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新的Qnect “Manage My Portfolio” 管理儀表板現已啟用！

讓您一站式完成保單管理、續保及款項管理，賬戶管理更見輕鬆 。

Manage 

Policies

保單管理

Manage 

Renewals

續保管理

Manage 

Payments

款項管理

請前往 Qnect置頂工具欄上的

“Policy Servicing” > “Manage My 

Portfolio”

開始使用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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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保單 前往「保單管理」 > 「我的保單」

點擊此處選擇儀表板

保單管理/ 續保管理/ 款項管理

您可以通過「我的保單」三合一儀表板自由切換至

1. 「保單管理」、2. 「續保管理」及 3. 「付款管理」各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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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0001234 – TESTING ACCOUNT

返回首頁

點擊此處的保單編號連
結來查看保單詳情

請注意， 如公司在保單交易日期後60天

內仍未收到全額保費，昆士蘭保險香港

保留取消保單的權利。

按此處使用「進階搜尋」（參閱第4頁）

下載搜尋結果
至Excel文件

按任何關鍵字搜索，例

如客戶名稱、保單種類、

狀態等。

保單管理

對於保費未付的保

單，其保費將會顯

示為紅色

按此啟動「快捷付款」
(Pay Fast) 支付未
繳保費

點擊「付款」按鈕

以設置保費並發送
付款連結給客戶

保單管理

您可以在此處管理您的保單
組合，包括保單、報價和臨
時保單，並按保單狀態、產
品類別 、受保日期、到期日
或客戶名稱作搜尋。您亦可
查閱最新的保單年度保費

通過帳戶號碼、 受保日
期 、保單到期日，或使用
「進階搜尋」功能來搜尋
保單。

檢視保單狀態。有關保單狀
態列表，請參閱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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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記錄種類進行搜尋，例
如保單、報價或臨時保單

按保單狀態作搜尋：

進階搜尋

通過進階搜尋，你可以對個別
保單群組進行更仔細的搜尋

對於個人客戶，您可以
按客戶名稱或身份證明
號碼搜尋保單

對於公司客戶，您可以
按公司名稱或商業登記
號碼搜尋保單

您還可以在此處自訂保單
受保日期範圍

返回「保單管理」搜尋結果

保單管理

返回首頁4

您還可以在此處自訂保單
到期日期範圍



快捷付款 (Pay Fast)

您可以通過快捷付款 (Pay 

Fast)使用信用卡付款來支付

未繳清的保費。

請注意，2021年5月2日前，

快捷付款 (Pay Fast)僅適用於

現正生效 (in-force)的保單，

不適用於繳交續保保費。

您可以在此查看未付保費總

額和每年保費欠款

輸入付款金額。您可以選擇

以全額保費或部分保費付款

輸入客戶電郵地址用作接收
付款確認電郵

點擊繼續進行付款

返回首頁

快捷付款(Pay Fast)

5



您可以選擇以「信用卡付
款」或「傳送付款連結」
作付款方式

信用卡付款

請輸入信用卡資料，包括
持卡人姓名、 信用卡號碼 、
信用卡到期日期和CVV。

向客戶傳送付款連結

請輸入客戶的電郵地址以發送付
款連結。

付款請求電郵將發送到所提供的
電郵地址。請注意，付款連結將
會於電郵發送日 30天後失效。

付款完成後，您和您的客戶都會收到帶有付款
收據的付款確認電郵。（參閱第7頁）

您可以於「款項管理」儀表板上跟進付款進度 。 前往「款項管理」

返回首頁6

快捷付款(Pay Fast)



前往「款項管理」

返回首頁7

付款收據的付款確認電郵

代理人版本 客戶版本

快捷付款(Pay Fast)



TEST

0001234 – TESTING 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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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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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此處的保單編號連結
來查看保單詳情

按此處使用「進階搜尋」
（參閱第9頁）通過帳戶號碼、保單到期

日，或使用「進階搜尋」
功能來搜尋保單

跟據不同的操作狀態來搜
尋保單

點擊「 PDF」圖標
以下載續保通知書

您還可以通過剔選列表中多
於一份保單來傳送多個續保
電郵或下載多份續保通知書

續保管理

您可以在此搜尋即將到期保
單的完整列表，並下載續保
通知書或傳送續保通知電郵
予客戶。對於Qnect產品，
客戶還可以通過電郵上的付
款連結來付款並確認續保。

您可以剔選多於一份保單
以傳送多個續保電郵/下載
多份續保通知書

續保管理

返回首頁

跟據關鍵字來搜
尋保單

點擊此處抄送續保電郵至
您的郵箱

檢視保單狀態，有關保單狀態
列表，請參閱第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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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選項包括新增/
編輯電郵地址、再
次傳送續保電郵、終
止保單等



按保單續保狀態作搜尋：

續保管理

進階搜尋

通過進階搜尋，你可以對個別
保單群組進行更仔細的搜尋

您還可以在此處自訂
保單到期日期範圍

返回「續保管理」搜尋結果

對於個人客戶，您可以
按客戶名稱或身份證明
號碼搜尋保單

對於公司客戶，您可以
按公司名稱或商業登記
號碼搜尋保單

返回首頁9



收到續保電郵及

續保通知書
以信用卡即時付款^ 

成功續保，客戶和保險代理人

均會收到確認電郵
1

^ 如沒有信用卡, 請使用支票付款

*  如有任何保單更改或疑問，請聯絡您的保險代理人。

B0093847

Home Contents Insurance

HKD 6,200

以信用卡付款

2 3

may_chan@xxx.hk
may_chan@xxx.hk

chantaiman@gmail.com

請分享此付款步驟至您的客戶

6666 8888
6666 8888

續保管理

客戶付款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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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abc.com

may_chan@xxx.hkaaa@abc.com
您的保險代理人

您的保險代理人



收到續保電郵及

續保通知書
確認續保並以支票付款^ 

成功續保，客戶和保險代理人

均會收到確認電郵
1

^ 如沒有信用卡, 請使用支票付款

*  如有任何保單更改或疑問，請聯絡您的保險代理人。

B0093847

Home Contents Insurance

HKD 6,200

以支票付款

2 3

may_chan@xxx.hk
may_chan@xxx.hk

chantaiman@gmail.com

請分享此付款步驟至您的客戶

6666 8888
6666 8888

續保管理

客人付款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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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_chan@xxx.hkaaa@abc.com
aaa@abc.com

您的保險代理人
您的保險代理人



款項管理

現在，所有的網上支付交

易都被合併到同一個「款

項管理」儀表板中，方便

查閱和統一管理款項狀態。

通過帳戶號碼、狀態更新
日，或使用「進階搜尋」
功能來搜尋保單

按此處使用「進階搜尋」
（參閱第11頁）

操作選項: 快捷付款 (Pay Fast)、

再次傳送付款鏈結、再次傳送

付款確認、 再次傳送文件、 再

次傳送旅行短信給予您的客戶

您可以從此處即時查看客戶的款項狀態。

此儀表板中整合了不同類型的網上款項

交易，包括Qnect 保險代理人、 Qnect
客戶、B2B2C 和PayFast客戶

接受促銷: 如果客戶選擇Y
（是）接受促銷，代理人
可以聯繫客戶進行銷售

款項管理

返回首頁12

跟據不同的操作狀態來搜
尋保單

跟據關鍵字來
搜尋保單

提供銀行轉帳記錄給QBE
財政部，亦可在此找到
QBE銀行戶口資料



款項管理

按狀態作搜尋：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隨時聯繫您的
QBE關係經理。

進階搜尋

通過進階搜尋，你可以對個別
保單群組進行更仔細的搜尋

您還可以在此處自訂
狀態更新日期範圍

返回「付款管理」搜尋結果

對於個人客戶，您可以
按客戶名稱或身份證明
號碼搜尋保單

對於公司客戶，您可以
按公司名稱或商業登記
號碼搜尋保單

返回首頁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