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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展銀行（台灣）推出「星展新興企業展業帳戶」
以整合性企業營運帳戶解決方案，協助中小企業有效儲備展業資本，強化營運
效能
台北（2013 年 9 月 24 日）－做為「中小企業的最佳夥伴」，星展銀行（台灣）致力於協
助台灣中小企業優化財務營運效能，經過一年的規劃與試營運，於今天正式推出「星展新
興企業展業帳戶」服務（註 1）。

星展銀行（台灣）環球金融交易服務處處長陳識仁指出，「星展新興企業展業帳戶」以企
業營運帳戶解決方案為設計理念，導入一般國際銀行僅提供大型企業的整合性財務管理服
務，如虛擬帳號收款解決方案和端對端付款解決方案，並結合簡潔有「利」的利息與價格
方案，以協助中小企業有效儲備展業資本，強化營運效能。

「星展新興企業展業帳戶」提供企業優惠存款利率（註 2），協助其累積展業資本，其中
新台幣與美元活存帳戶皆以階梯式利率計息，目前新台幣活存最高年息為 0.4%；美元活
存最高年息為 0.3%，若美元活存搭配外幣匯出款，可享美元活存利率再加碼，最高達年
息 0.4%（註 3）。

星展銀行（台灣）強調，「星展新興企業展業帳戶」提供的優惠利率利息計算方式與一般
業界所使用的累進算法不同，「星展新興企業展業帳戶」新台幣與美元活存帳戶皆以階梯
式利率全額計息，只要該活存帳戶餘額達到某級距，該級距適用之優惠存款利率即適用於
該活存帳戶之全數餘額，以回饋企業將星展銀行設定為營運帳戶的夥伴關係。

陳識仁指出，一般而言，銀行針對大型企業客戶，會根據其整體往來關係，適度給予利率
及手續費優惠，而中小企業受限於營業規模較小，較難取得優惠價格及諮詢服務。「星展
新興企業展業帳戶」特別針對新興企業推出全新財務營運管理帳戶，提供客戶整合性的營
運帳戶服務，提升其財務營運管理效率。

為支援中小企業有效降低企業營運成本、提升企業競爭力，「星展新興企業展業帳戶」大
幅降低其項下交易服務手續費，包括新台幣國內跨行匯款免收銀行手續費（註 4）、新台
幣標準支票本免費、國外匯出款免收銀行手續費（註 5）、國外匯入款免收手續費、以及
信用狀服務手續費最高可享 5 折優惠等（註 6）。同時透過星展銀行（台灣）企業客戶專

屬網路銀行平台 IDEALTM，讓企業能 e 化整合財務營運管理資訊，藉由客製化多元財務報
表，精確掌握企業財務狀況，強健企業財務管理品質。

陳識仁表示，星展銀行生於亞洲、長於亞洲，洞悉台灣中小企業的成長需求，不斷提供創
新服務，給予顧客最佳的服務體驗，以期成為客戶最值得信賴的金融夥伴。星展銀行（台
灣）自三年前擴大台灣環球金融交易服務人員編制與加碼投資軟硬體，持續推出貿易融
資、應收帳款與應付帳款管理方面創新產品與服務，近來屢獲客戶及國際金融雜誌的肯
定，包括獲《銀行家雜誌》（The Banker）評選為「亞太地區最創新之交易銀行」，尤其
在今年《亞元雜誌》（AsiaMoney）現金管理調查中由企業主票選為「台灣最佳本土/跨國
現金管理服務（小型企業）」，更是對其追求成為台灣中小企業的最佳金融夥伴的努力最
大的肯定。

註 1：本帳戶僅限星展銀行（台灣）商業金融處中小企業金融部年營業額小於或等於新台
幣 5 億元以下之企業法人戶申請，本行保留受理與否及准駁的權利。申請人如為境外公
司（即 OBU 公司），僅限本行商業金融處中小企業金融部年營業額小於或等於新台幣 5
億元以下之境外企業法人戶申請，並僅得享有美元與其他外幣之各項優惠內容，新台幣之
各項服務一概不予適用。

註 2：「星展新興企業展業帳戶」活期存款帳戶採階梯式利率給息，最新利率以本行實際
牌告利率為準，相關資訊請參閱本行網站。
*新台幣利率-依該帳戶每日日終新台幣存款金額適用之最高級距給息，最低起息金額為新
台幣一萬元，其利率級距依 2013 年 9 月 1 日之牌告利率說明如下：
級距（新台幣存款金額）

利率（年息）

NT$1 萬元以下（不含）

不計息

超過 NT$1 萬元（含）-NT$100 萬元以下
（不含）

一般活期存款牌告利率（目前為
0.16%）

超過 NT$100 萬元（含）-NT$300 萬元（不 0.20%
含）
超過 NT$300 萬元（含）-NT$500 萬元（不 0.30%
含）

超過 NT$500 萬元（含）-NT$5,000 萬元
（不含）

0.40%

超過 NT$5,000 萬元（含）

一般活期存款牌告利率（目前為
0.16%）

*美元利率-依該帳戶每日日終美元存款金額適用之最高級距給息，最低起息金額為美元壹
百元，其利率級距依 2013 年 9 月 1 日之牌告利率說明如下：
級距（美元存款金額）

利率（年息）

US$100 元以下（不含）

不計息

超過 US$100 元（含）-US$5 萬元（不含） 一般活期存款牌告利率（目前為
0.10%）
超過 US$5 萬元（含）-US$10 萬元（不
含）

0.15%

超過 US$10 萬元（含）-US$50 萬元（不
含）

0.20%

超過 US$50 萬元（含）-US$250 萬元（不 0.25%
含）
超過 US$250 萬元（含）

0.30%

註 3：自 2013 年 9 月 1 日起，「星展新興企業展業帳戶」提供美元活存利率再加碼。
「星展新興企業展業帳戶」客戶當月（自當月 1 日起至當月末日止）承作外幣匯出匯款
總筆數 2 筆以上者，即可享當月美元活存按牌告利率之加碼後利率，計算之優惠於次月
補入。加碼後美元活存利率級距說明如下：
加碼後美元活存利率（年息）
級距（美元當月活存平均金
額）

外幣匯出匯款筆數（當月總筆數）

1 筆（含）以下
US$100 元以下（不含）

2筆

3-5 筆

6-10 筆

11 筆

不計息

US$100 元（含）-US$5 萬元

0.10%

0.11%

0.13%

0.14%

0.15%

US$5 萬元（含）-US$10 萬元

0.15%

0.16%

0.18%

0.19%

0.20%

US$10 萬元（含）-US$50 萬元

0.20%

0.21%

0.23%

0.24%

0.25%

US$50 萬元（含）-US$250 萬元

0.25%

0.26%

0.28%

0.29%

0.30%

超過 US$250 萬元（含）

0.30%

0.32%

0.35%

0.38%

0.40%

註 4：新台幣國內跨行匯款，透過星展 IDEALTM 企業網路銀行，客戶僅需負擔財金資訊公
司所制定、收取之跨行通匯成本（匯款金額新台幣 200 萬元（含）以內，每筆新台幣 10
元；匯款金額新台幣 200 萬元以上，每逾新台幣 100 萬元，每筆加收新台幣 5 元）。本
項優惠僅限透過網路銀行，傳真交易者將另酌收手續費新台幣 10 元，臨櫃交易者則依本
行營業場所及網站公告之收費標準計收手續費及相關費用。

註 5：外幣匯出匯款，透過星展 IDEALTM 企業網路銀行，客戶僅需負擔電報費成本每通新
台幣 300 元（或美元 10 元）。本項優惠僅限透過網路銀行，傳真交易者將另酌收手續費
每筆新台幣 300 元（或美元 10 元），臨櫃交易者則依本行營業場所及網站公告之收費標
準計收手續費及相關費用。

註 6：信用狀項下優惠，（a）如果開狀行隸屬於新加坡商星展銀行旗下之關係企業，同
時以星展銀行（台灣）為通知行和押匯行，可享有信用狀通知費用全額減免及信用狀押匯
（託收）手續費 5 折之優惠。（b）如果星展銀行同時為通知行與押匯行，可享有信用狀
通知費用 5 折之優惠。

註 7：本行「新興企業展業帳戶」新台幣及所有外幣活存帳戶月平均加總存款餘額加總合
計不低於新台幣 25 萬元者，或外幣匯出匯款筆數當月累積 10 筆（含以上）者，可免除
當月帳戶管理費新台幣 1,000 元。

關於星展銀行
星展集團為亞洲最大金融服務集團之一，業務遍及 15 個市場，擁有超過 250 個分行據
點。總部設於新加坡且於新加坡掛牌上市的星展銀行，也積極開拓亞洲三大主軸市場，包
括大中華、東南亞和南亞地區。星展銀行資本情況，以及「AA-」與「Aa1」的信用評
等，在亞太地區名列前茅。星展銀行獲金融時報集團之《銀行家雜誌》評選為「亞洲最佳
銀行」，亦榮獲《亞洲銀行家》雜誌選為「亞太區最佳管理銀行」。此外，星展於 2009
至 2013 年連續五年榮獲《全球金融雜誌》評選為「亞洲最安全的銀行」。

星展銀行在亞太地區提供包括消費金融、中小企業、及企業金融的全方位金融服務。生於
亞洲、長於亞洲，星展了解在亞洲這個充滿活力的市場的經營之道，因為對亞洲市場的洞
悉及區域連結性，推動星展業務成長，立志成為首選亞洲銀行。星展相信，與客戶建立長
久關係，是成為首選亞洲銀行的關鍵所在。

透過在亞洲的廣泛分行網絡，再加上對員工的充分授權，星展提供良好的職涯發展機會。
星展銀行對來自 30 多個不同國家 1 萬 8 千名員工的熱忱、奉獻與「做得到」的精神，給
予肯定。欲知更多訊息，請上 www.dbs.com 網站。

關於星展銀行（台灣）
星展銀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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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8 年，星展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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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星展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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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展現星展對台
灣這塊市場的長期承諾。在此同時，星展銀行（台灣）獲惠譽信評及中華信評（標準普爾
子公司）授予在台金融機構之最高信用評等。星展銀行（台灣）將會在此穩健基礎上，提
供在地且即時的金融服務，協助客戶掌握商機。欲知更多訊息，請上 www.dbs.com.tw 網
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