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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展豐盛理財   您的最佳理財選擇

1

來自於新加坡的星展銀行為亞洲最大的銀行之一，業務遍及 19個市場，星展集團資
本充裕，信用評等為「AA-」與「Aa1」，在亞太地區名列前茅。星展銀行於全球金
融業的領導地位亦屢獲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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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最安全的銀行」。

星展集團於 1983年進入台灣市場，持續推出多元產品與服務，擴大在台業務與客戶
規模。2012年 1月 1日，星展銀行在台子行——星展銀行（台灣）正式營運，具體
展現星展對台灣市場的長期承諾。

星展銀行（台灣）不僅深耕台灣和亞洲市

場，更洞悉全球市場脈動，深入了解客戶

的不同需求。因此，不論您需要何種理財

規劃，或是想要掌握亞洲及其他區域的投

資契機，星展豐盛理財都將提供您最專業

的第一手服務及資訊，是您值得信賴的理

財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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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元雜誌 2021 年至 2022 年台灣最佳外商銀行

■  財訊雜誌 2022年財富管理大獎 外商銀行最佳服務獎、最佳數位智能系統獎、最佳
財富增值獎、金融服務創新獎、最佳創意行銷平面獎

■  遠見雜誌 2022 年 CSR暨 ESG企業社會責任獎 綜合績效外商組楷模獎

■  財資雜誌 2022 年台灣最佳網路銀行體驗

■  金融亞洲雜誌 2022年台灣最佳社會影響力獎

■  歐元雜誌 2022年台灣 ESG市場領袖獎、CSR佳作

■  HR Asia 2018 年至 2022 年台灣最佳雇主獎

■  財訊雜誌 2022 年財訊金融獎 最佳外商銀行客戶推薦優質獎、外商數位銀行優質獎

■  卓越雜誌 2019 年至 2022年最佳品牌形象獎、最佳永續經營獎 

■  財訊雜誌 2021 年財富管理大獎 外商銀行最佳服務獎、最佳數位智能系統獎、最 
佳財富增值獎、最佳公益推動獎、最佳創意行銷影音獎 

■  工商時報 2021 年台灣服務業大評鑑 外國銀行金牌獎 

■  財資雜誌 2021 年台灣最佳行動銀行 app 

■  新加坡優良設計獎 2021 年體驗設計獎 

■  亞洲銀行與金融雜誌 2021 年最佳信用卡獎、最佳數位銀行獎、最佳雇主獎 

■  台灣企業永續學院 2021 年外商企業永續績優獎、氣候領袖獎、環境永續獎、社會
共榮獎

■  財訊雜誌 2020 年財富管理大獎 外商銀行最佳服務獎、最佳客戶推薦獎、最佳財 
富增值獎、最佳創意行銷影音獎、最佳公益推動獎

■  財訊雜誌 2020 年財訊金融獎 最佳外商銀行形象優質獎 

■  金融研訓院 第十屆菁業獎最佳企業金融獎 

■  台灣企業永續學院 2020 年台灣永續典範外商企業、透明誠信獎、社會共榮獎

■  工商時報 2020 年台灣服務業大評鑑 外國銀行銅牌獎 

■  亞洲銀行與金融雜誌 2020 年最佳信用卡大獎

星展集團殊榮

■  環球金融雜誌（Global Finance）2022 年全球最佳銀行

■  歐元雜誌（Euromoney）2022 年亞洲最佳財富管理銀行

■  環球金融雜誌（Global Finance）2009 年至 2022 年亞洲最安全銀行

■  歐元雜誌（Euromoney）2021 年全球最佳銀行和全球最佳數位銀行

■  環球金融雜誌（Global Finance）2020 年全球最佳銀行 

■  歐元雜誌（Euromoney）2019 年全球最佳銀行 

■  銀行家雜誌（The Banker）2018 年全球最佳銀行

■  環球金融雜誌（Global Finance）2018 年全球最佳銀行

■  歐元雜誌（Euromoney）2018 年全球最佳數位銀行

■  歐元雜誌（Euromoney）2016 年全球最佳數位銀行和亞洲最佳銀行

■  亞洲銀行家雜誌（The Asian Banker）2016 年亞太區最佳零售銀行

■  國際金融評論（IFRAsia）2015 年最佳亞洲銀行

■  亞洲金融雜誌（FinanceAsia）2015 年亞洲最佳商業銀行和亞洲最佳投資銀行 

星展集團殊榮 星展銀行（台灣）殊榮

星展銀行（台灣）殊榮

2



54 54

星展豐盛亞洲禮遇 星展豐盛優越權益

在這特別的日子裡，為您獻上生日理

財優惠，享生日當月或次月臨櫃辦理

第一筆新臺幣兌換特定外幣可依最高

牌告匯率減碼，最高可達 7分，各幣
別換匯優惠如下：（註 4）

幣別

優惠

美元

2分 5分 5分 7分 7分

紐幣 澳幣 英鎊 歐元

星展豐盛理財客戶可享國內自動櫃

員機（ATM）跨行提款免手續費及
跨國提款無限次免手續費優惠（使

用 VISA ／ Plus 標誌的 ATM），
以及國內自動化通路跨行轉帳每月

30次免手續費優惠。（註 1）

 提款及轉帳優惠

星展豐盛理財客戶之外幣匯入匯

款免手續費及電匯至各國星展銀

行帳戶免手續費（郵電費另計）。

 亞洲匯款免手續費

 國際機場接機或送機服務
星展豐盛理財客戶可享台灣、新加

坡、香港、中國大陸共 12個國際
機場專車接機或送機服務，盡享悠

遊亞洲之便利。（註 3）

 亞洲跨國提領服務
跨國臨櫃緊急提領現金最高美金

5,000元，解決您在國外現金的緊
急需求。（註 2）

專屬尊榮禮遇

 頂級白金秘書服務
專人 24小時照顧您個人所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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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白金祕書，即可竭誠為您提供完善

服務。

 生日理財優惠

豐盛專屬活動

優先邀請星展豐盛理財貴賓參加

尊榮晚宴／理財／藝文等活動。

理財交易優惠

臨櫃交易優惠：每月享最高 10次
臨櫃交易手續費減免優惠。（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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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於星展銀行（台灣）之月均額總資產如達 NT$200萬（含）或等值外幣以上，得申請成為豐盛理財客戶，總資產包括各存款帳
戶餘額、各投資商品之投資現值（以參考價格計算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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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盛理財客戶帳戶之月均額總資產若未達上述最低要求者，應支付本行帳

戶管理費每月 NT$500整。

註 1：使用星展豐盛理財金融卡至國內 ATM跨行提款可享每月無限次手續費減免優惠。豐盛理財客戶透過 ATM、網路銀行、行
動銀行等自動化通路進行國內跨行轉帳亦可享每月 30次手續費減免優惠（優惠次數為 ATM/網路銀行 /行動銀行 /星展
i客服等所有自動化通路合併計算，如超過每月優惠次數，則依該項目收費標準收費）。

註 2：星展銀行（台灣）豐盛理財客戶可在新加坡、印度、印尼及香港的特定星展豐盛理財中心臨櫃緊急提領當地貨幣或美金
現金，每日最多提領上限為 US$5,000或等值當地貨幣。

註 3：適用於月均額總資產達NT$400萬（含）以上之星展豐盛理財客戶，使用當月前 6個月各月底總資產平均餘額達NT$400
萬（含）以上之星展豐盛理財客戶，本年度可免費享受 1次機場接機或送機服務，使用當月前 6個月各月底總資產平均
餘額達 NT$800萬（含）以上之星展豐盛理財客戶，本年度可免費享受 2次機場接機或送機服務，以此類推。符合上述
資格的星展豐盛理財客戶可於年度期間內使用國際機場專車接機或送機服務最多 4次，限本人使用。免費接送範圍及相
關注意事項請參考本行網站www.dbs.com.t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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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週六、日達 3天（含）以上之連假），需 7個工作天前（不含
使用當日）致電白金秘書專線（04-2206-9285）預約。最終預約結果仍需以合作廠商實際派車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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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4：本優惠適用於生日當月前一個月總資產達 NT$400萬（含）的星展豐盛理財客戶，生日當月或次月於本行營業日之營業
時間（上午 9時至下午 3時 30分）洽您的專屬客戶經理，並至分行主動事先告知後，始得享有本項優惠，透過其他非分
行管道之交易，無法適用本優惠。逾期未使用本項優惠者，視為放棄。活動期間若有市場突發狀態，造成匯率或價格波動，

本行有權依市場狀況隨時終止或調整優惠之產品範圍及優惠幅度。本優惠僅限於星展銀行（台灣）行內新臺幣帳戶轉帳

至前述五種幣別之一的本人外幣活存帳戶，其他幣別組合及外幣現鈔買賣不在優惠範圍內。換匯交易有匯兌風險，客戶

須承擔日後將外幣存款轉換為新臺幣或其他幣別可能產生之匯兌風險。

註 5：上月總資產達 NT$400萬（含）以上享當月減免 10次，上月總資產達 NT$200萬（含）以上可享當月減免 5次。惟外幣
匯入或電匯 /票匯匯出之郵電費與國外銀行費用、光票託收業務、旅支託收業務不適用臨櫃交易手續費減免次數。另如
欲就「外幣現鈔存入與提領」享有手續費減免優惠，其減免次數之計算係以等值 US$5,000為一計算單位，即客戶如提
領 US$12,000則其減免次數即以 3次計算。

註 6：星展豐盛理財之海外服務及優惠應依各國當地法令規定辦理，詳細情形，請洽您的客戶經理。

註 7：所有優惠之使用期間為 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止，使用前請聯絡您的客戶經理了解使用細節，所有優
惠內容不得與其他活動優惠併用，星展銀行（台灣）保留隨時修改、變更或終止相關優惠權益之權利。

星展豐盛金融卡

一卡在手

全世界任您行

您可於本行或國內任一自動櫃員

機，變更與設定 6∼ 12位數晶片
密碼。（海外提款密碼目前亦為

6∼ 12位數，密碼設定與變更請
透過分行臨櫃辦理。）

  密碼變更與設定

申辦國外提款功能，即可於全球

各地本行國外分行或其他加入之

國際組織（VISA/Plus）之自動櫃
員機提領當地貨幣，或進行餘額

查詢。

 國外提款

 常用帳號設定
若您有經常使用的他行帳戶，您

可以將其申辦為約定帳號，以便

於您進行轉帳。

 國內提款及轉帳服務
提領：每次最高提領限額於他行

櫃員機為新臺幣 2萬元。每日最
高提領限額為新臺幣 10萬元。

轉帳：約定帳戶轉帳每次最高限

額為新臺幣 200萬元，每日最高
限額為新臺幣 300萬元。非約定
帳戶轉帳每次／每日最高限額為

新臺幣 3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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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利多元理財通路，您的理財好鄰居

 外匯理財專家，掌握全球市場脈動
提供外幣即期匯率設定交易服務，就算身在台灣也能參與 24小時的國際外匯市
場。

多元化外幣計價投資產品：包含外幣組合投資，可依個人風險承受度、投資需求

和匯率走勢看法，決定投資組合。外幣計價結構型商品，可量身訂作專屬配合您

對市場走勢預期之產品，或參與本行自行設計募集產品。外幣計價外國債券，滿

足您對固定收益產品需求。外國股票，可投資全球主要股票市場，並獲得潛在資

本利得或配息收益之機會。

我們有專業銷售團隊與投資顧問，幫助您掌握市場脈動及提供投資策略。

星展豐盛靈活理財 星展豐盛外匯專家

 個人專屬服務，財務規劃輕鬆應對
星展豐盛理財客戶擁有專屬的客戶經理為您服務，根據您的任何理財需求，客製

規劃財富管理及資產配置的專業建議；同時每位客戶經理均有專業的理財團隊隨

時予以支援，齊心合作為您發掘各種投資契機。

 即時提供專業市場資訊，因應瞬息萬變的金融市場
星展銀行（台灣）彙整全球主要市場的展望與財經資訊，提供星展豐盛理財貴賓

最即時且專業的市場分析報告，讓您能輕鬆掌握市場動向，擬定適當的投資策略。

 多元化理財商品，客製最佳資產配置
存款商品  50樂活活儲帳戶、富利活儲帳戶、不定期定存利率加碼專案推出。

投資商品  基金、結構型投資商品、外國債券、外國股票、外國指數股票型基金、
外幣組合投資商品的多種選擇；提供市場理財資訊及不定期專業理財

講座讓您及時掌握投資契機。

保險商品  涵蓋各種利變型保險、分紅型保險、投資型保險、醫療保險與財產保
險商品，滿足您人生旅途上的多元保障需求。

貸款商品  提供最適合的房、信貸方案及貸款利息優惠。

信用卡      貼近客戶需求的全方位信用卡禮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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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擁有自己專屬的暱稱及大頭貼。
■  24小時天氣實況，時刻致上貼心問候。

■  所有卡片資訊一目瞭然（如：帳單資訊、未出帳消費明細、可用額度、紅利資訊）
■  輕鬆完成開卡、申請新卡、查詢信用卡額度、帳單資訊、未出帳消費明細、紅利 資
訊、申請分期、線上繳款及線上掛失等功能，都在彈指間完成。

■  推出「信用卡即時消費折抵功能」，並提供一站式的點數兌換平台，可隨時隨地選
擇「即時消費折抵」、「信用卡帳單折抵」、「兌換刷卡金」、「兌換精選商品」、

「兌換航空哩程」，五種紅利兌換方式全面數位化，一站滿足。

■  推出「卡片管理」功能，依消費型態或個人習慣，隨時開啟或關閉鎖卡／網路交易
／國外交易／預借現金交易／感應式卡片交易／當期消費額度設定，讓您輕鬆管

控交易，安全機制更升級。

請下載本行行動銀行 digibank APP於登入首頁點選「立即線上註冊」

請下載本行星展 Card+ 信用卡數位服務於登入首頁點選「線上註冊」

更多詳細數位服務內容請參閱星展銀行（台灣）官網

此外，星展豐盛理財客戶也可透過星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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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透過以下方式於線上輕鬆註冊數位銀行服務，依照指示操作三步
驟即可輕鬆完成註冊。

星展豐盛數位銀行服務

星展豐盛數位銀行服務，不管任何時間或地點，只需要彈指間就可獲得您所需的產品

訊息、銀行服務、研究報告及市場洞悉。讓您隨時隨地掌握自己的財富，洞察先機，

創造聚富人生，盡享前所未有的全新理財體驗。

星展豐盛數位銀行提供各項日常所需的金融服務，主要功能包括帳戶總覽、帳戶查

詢、轉帳／換匯、定存服務、投資、繳費、訂閱亞洲洞悉客製化研究報告等服務。

做為全球最佳數位銀行，星展致力運用創新科技，為客戶打造便捷的銀行體驗。搶先

集團其他市場，星展銀行（台灣）宣布推出全新數位平台「星展 digibank」，從高
度客製化、簡單直覺化、資安更強化三大面向，打造符合財富管理客戶需求的卓越數

位體驗。

星展 digibank新增逾 30種功能，並領先業界提供三大主軸五大亮點。

 高度客製化
■  專為財富管理客戶量身打造，獨家提供全球 10大市場研究分析報告

■  客製化資產總覽介面，輕鬆掌握未來開支

 簡單直覺化
■  首創一鍵轉帳並以收款人整合交易紀錄，直覺式操作介面

■  首創單一登入，2步驟找到所有產品與功能 

 資安更強化
■  即時客製化提醒資訊不漏接，守護客戶帳戶安全 

更多詳細內容 星展行動銀行下載連結 星展 Card+下載連結

星展 Card+星展行動銀行
digibank

https://goo.gl/5VzPbK
https://go.dbs.com/3bUE31f
https://www.dbs.com.tw/treasures-zh/default.page
https://go.dbs.com/3bUE31f


2023/1

星展豐盛理財

權益手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