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個人戶口開戶申請表格 1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Hong Kong/CBG/BOS/0801(07/21)  DBS Bank (Hong Kong) Limited 

個人戶口開戶申請表格 
 

 

This application form is available in both English & Chinese versions. By completing this application form you agree to use this Chinese version and 
confirm that you understand all of its contents (including Risk Disclosure Statements & Customer Declaration etc) as set out below. 此表格備有中文
及英文版。如你選用此申請表格提交申請，即表示你同意選用（中文版）之申請表格及完全明白表格 內之全部內容（包括風險披露聲明及客戶聲明等）。 

致：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銀行」，包括其繼承人和受讓人） 

注意: 1. 往來戶口申請人必須年滿十八歲或以上。 
 2. 請用正楷填寫本申請表上各欄，並在適當的方格內加上 " " 號及刪除不適用者。 
 3. 就開戶而言，標記着「@」的部分為非必須要填寫的資料。 
  如你同時申請星展八達通提款卡，標記着「^」的部分為必須填寫的資料。 
  如你同時申請信用卡，標記着「#」的部分為必須填寫的資料。 

本人/我們為戶口主事人及最終受益人，並現向銀行申請開立下列戶口及使用下列服務:  

 單獨  聯名  21 歲以下受益人之信託戶口 

戶口名稱 

英文 中文 

 

戶口用途（可作多重選擇） 

 儲蓄  投資  處理交易  發薪  償還貸款 

 其他 (請闡明: )  
 

資金來源（可作多重選擇） 

 薪金/佣金  積蓄  投資收益  售出物業  個人業務 

 其他 (請闡明: ) 
 

預計每月交易金額及種類 

存款（包括匯入匯款） 

次數  0 – 26  27 – 78  79 – 100  101 – 200  多於200 

總金額(港幣) 

 200,000或以下  200,001 - 500,000  500,001 - 1,000,000  1,000,001 - 2,000,000  2,000,001或以上 

提款（包括匯出匯款） 

次數  0 – 26  27 – 78  79 – 100  101 – 200  多於200 

總金額(港幣) 

 200,000或以下  200,001 - 500,000  500,001 - 1,000,000  1,000,001 - 2,000,000  2,000,001或以上 
 

個人資料 

單獨/主要申請人個人資料 

請確認你已經閱讀及理解本銀行的資料政策及與戶口及服務相關的條款及細則，才向本銀行提供你的個人資料。如你在此申請表格提供你的個人資料，

即表示你接納本銀行的資料政策及同意資料政策中所載的個人資料的用途。 

選擇語言:     中文       英文 Segment :  

性別 

  男(M)   女(F) 

婚姻狀況@# 

 單身(1)   已婚(2) 

稱謂 

  先生   太太   小姐   女士   其他 (請註明) 

英文姓名（以姓氏為首） 中文姓名 母親婚前姓氏@ 

身份證明文件資料 

種類:  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 

 香港居民身份證及附加證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護照 

 澳門居民身份證 

 出生證明書 

 其他身份證明文件 (請註明:                                                                    ) 

號碼: 到期日: 簽發國家 

(國家/區域): 

國籍 (國家/區域) 出生日期 (日/月/年) 出生城市 出生國家(國家/區域) 

住宅地址 居住地 

通訊地址 

職業資料 

職業狀況 

  自僱 (1)    全職受僱 (2)   兼職受僱 (3) 

  退休 (2)   全職合約僱員 (2)   兼職合約僱員 (3) 

  非在職   其他（請闡明:  ) 

職業 

  學生 (2)   家庭主婦 (2)   請闡明: 

僱主名稱  Codes (銀行專用) 

      

業務性質  職位 任職年期@# 

 年 月 

辦事處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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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來源全年個人收入@# (港幣) 

 250,000或以下  250,001 – 500,000  500,001 – 1,000,000 

 1,000,001 – 1,500,000  1,500,001或以上 

月薪@# 

港幣 

聨絡資料 

注意: 如海外電話號碼, 請於號碼前加入國家(國家/區域)及地區編碼(如有)。 

住宅電話號碼 手提電話號碼^  辦公室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適用於信用卡申請，請填寫以下資料: 

居住狀況 

 自置物業毋須供款 (1)  按揭 (2)  租用 (3) 供款/租金 HK$ 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提供 (4)   與父母同住 (5)  其他 (6) (請闡明:   ) 

居住年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教育程度 

 小學或以下 (1)  中學或以下 (1)  預科或專上學院 (1)  大學畢業 (2)  碩士學位 (2)          博士學位 (2) 

如申請人為自僱人士而你的公司經營少於 1 年，請填寫以下資料: 

前僱主名稱 / 業務性質 

 

前任職年期 

 年 月 

與本銀行僱員/董事關係 

你是否為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或其母公司星展銀行有限公司或其任何附屬機構之董事/僱員之親屬/配偶? 

  是，相關董事或僱員之英/中文姓名   關係   

  否，本人確認現時與上述銀行的董事或僱員並無親屬關係。假如日後本人與銀行的董事或僱員有任何親屬關係，本人同意儘快以書面通知銀行。 

如你未有在此部分作出聲明，本行將假設你與本行董事/僱員並無親屬關係。而你須就未有作出任何該等關係的聲明而負上全部責任。 

財富來源（可作多重選擇） 

 個人業務收益  薪金/退休金  投資收益  遺產/餽贈 

 其他（請闡明: ) 

估計總值 (港幣) 

 8,000,000或以下  8,000,001 - 20,000,000  20,000,001 - 50,000,000  50,000,001或以上 
 

(For Bank Use Only) 
Address Proof Obtained/Verified:   Yes   No (Please Specify Details: )     

 

  EWSS Checked PEP Status:    Negative   Positive, Approval Attached   Positive, Request Declined 

  CL Checked  CDD Checklist::   Yes   No FATCA Form:   Yes   No 

FATCA Country (Country/ Region) Code: FATCA Status: Date On Form: 

FATCA Review Status: FATCA Review Status update Date: Withholding Certification Type: 

TaxPayerID Type: TaxPayer ID:  

Other Tax Residency (other than US) 

Tax Residency Country (Country/ Region): CRS Status: Date On Form: 

CRS Review Status: CRS Review Status Update Date: Certification Type: 

Tax Payer ID: Reason: Other Reason: 
 
 

聯名申請人(1)個人資料 

請確認你已經閱讀及理解本銀行的資料政策及與戶口及服務相關的條款及細則，才向本銀行提供你的個人資料。如你在此申請表格提供你的個人資料，

即表示你接納本銀行的資料政策及同意資料政策中所載的個人資料的用途。 

選擇語言:     中文       英文 Segment :  

性別 

  男(M)   女(F) 

婚姻狀況@# 

 單身(1)   已婚(2) 

稱謂 

  先生   太太   小姐   女士   其他 (請註明) 

英文姓名（以姓氏為首） 中文姓名 母親婚前姓氏@ 

身份證明文件資料 

種類:  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 

 香港居民身份證及附加證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護照 

 澳門居民身份證 

 出生證明書 

 其他身份證明文件 (請註明:                                                                    ) 

號碼: 到期日: 簽發國家 

(國家/區域): 

國籍 (國家/區域) 出生日期 (日/月/年) 出生城市 出生國家(國家/區域) 

住宅地址 居住地 

通訊地址 

職業資料 

職業狀況 

  自僱 (1)    全職受僱 (2)   兼職受僱 (3) 

  退休 (2)   全職合約僱員 (2)   兼職合約僱員 (3) 

  非在職   其他（請闡明:  ) 

職業 

  學生 (2)   家庭主婦 (2)   請闡明: 

Ini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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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主名稱  Codes (銀行專用) 

      

業務性質  職位 任職年期@# 

 年 月 

辦事處地址@# 

所有來源全年個人收入@# (港幣) 

 250,000或以下  250,001 – 500,000  500,001 – 1,000,000 

 1,000,001 – 1,500,000  1,500,001或以上 

月薪@# 

港幣 

聨絡資料 

注意: 如海外電話號碼, 請於號碼前加入國家(國家/區域)及地區編碼(如有)。 

住宅電話號碼 手提電話號碼^  辦公室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與本銀行僱員/董事關係 

你是否為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或其母公司星展銀行有限公司或其任何附屬機構之董事/僱員之親屬/配偶? 

  是，相關董事或僱員之英/中文姓名   關係   

  否，本人確認現時與上述銀行的董事或僱員並無親屬關係。假如日後本人與銀行的董事或僱員有任何親屬關係，本人同意儘快以書面通知銀行。 

如你未有在此部分作出聲明，本行將假設你與本行董事/僱員並無親屬關係。而你須就未有作出任何該等關係的聲明而負上全部責任。 

財富來源（可作多重選擇） 

 個人業務收益  薪金/退休金  投資收益  遺產/餽贈 

 其他（請闡明: ) 

估計總值 (港幣) 

 8,000,000或以下  8,000,001 - 20,000,000  20,000,001 - 50,000,000  50,000,001或以上 
 

(For Bank Use Only) 
Address Proof Obtained/Verified:   Yes   No (Please Specify Details: )     

 

  EWSS Checked PEP Status:    Negative   Positive, Approval Attached   Positive, Request Declined 

  CL Checked  CDD Checklist::   Yes   No FATCA Form:   Yes   No 

FATCA Country (Country/ Region) Code: FATCA Status: Date On Form: 

FATCA Review Status: FATCA Review Status update Date: Withholding Certification Type: 

TaxPayerID Type: TaxPayer ID:  

Other Tax Residency (other than US) 

Tax Residency Country (Country/ Region): CRS Status: Date On Form: 

CRS Review Status: CRS Review Status Update Date: Certification Type: 

Tax Payer ID: Reason: Other Reason: 
 
 

存款戶口類別及貨幣 

請開立下列戶口。每個戶口須受銀行戶口及服務之條款及細則的有關條款約束。 

  港幣Save & Cheque  

  港幣往來 

  美元往來 

  人民幣往來 

 

支票簿服務:   請用平郵寄予本人/我們壹本支票簿 

 多種貨幣結單儲蓄  

貨幣包括:  HKD  USD  CNY  AUD  NZD  CAD  EUR 
 GBP  JPY  CHF  DKK  NOK  SEK  SGD 

  定期存款  

  港幣結單儲蓄  

  信用卡  

  

除非另行書面指定，否則綜合戶口結單會按月寄往通訊地址。 
 

自動化銀行服務 

提款卡服務 

銀行將發出一張全新提款主卡予單獨/主要申請人及一張全新提款附卡予聯名申請人，並將下列之同名戶口連繫至該提款卡。你明白單獨/主要申請人
之姓名將印於提款主卡上，而聯名申請人之姓名將印於提款附卡上（如有）。服務須受銀行戶口及服務條款及細則內有關提款卡服務的條款及細則和
(對星展八達通提款卡)星展八達通提款卡條款及細則及八達通卡有限公司(「八達通公司」)指定的條款及細則所約束。 

有關星展八達通提款卡的重要提示: 

1. 星展八達通提款卡的自動增值服務會於本行發卡時自動啟動。由首次自動增值開始，自動增值金額會從指定的戶口扣除。如你不欲使用有關服務，
請申請星展豐盛理財/DBS Account提款卡（沒有附帶八達通功能）。 

2. 本行會透過手機短訊通知你有關使用星展八達通提款卡的重要事項，如發卡日期及新卡確認情況等。而短訊將發送到申請人於此申請表提供的手提
電話號碼。 

  

Ini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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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卡 密碼編號  

 基本戶口類別  

 附加戶口類別  

 提款卡種類  星展八達通提款卡，每次八達通自動增值金額為   HK$500    HK$250 

用作八達通公司提供之自動增值服務的指定港元往來戶口（「自動增值服務戶口」）類別 : ________________ 

 星展豐盛理財/DBS Account/星展提款卡（沒有附帶八達通功能） 

  簡易提款卡 (只適用於65歲或以上客戶)   是   否 

 屏光幕顯示語言   中文   英文 

(只提供中文予簡易提款卡客戶) 

附卡(1) 密碼編號  

 提款卡種類  星展八達通提款卡，每次八達通自動增值金額為   HK$500    HK$250 

用作八達通公司提供之自動增值服務的指定港元往來戶口（「自動增值服務戶口」）類別 : ________________ 

 星展豐盛理財/DBS Account/星展提款卡（沒有附帶八達通功能） 

  簡易提款卡 (只適用於65歲或以上客戶)   是   否 

 屏光幕顯示語言   中文   英文 

(只提供中文予簡易提款卡客戶) 

電話理財服務  

銀行將為你開立電話理財戶口。服務須受銀行戶口及服務條款及細則內有關電話理財服務的條款及細則所約束。  

• 本人/我們同意銀行發出下列本人/我們的電話理財戶口號碼及將本人/我們的電話理財私人密碼郵寄往本人/我們之通訊地址，並將本人/我們的所

有戶口連繫到本人/我們的電話理財戶口內。 

客戶姓名 電話理財戶口號碼 

1.  

2.  
 

星展iBanking網上理財及DBS digibank HK服務 

本人/我們同意開立/重新申請星展iBanking網上理財戶口。本人/我們確認，當本人/我們啟動星展iBanking網上理財戶口後，將自動獲提供電子結單服
務。 除非本人/我們另行向銀行作出指示，否則本人/我們不會收到紙張結單。 

• 本人/我們同意登記以下手提電話號碼作接收「一次專用密碼」之用: 

客戶姓名 (國家(國家/區域)編碼) 地區編碼 - 手提電話號碼 

1.  (             )   

2.  (             )   

若本人/我們已登記星展 iBanking 網上理財服務，本人/我們同意並授權銀行取消已登記的星展 iBanking 網上理財、戶口，並重新申請該項服務。本人

/我們亦明白及同意，當銀行已處理本人/我們的申請，本人/我們透過現有的星展 iBanking 網上理財及 DBS digibank HK 服務用戶名稱所使用的星展
iBanking 網上理財服務將隨時終止而不獲另行通知。當本人/我們收到透過此申請而發出予本人/我們的全新用戶名稱及密碼之後，本人/我們才能重新

接達星展 iBanking 網上理財及 DBS digibank HK 服務。在銀行收到及處理此申請的同時，本人/我們現有的星展 iBanking 網上理財及 DBS digibank 

HK 戶口可能會在本人/我們收到全新用戶名稱及／或密碼之前被終止，在此情況下，本人/我們於受影響期間將不能接達及使用星展 iBanking 網上理
財及 DBS digibank HK 服務。 

注意: 

1. 服務須受星展 iBanking 網上理財及 DBS digibank HK 服務條款及細則所約束。 

2. 此申請指示將取消你先前「不選用星展 iBanking 網上理財及 DBS digibank HK 服務」的指示。 

3. 上述手提電話號碼將用於接收由銀行發出的「一次專用密碼」手機短訊，以認證登入星展 iBanking 網上理財或 DBS digibank HK 服務及其他網上

銀行交易。此手提電話號碼將會取代你任何過往曾用以登記收取「一次專用密碼」的手提電話號碼。 

4. 你必須使用你所擁有之手提電話號碼接收「一次專用密碼」。 

5. 電子結單一般將會在星展 iBanking 網上理財戶口啟動後的第一或第二個結單週期開始生效。在電子結單服務生效前，結單將會以郵寄方式發出。 

6. 就聯名戶口而言，若在更改簽署安排後戶口可由一人單獨運操作，該等戶口會被加入各戶口持有人的星展 iBanking 網上理財（如有）。若在更改

簽署安排後戶口未能不再由一人單獨操作，該等戶口會從各戶口持有人的星展 iBanking 網上理財（如有）中移除。 
 

客戶對於銀行產品興趣 

註: 如屬聯名戶口申請，聯名戶口申請人須另外填寫「使用資料同意表格」。 

本人希望銀行向本人解釋及/或提供以下本人感興趣及所選擇之產品及/或市場資訊。 

  所有投資產品 (包括但不限於基金投資、證券相關產品、外滙產品) 

  所有保險產品 (包括但不限於人壽保險、一般保險)  

  市場資訊 

  以上全部 
 

透支保障（無抵押）– 星展「豐盛理財」/ DBS Account 客戶 

註: 不適用於聯名戶口。 

本人同意銀行根據本人之戶口資產總值是否達銀行不時生效之資產總值要求，以批核予本人透支保障。 

  是   否 

註: 

- 就星展八達通提款卡申請人而言，透支保障將覆蓋自動增值服務戶口內的任何透支金額(包括使用自動增值服務所產生的任何透支金額)，透支金額

可能廣大。 

- 若銀行授予透支保障，該透支保障根據銀行戶口及服務條款及細則會產生透支利息及其他費。 

- 有關適用透支限額及透支利息及／或其他收費的詳情，請參閱現時生效的銀行服務收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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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服務 - 星展「豐盛理財」/ DBS Account 客戶 

DBS Eminent Card 

 本人欲申請DBS Eminent Card，並同意遵守DBS信用卡條款及細則。 

 本人不欲申請DBS Eminent Card。 

註: 

1. 此部分只供單獨/主要申請人使用，並不適用於聯名申請人。如聯名申請人欲申請 DBS Eminent Card，請另填妥指定的 DBS Eminent Card 申請表格。 

2. 請提供申請表所列的文件副本作為處理是次申請之用。 

3. 如星展「豐盛理財」客戶已持有 DBS Eminent Card，本行會發出星展「豐盛理財」客戶專用之 DBS Eminent Card 予客戶以取代現時持有之 DBS Eminent 

Card。如客戶於本表格提供更新的聯絡電話號碼、地址或電郵地址，該資料將會更新至本行的信用卡紀錄；如客戶欲更新其於本行信用卡紀錄內之其

他個人/受僱資料，請填妥「信用卡/Cashline 循環貸款－客戶更改資料表格」，客戶可於本行網站(www.dbs.com/hk)下載有關表格。 

4. 本行保留隨時取消年費豁免優惠之權利。且年費豁免優惠只適用於持有星展豐盛理財/ DBS Account 之客戶，如客戶取消星展豐盛理財/DBS Account，
年費豁免優惠將被取消，本行將於緊接客戶取消星展豐盛理財/DBS Account 後之信用卡戶口開立週年日收取適用的年費。詳情請參閲收費表。 

5. 如欲申請附屬卡，請瀏覽 www.dbs.com.hk/card，下載並填妥有關附屬卡申請表。 

6. 請注意，本行將以申請人在本申請表內提供之手提電話號碼發送 Verified by Visa 一次專用密碼，讓申請人處理需要身份驗證的網上信用卡交易。 

星展「豐盛理財」客戶適用 

 DBS Eminent VISA Signature Card (Logo: 952; Top: 01) (AP0404-BRPA) 迎新禮品編號 : (  $ ) 

須受迎新優惠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瀏覽 go.dbs.com/hk-eminent 

DBS Account 客戶適用 

 DBS Eminent VISA Signature Card (Logo: 952; TOP: 00) (TOWEH-BRPA) 迎新禮品編號 : (  $ ) 

須受迎新優惠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瀏覽 go.dbs.com/hk-eminent 

DBS信用卡DBS$獎賞計劃 

請選擇簽賬獎賞計劃 

 DBS$現金回贈計劃 (1)–每 HK$250 合資格簽賬，可獲 DBS$1。每 DBS$1 將自動兌換為 HK$1 現金回贈。 

 DBS$自選換領計劃 (2)–每 HK$250 合資格簽賬，可獲 DBS$1，憑 DBS$可換取精選現金券及禮品。 

註: 如你未有在此選擇屬意的獎賞計劃，則作採納 DBS$現金回贈計劃論。  

有關信用額的安排 

本行可選擇批准某些會導致超逾信用額的信用卡交易，而每當戶口結欠於某結單週期超逾了信用額，本行會收取超逾信貸額費用（載於收費表）。如你

不欲本行批准任何會導致超逾信用額（即總信用額及每一信用卡戶口的個別信用額）的信用卡交易，請剔選以下方格。  

  本人不欲銀行批准任何會導致超逾信用額的信用卡交易。本人明白儘管有此要求，信用額仍可能在相關信用卡使用條款及細則第 2.2 條條文描述的

情況下超逾。 

註: 倘若你曾通知本行你的選擇，同時沒有剔選以上方格，將視作維持現有選擇。 

請將信用卡、信件及月結單寄到本人之 

  住宅 (H) (只限香港)   辦事處 (W) (只限香港) 

申請如獲批核，本銀行將以上述所選擇之地址作為你所有信用卡之通訊地址。 
 

風險聲明  –  人民幣貨幣兌換 

1. 人民幣現時或不可自由兌換，並受到外匯管制及限制。  

2. 人民幣也存在貶值風險。倘若你以港幣或任何其他貨幣兌換成人民幣用作投資人民幣產品，一旦人民幣貶值，你其後將出售所得之人民幣款項兌換

為港幣或其他貨幣時可能會承受損失。 
 

重要事項  –  存款保障計劃 

往來戶口及儲蓄戶口內的存款、通知存款、儲蓄計劃及現行存款期為5年或以下的定期存款是符合香港存款保障計劃保障資格的存款。 
 
 

聲明 

• 本人/我們明白，為完成此項申請程序，本人/我們應當提供所需之所有資料，資料不足將可能導致本申請被拒絕。本人/我們證實本申請書內的資料乃
本人/我們自願提供及在各方面均屬真實，正確和完備。本人/我們會就任何令本人提供之資料、陳述、聲明及/或細則成為不正確或不真實之任何事實
或情況變動通知銀行。本人/我們明白對任何此等情況轉變之事實不予透露，將有可能構成蓄意或疏忽之失實陳述及/或提供欺詐性資料，本人/我們可
能因而須承擔有關之民事及/或刑事責任。本人/我們授權銀行在認為有需要時從任何途徑隨時查核任何該等資料。 

• 本人/我們已從銀行收到最新版本的(根據本人選擇的語言)(a)銀行戶口及服務條款及細則，(b)資料政策通告，(c) 銀行服務收費表及(d) 稅務要求通知。 

本人/我們就上述文件被邀請提問及如有需要可尋求獨立專業意見。本人/我們確認本人/我們已細閱及明白上述文件之內容並同意受其約束。本人/我
們明白本人/我們可隨時到銀行之任何一間分行索取上述文件或登入銀行網站 (www.dbs.com.hk) 瀏灠。 

• 本人/我們明白及接納如本人/我們之往來戶口獲批核任何貸款/透支額，本人/我們現時之透支保障將被自動取消。 

• 只適用於聯名申請 

我們同意須就戶口包括備用透支共同及個別地向銀行承擔責任。 

我們明白所有聯名人士均需要共同及個別負責所有透過電話理財服務或其他遠距離途徑下達的關於戶口的指示。正確提供電話理財服務戶口號碼/用
戶名稱及該戶口的私人密碼，即視為符合開戶文件上的任何共同簽署要求。 

• 本人/我們明白本人/我們須全責承擔向有關稅務管理機關作出所有需要之申報及符合其所有其他要求並繳付與透過銀行所獲收入引致的相關稅款。 

• 適用於星展提款卡申請 

 本人/我們現向銀行申請上述提款卡乙張以使用銀行的櫃員機服務。本人/我們確認收妥密碼。本人/我們茲證實上述資料正確無訛。如申請獲得批准，
本人/我們並授權銀行自上述基本戶口扣除此卡之費用 (如有)，及將卡寄往本人/我們於銀行所記錄之通訊地址。本人/我們確認，銀行真誠地就所有
以正確的私人密碼完成的所有交易，不論該等交易是否已獲本人/我們授權，概由本人/我們負責。以下僅重點列出部分主要的適用條款及細則： 
1. 銀行會發出一個私人密碼以便使用櫃員機之各項服務。本人/我們需要承擔所有與發出及送遞私人密碼有關的風險。 
2. 本人/我們同意維持私人密碼的保密性及安全性。 
3. 本人/我們同意安全保管提款卡，並永不在提款卡上或任何通常與提款卡一起（或在其附近）存放的物件上寫下私人密碼。 
4. 假如本人/我們得知私人密碼遺失或被（或可能被）未經授權使用或洩露，本人/我們必須在合理地實際可行的範圍內儘快更改私人密碼及通知銀

行。直至銀行獲通知前，銀行不會因有關遺失或實際或可能未經授權使用或洩露而產生或與之相關的後果而對本人/我們或任何第三者承擔任何
責任或負責，惟因銀行或其員工疏忽或故意失責而直接產生的直接損失除外。除上述者外，在銀行收到任何遺失或實際或可能未經授權使用或洩
露私人密碼的該等通知前，本人/我們須對所有以正確的私人密碼通過櫃員機給予的指示全面負責，不論該等指示是否已獲得本人/我們授權。假
如本人/我們的行為涉及詐騙或屬於本人/我們的嚴重疏忽（包括未能採取所有合理行動保障私人密碼的保密性及／或使其免被盜取），本人/我們
須對任何時候（不論是在有關通知之前或之後）給予的所有指示負責。本人/我們同意按要求彌償銀行就本人/我們需要負責的所有私人密碼使用
（不論是否獲本人/我們授權）而導致的所有損失。 

5. 本人/我們應該在相關戶口有足夠存款時，才使用提款卡提取現金或轉賬，否則本人/我們須按銀行要求即時向銀行支付所有透支金額，並按銀行
服務收費表所載收費率支付銀行費用及利息。 

6. 本人/我們同意妥善保管本人/我們的提款卡。當本人/我們得知可能有人透過假卡進行任何交易，本人/我們會在實際可行的情況下儘快通知銀行。
本人/我們明白本人/我們將不須對經銀行確定為透過假卡進行的交易所招致的損失負責。 
 

年費豁免優惠 

年費豁免優惠 

http://www.dbs.com/hk
http://www.dbs.com.hk/card
http://www.dbs.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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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於星展八達通提款卡申請 

本人/我們謹此聲明，本人/我們一經申請星展八達通提款卡及啟動自動增值服務，即表示本人/我們已閱讀、接受並同意銀行不時指定及修訂的星展八
達通提款卡條款及細則(「星展八達通提款卡條款及細則」)，並同意受其約束。星展八達通提款卡條款及細則的部分重要條文載列如下(僅作重申用
途)(而本人/我們須受星展八達通提款卡條款及細則全文所約束，不論其是否於下文載列):  

1. 使用星展八達通提款卡須遵守下列各項: 

(a) 星展八達通提款卡條款及細則; 

(b) 銀行不時指定及修訂的銀行戶口及服務條款及細則;  

(c) 八達通卡有限公司與本人/我們就自動增值服務訂立的八達通自動增值協議(可經八達通卡有限公司不時指定及修訂); 及 

(d) 八達通卡適用的條款及細則（可經八達通卡有限公司不時指定及修訂）。 

2. 星展八達通提款卡內八達通儲值功能的儲值額並非受保障存款，不受香港的存款保障計劃保障。 

3. 自動增值服務賬戶 

(a) 本人/我們授權銀行根據銀行從八達通卡有限公司不時收到有關本人/我們的指示，從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扣除或存入有關自動增值服務的所有
款項。為免生疑問，銀行在按照八達通卡有限公司的指示行事前毋須通知本人/我們或徵得本人/我們的同意 

(b) 本人/我們須負責透過自動增值服務及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根據八達通儲值卡功能為星展八達通提款卡不時增加或自動增值所有款項。 

(c) 倘星展八達通提款卡因故終止，銀行有權: 

(i) 將根據星展八達通提款卡內尚餘的任何儲值餘額，用作抵銷客戶欠負銀行的任何尚未償還債項; 及/或 

(ii) 從自動增值服務賬戶中扣除任何款項，用作清償星展八達通提款卡內的任何八達通儲值結欠。 

4. 透支 

(a) 本人/我們須確保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有足夠款額(可能包括銀行授予的預先安排透支額)，以根據八達通卡有限公司就本人/我們不時發出的指
示進行交易。即使自動增值服務賬戶內並無足夠款額或預定透支限額不足，本人/我們仍授權銀行進行交易，本人/我們須對自動增值服務賬
戶內引致的透支(包括超出預定透支限額的任何透支額)負責。 

(b) 任何透支(包括超出預定透支限額的任何透支額)須遵守銀行戶口及服務條款及細則的規定，而本人/我們的權利及責任亦應據此釐定。 

(c) 在無損上文第(b)段的一般性的原則下：  

(i) 銀行有權徵收銀行不時提供及於銀行收費表指定的現行透支利息及其他收費；  

(ii) 本人/我們須應要求向銀行償還自動增值服務賬戶的任何透支額，連同銀行徵收的利息及收費；及 

(iii) 倘若本人/我們未能遵守上述第(ii)段的規定，則銀行保留取消星展八達通提款卡的權利而毋須發出事先通知或徵得本人/我們的同意。 

(d)  本人/我們負責時刻監察自動增值服務賬戶的結餘。如因使用自動增值服務產生任何透支，銀行可(但並非必須) 透過銀行認為合適的任何方
式就自動增值服務賬戶的任何透支通知本人/我們。 

5. 個人資料 

本人/我們同意及授權銀行向八達通卡有限公司披露客戶的個人資料 (不論是由銀行透過本申請表格或其他方式收集或由銀行不時管有的個人資
料)。八達通卡有限公司所收到的資料包括本人的姓名、性別、出生日期、身份證號碼/護照號碼、聯絡資料及自動增值服務戶口號碼。本人/我們
同意及授權八達通卡有限公司將本人/我們的個人資料用作下列用途： 

(a) 就八達通卡有限公司處理本人/我們要求的八達通功能及相關服務(包括自動增值服務);  

(b) 就八達通卡有限公司提供八達通功能及相關服務(包括自動增值服務)及根據八達通卡有限公司所發出的八達通發卡條款所述有關使用個人
資料的其他用途，但在任何情況下，八達通卡有限公司將不會使用所收集的個人資料進行直接促銷推廣; 及 

(c) 有關銀行與八達通卡有限公司據之而發出及管理星展八達通提款卡的合作安排的用途。 

6. 提款卡終止  

在下列情況下，銀行保留酌情終止星展八達通提款卡的權利：  

(a) 銀行知悉涉及星展八達通提款卡(包括自動增值服務戶口內並無預設透支額的透支)的任何異常活動或交易； 

(b) 於自動增值服務戶口內累積的無預設透支額的透支； 

(c) 於自動增值服務戶口內超出的累積預設透支額的透支； 

(d) 本人/我們未能於銀行指定的時間內確認或使用星展八達通提款卡；或 

(e) 基於任何原因終止銀行與八達通卡有限公司據之而發出及管理星展八達通提款卡的合作安排。 

如星展八達通提款卡被銀行終止，其提款功能以及八達通功能可能一併被終止操作。 

• 適用於住址位於中國、哈薩克共和國的申請人 

(a) 本人/我們要求於銀行開立戶口，及確認此開戶要求由本人/我們提出，並非出於銀行的要約。 

(b) 本人/我們可不時要求銀行安排代表適時親身與本人/我們會面。 

(c) 本人/我們要求銀行就以上(a)段所述開戶事宜與本人/我們聯絡以提供銀行的產品及服務資訊。 

• 適用於DBS信用卡申請 

本人已收到、詳閱及明白以下之所有條款及細則並同意受其約束: 

• DBS信用卡申請之條款及細則 

• 迎新優惠條款及細則 

• DBS個人信用卡使用條款及細則 

• DBS$獎賞計劃之條款及細則 

• DBS$換領禮遇之條款及細則 

• DBS個人信用卡使用條款及細則撮要 

• 重要資料概要 

本人明白可要求索取上述文件或從銀行網站(http://www.dbs.com/hk)閱覽。 

本人聲明及保證(a)並沒有超過30日逾期還款之信用卡或貸款；(b)並沒有任何信用卡是因拖欠款項而被取消；及(c)並沒有破產紀錄及未有申請或意圖
申請破產。本人明白並同意本申請之最終批核權在銀行。 

本人明白並同意如本人申請使用本人之信用卡的任何服務（例如網上購物賬戶、「迅用錢」計劃及結餘轉戶）除DBS信用卡使用條款及細則外，將同
時受相關服務之條款及細則(申請相關服務時交付予本人)所約束。 

• 本人/我們同意由銀行不時發出予客戶的資料政策通告，通知及其他關於客戶資料的通訊(「資料政策」)均適用於本人/我們本申請表格內所提供之資料
或得自本人/我們與銀行或與任何其他星展集團公司之間的關係而獲得的資料（「資料」）。本人/我們已細閱及明白該資料政策，並同意接納該資料政策
成為銀行戶口及服務條款及細則的一部分。本人/我們特此同意本人/我們之資料可按照該資料政策之用途使用及向有關人士(不論於香港境內或以外)
披露。本人/我們完全同意銀行可: 

(a) 向其他組織、機構或人士印證、提供或收集本人/我們的資料; 

(b) 轉移資料至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任何地區，包括新加坡; 及 

(c) 將任何資料與本人/我們的資料比較，並利用比較結果作任何用途，包括不利於本人/我們利益的用途（包括拒絕本申請）。 

 

 

 

重要事項 – 保障你的個人資料 

一旦遺失個人身份證明文件（如香港身份證、護照），應立即通知銀行，以免騙徒有機可乘使用你的戶口。緊記更新你的聯絡資料，例如住宅電
話號碼、流動電話號碼和住址，以確保收到銀行的所有通知。 

 

 

  

http://www.dbs.com.hk/zh/consumer/creditcards/rewards/mastertnc_c.htm
http://www.dbs.com.hk/zh/consumer/creditcards/rewards/mastertnc_c.htm
http://www.dbs.com.hk/zh/consumer/creditcards/MonthlySpecials/tnc_c.html
http://www.dbs.com.hk/zh/consumer/creditcards/MonthlySpecials/tnc_c.html
http://www.dbs.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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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絕將資料用於直銷推廣 

註: 請注意如你選擇拒絕將資料用於直銷推廣，除於分行外，本行將不能向你提供任何產品資料或任何特惠利率、特別優惠、現金券、禮物、講
座或活動等資訊。如你仍希望方便地獲得相關資訊，你可把以下方格留空。. 

銀行擬將本人/我們的資料用於直銷推廣，惟必須先獲得本人/我們的同意。本人/我們拒絕銀行從以下所選擇(須於以下適當方格加上剔號"“)之途徑
收取任何直銷推廣資訊： 

 短訊  電郵  所有途徑(包括電郵、郵寄、短訊、電話) 

以上是本人/我們目前就是否接收直銷推廣聯繫或資訊所作出的選擇，將取代本人/我們以往曾向銀行表明的選擇。 

注意: 以上選擇適用於資料政策內列明的各類產品、服務及/或項目的直銷推廣。此外，請參閱該資料政策所述哪些資料可能會用於直銷推廣，以
及哪些人士可能會獲提供資料作直銷推廣用途。 

• 本人/我們同意本人/我們此申請與銀行開立的戶口的所有指示（包括付款指示、以本人資金或資產作任何抵押或其他產權負擔、任何修改或補充此
申請的相關資料)必須得到戶口持有人的授權(姓名及簽署式樣載於本部分下方)並按照以下簽署安排辦理: 

   戶口申請人單獨簽名    所有戶口申請人共同簽名 

   任何一位戶口申請人單獨簽名    其他安排(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本人/我們簽署此申請表格以確認本人/我們已明白上列之聲明及有關條款及細則。 

請確認你的指示已清楚、準確及完整地填妥於本申請表格內才簽署作實。 

 
 
 
 
 
 
 
單獨/主要申請人簽署 聯名申請人簽署 (如適用) 

姓名 (英文)   姓名 (英文)   

 (中文)   (中文)   

香港身份證/護照號碼   香港身份證/護照號碼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銀行專用 

C/A No. MCY No. TD Master ID. S/A No. 

    

Attended By 
(Signature, Name & Date) 

Initial the action taken: Checked By 
(Signature, Name & Date) 

CIF No. Branch Code  

RM 1Bank ID RM Name  

 
 

 Approved By 

 

 Sign No. 

 
(Mark name & date if different 
from the attending staff.) 

 

Verification Call Date/Time/Ext No. 

 

 Initial 

PBS  iBanking 

CIF No  Input By Checked By 

 

Input By 

 

Checked By 

 

Account Processing Banking: 
S.V. Input Approved 

 

ID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