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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eForm應用程式前，請注意以下事項： 

1. 本應用程式支援iOS及Android 的移動裝置。 

 

2. 我們建議閣下使用本應用程序時，移動設備應至少具有4GB

內存和2GB可用內存。否則，使用該應用程式時可能會出現問

題。使用eForm應用程式前，請先關掉其他暫時不須使用的應

用程式，使eForm應用程式運作更順暢。 

 

3. 本應用程式現支援iOS14及15軟件，及Android 11及12軟件，

閣下可以前往「設定」>「一般」查看軟件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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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App Store / Google Play搜尋 「中銀保誠簡易eForm」，然後下載應用程式。 

掃描二維碼下載應用程式 
或 

iOS Android 

      下載及登入eForm 應用程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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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於PRUone>強積金中搜尋/下載 「中銀保誠簡易eForm」
應用程式。 

保誠理財顧問 

      下載及登入eForm 應用程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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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及登入eForm 應用程式 1 

下載完成後，按「開啟」啟動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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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客戶申請文件  

1. 申請人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2. 住址證明 (不適用於資金轉移申請)  
 附有客戶姓名之最近 3 個月內發出的住宅地址證明(例

如公用事務賬單、銀行或信用卡月結單)  
 

3. 參與其他強積金計劃/職業退休計劃之證明(只適用於申請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 
 證明客戶現為或曾為強積金條例下的註冊計劃或職業退

休計劃的成員之文件(例如成員證明書、參與通知書或
周年權益報表) 

 
 
 

      下載及登入eForm 應用程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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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開啟eForm 應用程式，將要求使用者允許應用程式拍照和存取裝置上的相
片。請准許有關授權以繼續使用應用程式。 

 
 

 

      下載及登入eForm 應用程式 1 

開啟eForm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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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及登入eForm 應用程式 1 

開啟eForm應用程式 
開啟應用程式後，將出現提示信息，細閱後請按「確定」繼續。 
注意：使用eForm應用程式前，請關掉其他暫時不須使用的應用程式，使
eForm應用程式運作更順暢。 

iOS 

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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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客戶進入登入頁面後，點擊「一般客戶」，然後從目錄中選擇適

用表格。 
 

 
 

 

      下載及登入eForm 應用程式 1 

一般客戶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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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登入頁面後，點擊「中介人登入」。保誠理財顧

問必須曾經登入中銀保誠信託公司網站中介人系統，然後方可登入eForm應
用程式。如為首次登入中介人系統，請前往中銀保誠信託公司網站登入中介
人系統。請按此參考登入使用指南。 

 

 
 

 

保誠理財顧問 

      下載及登入eForm 應用程式 1 

中介人登入 

或 

https://www.bocpt.com/english/agent/login.aspx
https://www.bocpt.com/english/agent/login.aspx
https://www.bocpt.com/english/agent/login.aspx
https://www.bocpt.com/media/1968/login-id-and-1st-time-login_prudenti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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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前往中銀保誠信託公司網站中介人系統
https://www.bocpt.com/english/agent/login.aspx。 

2. 請輸入您的登錄號碼，格式為“P-”及8位數字的保誠中介人號碼。 
    例如： 如果您的8位數字的英國保誠理財顧問號碼爲00123456，則您的登

錄號碼為“P-00123456” 。 
3. 然後輸入您的英國保誠電子郵件位址和螢幕上顯示的“驗證碼”，然後按
“確認”。 
 
 

 

 
 

 

保誠理財顧問 

      下載及登入eForm 應用程式 1 

                    首次登入 

1 

2 

https://www.bocpt.com/english/agent/login.aspx
https://www.bocpt.com/english/agent/login.aspx
https://www.bocpt.com/english/agent/login.aspx
https://www.bocpt.com/english/agent/logi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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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輸入“一次性啟動碼”(發送至您的英國保誠電子郵件地址)。 
 
 
 
 
 
 
 
5. 設置您自己的個人密碼 

注意：密碼的長度必須在6到15個字元之間，並且至少包含一個字母（區分大小寫）和一個數字。 

 
 

 

 
 

 

保誠理財顧問 

      下載及登入eForm 應用程式 1 

                    首次登入(續) 

例如新密碼為：A132456 

重複輸入新密碼：A132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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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前往中銀保誠信託公司網站中介人系統
https://www.bocpt.com/english/agent/login.aspx。 

2. 請輸入您的登錄號碼，格式為“P-”及8位數字的保誠中介人號碼。 
    例如： 如果您的8位數字的英國保誠理財顧問號碼爲00123456，則您的登

錄號碼為“P-00123456” 。 
3. 請按“忘記密碼”。 
4. 請按指示輸入您的英國保誠電子郵件位址和螢幕上顯示的“驗證碼”，然  

後按“確認”。 
 
 
 
 
 
 
 
5. 重覆「首次登入」步驟4、5，重設個人密碼。 
 
 

 

 
 

 

保誠理財顧問 

      下載及登入eForm 應用程式 1 

                    忘記密碼 

https://www.bocpt.com/english/agent/login.aspx
https://www.bocpt.com/english/agent/login.aspx
https://www.bocpt.com/english/agent/login.aspx
https://www.bocpt.com/english/agent/logi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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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透過輸入用戶名稱或使用生物認證方式登入eForm應用程
式。如使用用戶名稱登入，請使用中銀保誠信託的中介人網上系統之用戶名稱
及密碼，用戶名稱格式為“P-”及8位數字的保誠中介人號碼。輸入完成後請
按 “用戶名稱登入”按鈕。如為首次使用生物認證，請先進行登記。 

 

 
 

 

保誠理財顧問 

      下載及登入eForm 應用程式 1 

中介人登入 

輸入用戶名
稱及密碼 

登記使
用生物
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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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生物認證時，請輸入中銀保誠信託的中介人網上系統之
用戶名稱及密碼，用戶名稱格式為“P-”及8位數字的保誠中介人號碼。輸入
完成後請按“登記”按鈕。閣下日後使用生物認證登入時，將根據閣下流動
裝置上的生物認證記錄(指紋或面容識別)核對登入者的生物認證資料。 

 
 

 

      下載及登入eForm 應用程式 1 

登記生物認證 
保誠理財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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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登入頁面後，請細閱注意事項。 
• 按「確定」後點擊「簡易強積金計劃」圖標，然後從目錄中選擇適用表格。 

 

 

 

 
 

 

 

保誠理財顧問       下載及登入eForm 應用程式 1 

中介人登入頁面 
保誠理財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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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證明文件及填寫個人資料 2 

• 一般客戶請點選「個人資料」欄位右上角的相機圖標使用光學文字辨識(OCR)
掃描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擷取客戶的個人資料。 

     注意：非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及護照並不能使用OCR 
• 應用程式會從身份證明文件中自動讀取及輸入個人資料於表格上。 

填寫個人資料 

使用OCR掃
描身份證上
的個人資料 

選擇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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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證明文件及填寫個人資料 2 

•                              點選「個人資料」欄位右上角的相機圖標使用光學文字辨識
(OCR)掃描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擷取客戶的個人資料；或手動輸入個人資料。 

     注意：非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及護照並不能使用OCR 
• 應用程式會從身份證明文件中自動讀取及輸入個人資料於表格上。 
• 中介人可先行填寫及儲存客戶資料，待日後和客戶會面時才即場拍攝文件。 

 

填寫個人資料 

手動輸人個人
資料 

或 

使用OCR掃
描身份證上
的個人資料 

選擇國籍 

保誠理財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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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證明文件及填寫個人資料 2 

• 填寫資料時，如須查詢有關資料欄位的說明文字，可以按欄位旁邊的「?」 
標誌，以顯示相關說明文字。 
 

查閱說明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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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身份證時，必須以竪直方向拍攝。請將身份證貼近拍攝方框的四邊。
當系統成功讀取身份證上的資料後，系統將自動進入下一步驟。 

• 請參考附錄中的使用光學文字辨識(OCR)功能的小技巧。 

      拍攝證明文件及填寫個人資料 2 

使用光學文字辨識(OCR)功能掃描身份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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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證明文件及填寫個人資料 2 

拍攝身份證後，可按右下方的「Preview」鍵，預覽身份證的拍攝影像。若
拍攝影像不清晰或拍攝的身份證影像不完全，請按左上角的「返回」鍵返
回上一頁面重新拍攝身份證。 

使用光學文字辨識(OCR)功能掃描身份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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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證明文件及填寫個人資料 2 

覆核個人資料 

填寫個人資料後，請小心覆核。如有錯誤，請點選相關的資料欄位作出更正。 
 
注意：在此填寫的個人資料將自動填寫於表格上全部的個人資料欄位，請小
心核對以確保表格上的個人資料準確無誤。 

掃描身份證資料後，請選
擇國籍資料 

左上角顯示表格填寫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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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地址」欄位右上角的相機圖標使用光學文字辨識(OCR)掃描住址證明
上的資料；或手動輸入地址資料。 
 
注意：資金轉移申請表不用填寫地址資料，請略過此部分。 

      拍攝證明文件及填寫個人資料 2 

填寫地址資料 

使用OCR掃
描地址資料 

手動輸人地址
資料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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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證明文件及填寫個人資料 2 

使用OCR功能掃描地址資料 
開啟相機功能後，將拍攝方框對準住址證明上的地址資料。如有需要，可
拉近證明文件以放大地址資料。完成後按「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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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證明文件及填寫個人資料 2 

使用OCR功能掃描地址資料 
根據地址的語言，選擇「英文」或「中文」。移動並放大/縮小紅框以完全
覆蓋地址資料(不包括收件者姓名)，然後按「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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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證明文件及填寫個人資料 2 

使用OCR功能掃描地址資料 

移動應用程式會使用OCR技術讀取住址資料。如有需要，按    圖標刪去整列資料。
按 「完成」繼續。 
注意：如須更改地址中的個別資料，請按完成後於下一步作出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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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證明文件及填寫個人資料 2 

覆核地址資料 

填寫地址資料後，請小心覆核。如有錯誤，請點選相關的資料欄位作出更正。 
 
注意：在此填寫的住址資料將自動填寫於表格上所有的住址資料欄位。請小心核
對以確保表格上的住址資料準確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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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證明文件及填寫個人資料 2 

拍攝身份證(適用於並未使用OCR功能掃描身份證) 

• 如已於前一步驟使用OCR功能掃描身份證，身份證影像已自動加入附件中，
可略過此部分。 

• 請於「附件」部份開啟香港身份證的相機圖標。 
• 按「拍照」以拍攝客戶的香港身份證正本。 
• 在此拍攝的身份證影像將貼上認證身份證為真確副本的聲明，待稍後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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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證明文件及填寫個人資料 2 

上載住址證明文件(不適用於填寫PM, PP, PC資金轉移申請表) 

• 請拍攝附有客戶姓名之最近 3 個月內發出的住宅地址證明(例如公用事務賬單、
銀行月結單)。 

• 拍攝「住址證明」文件時，除地址資料外，必須同時拍攝客戶姓名及文件發
出日期以證明該住址證明於最近 3 個月內發出。 

• 有關文件的影像將作為證明文件與申請表格一併上載信託公司。 
• 按「拍照」以拍攝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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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扣稅自願性供款 

      拍攝證明文件及填寫個人資料 2 

上載其他證明文件 
• 如客戶申請                                    ，請點擊「其他證明文件」旁邊的相機圖標，

拍攝證明客戶現為或曾為強積金條例下的註冊計劃或職業退休計劃的成員之
文件(例如成員證明書、參與通知書或周年權益報表) 。 

• 有關文件的影像將作為證明文件與申請表格一併上載信託公司。 
• 按「拍照」以拍攝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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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證明文件及填寫個人資料 2 

輸入流動電話號碼及電郵地址 

請於「其他資料」部份填寫流動電話號碼、電郵地址及其他資料，然後按 「下
一步」。 

請輸入所須資料。不同表格須要填
寫的資料各有不同，請按照指示填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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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寫及簽署表格 3 

填寫申請表格– 填寫稅務居民身份自我證明 

請填寫稅務居民身份自我證明資料。如客戶擁有香港以外的稅務居民身份，請選
擇適用選項並按指示填寫所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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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寫及簽署表格 3 

填寫申請表格– 填寫投資指示 

請填寫基金百分比。每項基金分佈不少於5%且總和必須等於100%。  

請輸入基金
百分比 

按超連結瀏
覽基金便覽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提示: 
整筆供款─請遞交與申
請人名稱相同的劃線支
票 予 信託公司，支票抬
頭為「中銀國際英國保
誠信託有限公司」。 
 
月供─填寫「成員直接
付款授權書」表格  
 
請在表格上填寫閣下的
供款資料並按此細閱如
何繳付可扣稅自願性供
款 

35 

      填寫及簽署表格 3 

填寫                             申請表注意事項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 

申請可扣稅稅自願性供款，請選擇月供或整筆供款，並填寫供款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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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僱人士供款提示: 
請按此參閱各種供款
方式。 

自僱人士 

      填寫及簽署表格 3 

填寫                 申請表注意事項 
自僱人士請填寫供款資料。 
 

請輸入計劃開始日期及開始
自僱日期。如閣下並未擁有
自僱人士戶口，計劃開始日
期將等於開始自僱日期。 

請選擇供款方法。詳情請參考右方提示。 

請選擇月供或年供 

請填寫計劃開始日期所屬計劃年度(4月1日至翌年3月31日)的有關入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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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僱人士 

      填寫及簽署表格 3 

填寫                 申請表注意事項 

如自僱人士的計劃開始日期並非本計劃年度，請填寫其他計劃年度的有關入息。 

按「新增」後將可加入其他計劃年
度的有關入息(最多五個計劃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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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寫及簽署表格 3 

填寫申請表格– 填寫中介人資料 

請填寫中介人資料(如為一般客戶，應用程式將略過此部份)。 

請填寫中介
人註冊編號 

(只適用於資金轉移申請表) 
選擇需要/不需要轉換強積金中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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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寫及簽署表格 3 

填寫申請表格 – 填寫強積金銷售活動資料表上的客戶資料 

請按指示填寫強積金銷售活動資料表上的客戶資料(如為一般客戶，應用程式將
略過此部份)。 

請選擇適用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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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寫及簽署表格 3 

填寫申請表格 – 細閱各注意事項 

請逐一點選並閱讀注意事項。完成後請點選最下方的選項以確
認閱讀及核選所有項目。 

請點選以確認閱讀及核選所
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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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寫及簽署表格 3 

填寫申請表格 – 選擇同意/不同意的聲明事項 

請選擇同意/不同意的聲明事項(登記e-成員、同意披露資料予中介人、分別准許
中銀保誠信託、保誠保險有限公司使用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使用和轉移個人
資料作銀行服務等)。 

請選擇同意/不
同意的聲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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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寫及簽署表格 3 

填寫申請表格 – 客戶簽署 

請客戶於移動裝置上簽署。客戶可選擇使用一個簽名應用於所有表格。 

選擇使用一個簽名應用
於所有表格 

點擊進入簽署位置(將自動放
大至全屏)。 

點擊後可
重新簽署 

簽署後按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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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寫及簽署表格 3 

填寫申請表格 – 中介人聲明事項 

中介人請細閱強積金銷售活動資料表上的中介人聲明事項(如為一般客戶，應用
程式將略過此部份) 。 

請點選以確認閱讀及核選所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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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寫及簽署表格 3 

填寫申請表格 – 中介人簽署 

請中介人於移動裝置上簽署。中介人可選擇使用一個簽名應用於所有表格(如為
一般客戶，應用程式將略過此部份) 。 

選擇使用一個簽名應用
於所有表格 

點擊進入簽署位置(將自動放
大至全屏)。 

點擊後可
重新簽署 

簽署後按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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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寫及簽署表格 3 

個人賬戶或自僱人士如需同時轉移強積金戶口，請選擇「是」並選擇適用的轉
移表格。 

填寫申請表格– 填寫資金轉移表格(只適用個人賬戶及自僱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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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寫及簽署表格 3 

客戶的個人資料及身份證明文件、住址證明等資料將覆製之前填寫的資料。檢
查無誤後請按「下一步」繼續。 

填寫申請表格– 填寫資金轉移表格(只適用個人賬戶及自僱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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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寫及簽署表格 3 

請按指示填寫資金轉移資料。 

填寫申請表格 – 填寫資金轉移表格(只適用個人賬戶及自僱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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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寫及簽署表格 3 

填寫申請表格– 填寫資金轉移表格(只適用個人賬戶及自僱人士) 

細閱及檢查中介人資料、注意事項、選擇同意/不同意的聲明事項等。檢查無誤
後請按「下一步」繼續。 



49 

      填寫及簽署表格 3 

填寫申請表格 –填寫資金轉移表格(只適用個人賬戶及自僱人士) 

請客戶於移動裝置上簽署。客戶可選擇使用一個簽名應用於所有表格。 

選擇使用一個簽名應用
於所有表格 

點擊進入簽署位置(將自動放
大至全屏)。 

點擊後可
重新簽署 

簽署後按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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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誠理財顧問 

      儲存表格 4 

                            可於填寫表格途中按“保存”儲存未完成的表格。請注意： 
-   應用程式將於7天後自動刪除未曾更新或上載的表格。 
- 應用程式每隔一分鐘將會自動儲存表格。 
- 儲存表格名稱的格式為：文件類別簡稱+儲存日期+客戶身份證號碼 

簡稱 文件類別 

DV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申請表 

MP 個人賬戶申請表 

SE 自僱人士申請表 

PM 資金轉移表格(PM號表格 ) 

PC 資金轉移表格(PC號表格 ) 

PP 資金轉移表格(PP號表格 ) 

按此繼續填寫表格 

按此返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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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誠理財顧問 

簡稱 文件類別 

DV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申請表 

MP 個人賬戶申請表 

SE 自僱人士申請表 

PM 資金轉移表格(PM號表格 ) 

PC 資金轉移表格(PC號表格 ) 

PP 資金轉移表格(PP號表格 ) 

      儲存表格 4 

                              返回首頁 後，按“Saved List”開啟已儲存的表格繼續填寫。 

開啟儲存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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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誠理財顧問 

      儲存表格 4 

                              如須手動刪除未完成的表格，請進入“Saved List”後按
“Edit”，選取須要刪除的表格，然後按     刪除。 

刪除儲存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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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檢表格 5 

完成填寫表格後，按「下一步」進入覆檢模式。請稍候數秒，應用程式將之前
輸入的資料自動輸入表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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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檢表格 5 

如須更正表格上的資料，請按「返回」回到輸入模式作出更改。完成後按「下
一步」繼續檢查其他表格。 

覆檢表格無誤，請
按下一步繼續。 

如須更正資料，請
按「返回」回到輸
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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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表格 6 

• 覆核資料無誤，請按「上載」提交表格。完成後請記錄參考編號方便日後查詢
或遞交支票時提供有關編號以茲識別。 

• 客戶可致電2929 3030查詢有關申請事宜；保誠理財顧問可致電2280 8833查詢。 

備註 
• 成功上載後，客戶將收到手機

短訊及電郵確認通知 
• 當成功開立賬戶後，信託公司

亦會通知客戶賬戶已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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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誠理財顧問 

      提交表格 6 

                                 同時亦會收到電郵通知(發送至理財顧問的保誠電郵地址)，
請記錄參考編號方便日後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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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僱人士 

一般客戶查詢熱線： 2929-3030 
保誠理財顧問查詢熱線：2280-8833 

可扣稅自願性
供款成員 

      附錄 ─ 請掃瞄二維碼獲取更多資訊 7 

https://www.bocpt.com/homepage/zh-hk/catering-for-diverse-needs/self-employed/
https://www.boci-pru.com.hk/chinese/mpf/tvc.aspx
https://www.boci-pru.com.hk/chinese/mpf/tvc.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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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 使用光學文字辨識(OCR)功能的小技巧 7 



請按此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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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 使用光學文字辨識(OCR)功能的小技巧 7 



• 遞交支票(恕不接納遠期支票) 

 支票抬頭：「中銀國際英國保誠信託有限公司」或“BOCI-
Prudential  Trustee Limited” 

 支票賬戶名稱必須與申請表格上所示申請人名稱相同 
 於支票背面寫上參考編號(參考編號將於上載完成後發出)及申請人

姓名，並註明“申請可扣稅自願性供款” 

 郵寄或親身前往受託人客戶服務中心遞交支票：
香港太古城英皇道1111號15樓1507室 
或 
將支票放入信封，註明“轉交「中銀國際英國保誠信託有限公司」
申請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親身送往中國銀行(香港)、南洋商業銀
行或 集友銀行指定代收強積金文件分行 

• 遞交自動轉賬申請表格 
 請於信託公司網頁下載並填寫「成員直接付款授權書」表格 
 自動轉賬戶口必須是申請人之個人銀行戶口，並請提供有關個人銀 

行戶口之證明文件 
 郵寄或親身前往受託人客戶服務中心遞交表格正本： 

香港太古城英皇道1111號15樓1507室 

請按此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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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 如何繳付可扣稅自願性供款 7 

https://www.bocpt.com/homepage/download-and-tools/service-information-and-mpf-documents-receiving-bank/
https://www.bocpt.com/homepage/easy-choice-mpf/easy-choice-mpf-download-corner/tax-deductible-voluntary-contribution-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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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遞交支票(恕不接納遠期支票) 
 支票抬頭：「中銀國際英國保誠信託有限公司」或 “BOCI-

Prudential Trustee Limited” 
 於支票背面寫上參考編號(參考編號將於上載完成後發出)及申請人姓

名，並註明“申請自僱人士賬戶” 
 郵寄或親身前往受託人客戶服務中心遞交支票： 

香港太古城英皇道1111號15樓1507室 
或 
將支票放入信封，註明“轉交「中銀國際英國保誠信託有限公司」
申請自僱人士賬戶”，親身送往中國銀行(香港)、南洋商業銀行或集
友銀行指定代收強積金文件分行 

 
• 遞交自動轉賬申請表格 

 請於信託公司網頁下載並填寫「自僱人士直接付款授權書」表格 
 郵寄或親身前往受託人客戶服務中心遞交表格正本： 

香港太古城英皇道1111號15樓1507室 

請按此返回 

      附錄 ─ 如何繳付自僱人士供款 7 

https://www.bocpt.com/homepage/download-and-tools/service-information-and-mpf-documents-receiving-bank/
https://www.bocpt.com/homepage/download-and-tools/service-information-and-mpf-documents-receiving-bank/
https://www.bocpt.com/homepage/easy-choice-mpf/easy-choice-mpf-download-corner/self-employ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