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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展 IDEAL™ 3.0 常見問題 

管理賬戶  

我能否實時查看賬戶結餘？  

可以，你可透過星展 IDEAL™ 實時查看最新賬戶資料，亦可檢索過往 6 個月的交易資料。 

我能否將結單匯出至企業資源計劃（ERP）系統以進行對賬？  

你可透過星展 IDEAL™ 將結單匯出至以下格式：  

∙ MT940 SWIFT 

∙ MT940 SAP 

∙ 逗號分隔值（CSV─附有欄位標題） 

我能否監察從我現有的賬戶開立的支票狀況？  

可以。透過星展  IDEAL™，你可查詢公司支票的狀況，不論支票是從你的支票簿還是透過 

IDEAL™ 開立均可。  

我能否查詢匯進我的星展賬戶的資金的狀況？  

可以。你可透過星展 IDEAL™ 查詢匯進星展賬戶的資金。資料按轉賬、電匯及本地電匯進行分

類，並列出匯入款項金額及匯款銀行資料等詳情。  

進行現金交易  

星展 IDEAL™ 設有哪些核證程序，以確保付款詳細資料準確？  

星展 IDEAL™ 的交易會實時核證以下資料：  

∙ 金額（非零數值） 

∙ 付款日（與交易特定截數時間、公眾假期及非工作天核證） 

∙ 必填欄目是否已填妥，例如支款賬戶、收款人姓名／名稱、收款人地址（支票用）、

付款日及銀行分行編號等詳情（批量類型相關交易用） 

能否就水電賬單及租金費用等經常性付款建立範本？  

可以，用戶可透過星展 IDEAL™ 就所有經常性付款建立範本。範本可儲存預設的付款詳情，例

如支款賬戶、收款人姓名／名稱、賬戶、銀行及金額，方便進行交易。預設欄位可予鎖定或保

護，令關鍵資料無法編輯或修訂。另外，你亦可使用複製功能，利用現有付款項目建立新的交

易。  

我能否提交未來日期的交易？  

星展 IDEAL™ 可預先建立 90 天或以內的交易。系統將儲存該等交易，直至擬定的日期方予處

理。在建立交易時，遠期交易、過了截數時間或日期為非營業日的交易，將被自動視為無效交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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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否在週末或公眾假期進行交易？  

用戶可隨時隨地使用星展 IDEAL™。因此，你可在週末或公眾假期等任何時間建立交易及查詢

賬戶。 然而，交易無法在非營業日或同日的截數時間後予以處理。  

如欲了解更多資料，請參閱本行的交易定價及截數時間。 

我能否列印交易報告，以作報告用途？  

星展 IDEAL™ 的報告種類全面，從交易特定報告，以至概要報告，甚至列有支票及批量付款狀

況的詳細報告均有。客戶可按支款賬戶、付款日範圍、狀況、收款人姓名／名稱及金額等類別，

篩選所顯示的交易資料。  

我向銀行提交交易後，能否修訂交易？  

銀行於擬定日期處理經成功審批的交易。因此，法定簽署人必須於此日期前以書面通知銀行，

方可進行修訂。然而，倘有關交易已經處理，例如支票已寄予收款人，你則需發出終止付款指

示。  

申請貿易服務  

星展 IDEAL™ 提供哪些貿易服務？  

你可透過星展 IDEAL™ 進行很多貿易服務，包括：  

進口產品  

∙ 信用狀（LC）申請 

∙ 信用狀（LC）修訂 

∙ 航運擔保／空運賬單擔保申請 

∙ 信用狀項下之賬單 

∙ 託收項下之賬單 

∙ 清算賬單 

你可透過星展 IDEAL™ 申請及修訂進口信用狀，亦可在信用狀發出後收取副本。你亦可進

行多貨幣信用狀／進口託收清算，並申請信託收據融資。你亦可於網上申請銀行保證函，

以在收取運輸文件前，就貨物向航運或航空公司進行結算。  

出口產品  

∙ 出口信用狀通知服務 

∙ 出口信用狀修訂服務 

∙ 申請確認出口信用狀 

∙ 信用狀項下之出口賬單 

∙ 託收項下之出口賬單 

倘你的公司為收款人，你可查閱並列印 SWIFT 出口信用狀及修訂本，以及申請確認信用狀；

亦可於網上查閱出口信用狀或託收賬單的接納及付款狀況。  

銀行擔保／備用信用證  

∙ 銀行擔保／備用信用證 

∙ 銀行擔保／備用信用證修訂 

你可透過星展 IDEAL™申請銀行擔保／備用信用證及進行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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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 進口及銀行擔保／備用信用證 

∙ 出口 

∙ 貿易貸款 

∙ 綜合結單 

星展 IDEAL™ 的報告種類全面，可由用戶自設參數，以按付款日範圍、狀況、收款人姓名

／名稱、金額及其他類別來篩選資料。你可下載 Excel 格式的月底電子貿易結單，亦可查

閱貿易交易的未結算金額概要。  

查詢  

∙ 進口 

∙ 出口 

∙ 銀行擔保／備用信用證 

∙ 貿易貸款 

你亦可於星展 IDEAL™ 指定條件，搜尋貿易交易的相關資料。這項功能適用於以此系統進

行的交易，或於本行櫃為進行實際申請的交易。  

審批交易及申請  

透過星展 IDEAL™ 進行交易設有哪些授權限制？  

你可按你的需要，根據賬戶開立程序或其他方面設定授權方式，惟這需要董事會決議委任的簽

署人批准。  

交易者與授權者的劃分職責？  

星展 IDEAL™ 的用戶使用權及權限設置分為兩類：  

∙ 單次使用：交易者可自行授權交易這適用於只由一名人士操作星展 IDEAL™ 的小型公司 

∙ 用戶劃分：交易者與授權者的職責有所劃分 

授權人可否在辦公室以外或海外授權交易？  

只要能連上互聯網，即可在任何地方使用星展 IDEAL™。 因此，授權者即使在辦公室以外亦可

登入系統，並使用星展保安編碼機授權交易；亦可從 Apple 或 Android App Stores 下載 DBS 

IDEAL 流動理財應用程式，以使用星展 IDEAL™ 流動理財應用程式建立及授權交易。  

若過了截數時間才以星展 IDEAL™ 審批會怎樣？  

若在截數時間後審批，, 星展 IDEAL™ 會通知授權人關於此事，並提供讓系統自動適當調整擬定

日期的選項。另外，授權人亦可選擇拒絕交易，在審批前先讓交易者作出適當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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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功能  

星展如何確保為星展 IDEAL™ 用戶提供最高的安全水平？  

星展透過星展 IDEAL™ 實施以下保安機制：  

自動登出功能  

當閒置超過 30 分鐘，星展 IDEAL™ 將自動終止該登入時段。若你希望繼續使用服務，

則需再次以用戶賬號及密碼登入。  

持續謹慎的監察  

我們設有保安監測系統，以持續監察並偵測本行的網絡及系統上任何可能違法的活動。 

定期檢討及審核  

為確保星展的安全措施湊效，本行會定期由內部及外聘核數師進行保安檢討及審核。  

雙重認證（2FA）  

星展採用雙重認證（2FA）以核實任何試圖登入你的賬戶的人士的身份。所使用的兩項

認證因素為你擁有及你知道的事項。常見的例子是，當你使用自動提款機時，你必須

擁有提款卡實物，以及知道你的密碼。得到你的提款卡的人士不太可能知道你的密碼。  

此外，用戶可就實施雙重認證時的授權過程進行以下設置：  

∙ 用戶使用權 

∙ 授權方式 

雙重認證對我使用星展 IDEAL™ 的方式有甚麼影響？  

所有星展 IDEAL™ 用戶登入時，均需使用保安編碼機，以及獲分配的機構代碼、用戶賬號及密

碼。  

為什麼需要使用保安編碼機？  

網上詐欺手法越來越高明，因此需要更嚴謹的網上保安系統，以應付可能出現的網絡罪行。實

施雙重認證後，萬一你因任何原因涉露了用戶賬號及密碼，「匪徒」亦需要你的個人保安編碼

機，否則無法登入 IDEAL™。這令有能力透過網釣或間諜軟體取得一連串客戶的用戶賬號及密

碼的駭客更難盜用賬戶。  

雙重認證有甚麼好處？  

雙重認證提供高水平的保安，確保騙徒無法透過互聯網盜取你所擁有的實物（例如手提電話） 

中的東西。雙重認證亦透過只由你實際擁有的額外認證因素，為高風險交易（例如轉賬至非指

定賬戶）提供保障。雙重認證亦很方便。你只需數個簡單直接的步驟，就可享有更安全的網絡

服務。  

保安編碼機是甚麼？  

保安編碼機會生成一組獨有的保安存取編碼（SAC），作為你的第二重認證。註冊保安編碼機

後，每次登入星展 IDEAL™時均需使用編碼機。具體而言，你須以公司編號、用戶編號、登入

密碼及保安編碼機生成的保安編碼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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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展 IDEAL™ 會否在快取中儲存我的用戶賬號？  

為提高保安程度，星展 IDEAL™ 並不會將你的用戶賬號儲存於快取中。  

能否透過星展 IDEAL™ 取得審計記錄？  

你可透過星展 IDEAL™ 取得完整的審計記錄，並取得每宗交易的資料，例如日期、所作活動及

用戶姓名／名稱等。  

疑難排解  

在多少次無效登入後，星展 IDEAL™ 賬戶方會被鎖定？  

在 5 次無效登入後，用戶賬號將被鎖定；而保安編碼機在輸入 5 次無效的密碼後，亦將被鎖

定。  

倘我的用戶賬戶被鎖定，或假如忘記密碼，應怎樣做？  

若你忘記用戶編號或密碼，而賬戶被鎖定，你應向星展提交星展 IDEAL™服務更改表格。表格

可於星展 IDEAL™ 網站下載。  

如遇到有關星展 IDEAL™ 的問題或疑難，應與誰聯絡？  

如遇到有任何關於星展 IDEAL™ 的問題或疑難，請聯絡 DBS BusinessCare（電話：(852) 2290 

8068 或電郵：businesscare-hk@dbs.com）。 DBS BusinessCare 營業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上午 

9:00 ─下午 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