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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掃描下方QR Code或透過以下App Store
  連結下載

掃描QR Code

1/6

登記「友聯繫」 登入「友聯繫」

目錄  新用戶登記及登入

或

華為應用程式市場：香港及澳門用戶

https://aiaprod.appgreen.com/AIA-Connect.html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aiahk.idirect
https://apps.apple.com/hk/app/aia-connect-%E5%8F%8B%E8%81%AF%E7%B9%AB/id1292514758
https://appgallery.huawei.com/app/C102498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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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3/6

  填寫用作登記的電郵及手機號碼後，
  按「確認」

登記「友聯繫」

  開啓「AIA Connect／友聯繫」手機應用
  程式，並於主頁面點選「新用戶登記」

    AIA Connect／
友聯繫

登記「友聯繫」 登入「友聯繫」

目錄  新用戶登記及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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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填妥登記表格，包括AIA Easy Login ID、
密碼、基本個人資料等，細閱及同意條
款細則後，按「提交」

登記「友聯繫」

peter.chan

登記「友聯繫」 登入「友聯繫」

目錄  新用戶登記及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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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6/6

  輸入透過手機短信接收的一次性密碼
（OTP），按「確認」

  完成後，便可以您的AIA Easy Login ID
  及密碼登入「AIA Connect／友聯繫」

登記「友聯繫」

+852 9*** **56

peter.chan

登記「友聯繫」 登入「友聯繫」

目錄  新用戶登記及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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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9  輸入您的登入賬號及密碼

目錄  新用戶登記及登入

登入「友聯繫」

peter.chan

  開啓「AIA Connect／友聯繫」手機應用
  程式，並於主頁面點選「登入」

    AIA Connect／
友聯繫

登記「友聯繫」 登入「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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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4/9

  點選您希望接收一次性密碼（OTP）的方式

  輸入透過手機短信或電郵接收的
  一次性密碼（OTP）

登入「友聯繫」

+852 91** **56

目錄  新用戶登記及登入

登記「友聯繫」 登入「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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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如希望以後以Face ID、Touch ID或  
  指紋登入，請按「是」；否則，
  請跳過第6步

登入「友聯繫」

蘋果手機用戶

安卓手機用戶

目錄  新用戶登記及登入

登記「友聯繫」 登入「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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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蘋果手機用戶依指示完成相關程序，
  便可啟用Face ID或Touch ID登入

登入「友聯繫」

目錄  新用戶登記及登入

登記「友聯繫」 登入「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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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安卓手機用戶依指示完成相關程序，
  便可啟用指紋登入

登入「友聯繫」

（續）

目錄  新用戶登記及登入

登記「友聯繫」 登入「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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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8/9

  成功登入後，請閱讀及同意條款

登入「友聯繫」

或

於首次登入，系統會詢問您是否想連結保
單／賬戶，如是，請點選「開始」並跳至
第17頁；如否，請點選「跳過」。

目錄  新用戶登記及登入

登記「友聯繫」 登入「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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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完成後，即可成功登入「AIA Connect／
  友聯繫」  

登入「友聯繫」

  蘋果手機用戶如已啟用Face ID或
  Touch ID登入，則往後每次登入亦可
  點選相關登入方式

目錄  新用戶登記及登入

登記「友聯繫」 登入「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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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安卓手機用戶如已啟用指紋登入，
  則往後每次登入亦可點選相關登入方式

登入「友聯繫」

（續）

目錄  新用戶登記及登入

登記「友聯繫」 登入「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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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入「AIA Connect／友聯繫」

目錄  連結「強積金／公積金／澳門退休金賬戶」至「友聯繫」

    AIA Connect／
友聯繫

1/8

連結「強積金／公積金／澳門
退休金賬戶」至「友聯繫」

註： 用戶登入需要MFA多重驗證，輸入正確登入賬號及密碼
後，要以手機／電郵接收一次性密碼來登入。手機應用
程式用戶啟動生物認證登入後，則可以用指紋、Face ID
或Touch ID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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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選左上方的用戶圖示

  
  點選「賬戶維護」

2/8

3/8

連結「強積金／公積金／澳門
退休金賬戶」至「友聯繫」

目錄  連結「強積金／公積金／澳門退休金賬戶」至「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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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依據情況，您可能需要輸入個人資料作驗證5/8

peter.chan

  
  點選「強積金／公積金／
  澳門退休金成員賬戶」

連結「強積金／公積金／澳門
退休金賬戶」至「友聯繫」

目錄  連結「強積金／公積金／澳門退休金賬戶」至「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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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當系統找到相符保單賬戶，請按指示輸入
  資料及核實身份（如您看到跟這裡不一樣的
  頁面，請跳至第21頁的1/3）

 若您有友邦的個人保單及／或僱員福利成員賬戶，
您需逐一通過認證，方能加載至「AIA Connect／
友聯繫」。

連結「強積金／公積金／澳門
退休金賬戶」至「友聯繫」

目錄  連結「強積金／公積金／澳門退休金賬戶」至「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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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再次通過保單登記手機的一次性密碼
（OTP）驗證，便可繼續

91XXXX56

XXXXXX

peter.chan

請登出並重新登錄以查看您的最新賬戶訊息。

連結「強積金／公積金／澳門
退休金賬戶」至「友聯繫」

目錄  連結「強積金／公積金／澳門退休金賬戶」至「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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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重新登入後，
  您便可檢視保單及使用各種服務

連結「強積金／公積金／澳門
退休金賬戶」至「友聯繫」

目錄  連結「強積金／公積金／澳門退休金賬戶」至「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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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合併AIA Easy Login ID

合併AIA Easy Login ID

2/3

  
  請從兩個AIA Easy Login ID中二選一，作為
  日後登入之用，按「下一步」後，頁面會顯示
  保留下來的AIA Easy Login ID

1/3

peter.chan

peter.chan

您已經成功把Login ID登記到您現有的
AIA EASY LOGIN。

以下的AIA EASY LOGIN ID已永久取代
您之前的LOGIN ID。

請登出並重新登錄以查看您的最新賬戶訊息。

peter.chan1

peter.chan

  系統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找到另一個AIA Easy 
  Login ID。系統會詢問您是否合併兩個AIA Easy 
  Login ID，請輸入這個賬號的密碼，然後按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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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重新登入後，您便可查看合併後的所有
  保單及資料

目錄  合併AIA Easy Login ID

合併AIA Easy Login 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