場免費接機或送機服務。
   1年2次台灣桃園國際機場環宇禮遇通關服務。

專人24小時照顧您所需，舉凡交通工具訂位、住房餐廳預訂、旅遊諮詢、娛樂訂票、代訂購物等，只需致
電白金秘書，即可竭誠為您提供完善服務。

   為您的摯親準備精美禮品。
   預訂適合您旅程需求的飯店。

* 詳見注意事項13~14，或洽星展台灣尊榮禮賓服務專線∕頂級白金秘書服務專線04-2206-9285

旅遊尊榮禮遇，品味舒適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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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客戶活動，品味豐富人生

專業投資訊息，掌握市場脈動

不定期舉辦星展豐盛私人客戶專屬活動，包含藝文講

座、時尚活動、經典晚宴，以及各種為您打造的創新

體驗，邀您盡享不凡款待，共創精彩時刻。

 投資講座

星展豐盛私人客戶專屬投資講座，讓您掌握最新金融趨

勢，洞悉投資契機。

 市場洞悉
星展集團每日市場晨訊、投資總監週報、投資總監觀點

（不定期）、季度投資總監洞察報告，讓您掌握先機，坐

擁領先投資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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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基金投資非屬存款保險承保範圍，星展銀行（台灣）受託投資之基金雖經金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絕無風險，基金
經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基金經理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各基金之盈虧，
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

2.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投資人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3. 放空型或原物料型之外國指數股票型基金（ETF）商品，僅限專業投資人承作之。
4. 外幣組合投資（DCI）注意事項：DCI係複雜之外幣匯率選擇權投資商品，必須經由專人解說後再進行投資。投資人申請投資
前應詳閱產品說明書及風險預告書。

5. 結構型商品為複雜金融商品，必須經過專人解說後再進行投資。投資人如果無法充份理解本商品，請勿投資。本商品並非存
款，而係一項投資，且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投資人投資本商品前應詳閱產品說明書及風險預告書，並應自行了解判斷並自
負盈虧。 

6. 質借貸款注意事項：
   (1) 有關本產品之擔保品類別、利率、借款成數、費用及其他詳細條款請洽星展銀行（台灣）。
   (2) 本產品之最終核准金額及利率依客戶個人條件有所不同，本行保有最終核准之權利。

7. 外國債券為一項投資產品，其所涉及之風險與銀行存款並不相同；外國債券不受存款保險保障，且不構成星展銀行（台灣）
或關係企業（除星展銀行（台灣）或關係企業擔任該債券發行或保證機構外）所保證償還之義務。

8. 自行特定金錢信託受益權擔保質借注意事項：
(1)  星展銀行（台灣）未與任何代辦或行銷公司合作貸款申辦業務，敬請留意，以免損害自身權益。
(2) 星展銀行（台灣）將依申請人信用狀況、財力收入及市場情況等綜合評量審查決定是否核准貸款以及貸款金額、期間、
利率、費用等條件；另星展銀行（台灣）保有申請案准駁暨貸款內容修改之權利。

(3) 前揭內容僅摘要部分條件，詳細約定以星展銀行（台灣）自行特定金錢信託受益權擔保質借相關契約書為準。欲查詢詳
情及相關限制，請洽星展銀行（台灣）理財顧問。

9. 房貸申購注意事項：房貸期限最長40年僅適用於申貸時無自用住宅之客戶購買自用住宅者，並需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實際貸
款期間會依本行內部授信審查相關規定，包括但不限於借款人之年齡、信用狀況、還款能力及擔保品等條件。本行保留核貸
與否及修改相關規定之權利，並有權視申請人之信用狀況及銀行授信風險考量，決定是否核貸及核貸額度、貸款利率、貸款
期間及其他授信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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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0.星展豐盛私人客戶之合格門檻為月均額總資產達等值新台幣3,000萬元（含）以上，如達前述門檻，得申請為星展豐盛私
人客戶並享相關權益。「總資產」係包括於本行之各存款帳戶餘額、各投資商品之投資現值（以本行提供之參考價格計算
之，如無參考價格，則以投資商品之名目本金計算）及經由星展銀行（台灣）投保之各項有效保單所繳交之累計保險費加
總計算。

11.星展豐盛私人客戶上月總資產達等值新台幣400萬元（含）以上可享當月10次臨櫃交易免手續費，上月總資產達等值新台
幣200萬元（含）以上可享當月5次臨櫃交易免手續費。另星展豐盛私人客戶如欲臨櫃承辦外幣現鈔存入或提領，享免手續
費優惠，其優惠次數之計算係以等值美金5,000元為－計算單位，即客戶如提領美金12,000元則其優惠次數以3次計算。

12.DBS Asia Treasures頂級禮賓服務：適用於每月總資產達等值新台幣3,000萬元（含）以上之星展豐盛私人客戶，且符合使
用當月前6個月各月底總資產餘額之平均金額達等值新台幣3,000萬元（含）以上之星展豐盛私人客戶，透過客戶關係經理
申請並經本行核准後，可享DBS Asia Treasures頂級禮賓服務包含：
(1) 台灣、新加坡、印尼指定機場及區域無限次國際航班免費接機服務，適用機場：台灣桃園國際機場、台北松山機場、台
中國際機場、高雄國際機場、新加坡樟宜機場、印尼雅加達蘇加諾哈達國際機場、泗水朱安達國際機場；適用範圍：台
灣各地國際機場至各地市區、新加坡樟宜機場至新加坡市區、印尼雅加達蘇加諾哈達國際機場至雅加達市區、泗水朱安
達國際機場至泗水市區（接送範圍及相關注意事項請見本行官網）。

(2) 新加坡樟宜機場DBS Asia Treasures貴賓室：星展豐盛私人客戶可與一位同行貴賓共享位於新加坡樟宜機場第三航廈的
DBS Asia Treasures貴賓室。

(3) 欲使用DBS Asia Treasures頂級禮賓服務，請於24小時前致電專線02-7717-2128預約，本服務不含送機服務。
13.1年4次亞洲12大國際機場免費接機或送機服務：

(1) 亞洲12大國際機場包含中國北京首都國際機場、上海虹橋國際機場、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廣州白雲國際機場、廈門高崎
國際機場、深圳寶安國際機場、香港國際機場、台灣桃園國際機場、高雄國際機場、台北松山機場、台中國際機場、新
加坡樟宜機場。

(2) 使用當月前6個月各月底總資產餘額之平均金額達等值新台幣400萬元（含）以上之星展豐盛私人客戶，當年度期間可免
費享受1次機場接機或送機服務，使用當月前6個月各月底總資產餘額之平均金額達等值新台幣800萬元（含）以上之星
展豐盛私人客戶，當年度期間可免費享受2次機場接機或送機服務，以此類推。符合上述資格的星展豐盛私人客戶當年
度期間內使用本服務最多4次，限本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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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掃描右側QR Code了解本資料
所載權益之詳細使用條款及限制

注意事項

(3) 如需使用本服務，國內機場接送請於2個工作天前（不含使用當日）、海外機場接送請於3個工作天前（不含使用當日）、
春節及連續假日需於7個工作天前（不含使用當日）致電專線04-2206-9285預約。連續假日指含週六、日達3天（含）
以上之假期 。（最終預約結果仍需以合作廠商實際派車為主。）

14.1年2次台灣桃園國際機場環宇禮遇通關服務：
(1) 使用當月前6個月各月底總資產餘額之平均金額達等值新台幣1,500萬元（含）以上之星展豐盛私人客戶，當年度期間可
免費享受1次環宇禮遇通關服務，使用當月前6個月各月底總資產餘額之平均金額達等值新台幣3,000萬元（含）以上之
星展豐盛私人客戶，當年度期間可免費享受2次環宇禮遇通關服務，限本人使用。

(2) 如需使用本服務，請於3個工作天前（不含使用當日）、春節及連續假日需於7個工作天前（不含使用當日）致電專線 
04-2206-9285預約。連續假日指含週六、日達3天（含）以上之假期。

15. 本資料所載之優惠，使用前請聯絡您的星展豐盛私人客戶關係經理了解使用細節、使用條件及使用期間限制。本行保留隨
時修改、變更或終止相關優惠權益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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