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yAmeriflex 应用程序指南

使用手机轻松管理您的便惠卡。

使用 MyAmeriflex 应用程序，随时随地轻松管理您的便

惠卡 (BCC)。这款手机应用程序功能强大，界面直观，

让您可直接从苹果或安卓移动设备上查看帐户余额、更

新个人资料、提交索赔请求等。以下是 MyAmeriflex 应
用程序所有功能的详细概述，让您可最大化享受便惠卡

的优惠与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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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入门

MyAmeriflex 门户网站和 MyAmeriflex 应用程序的登

录凭据相同。下载应用程序后，登入界面会显示“登

录”和“注册”两个选项： 

 ⊲ 如果您已有 MyAmeriflex 门户网站或 MyAmeriflex 
应用程序的用户名，则可输入用户名并点击登

录。系统可能会询问一些安全问题，然后会提示

您输入密码。

 ⊲ 如果这是您首次登录 MyAmeriflex 门户网站和 
MyAmeriflex 应用程序，则您需要先注册才能

访问应用程序。

注册

点击注册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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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控 ID

如果您的设备使用触控 ID 技术，您可以选择对 MyAmeriflex 应用程序进行启用。只需在

登录屏幕上选择保存您的用户名，登录之后，您将看到启用触控 ID 的选项。

完成注册表单（左上方）。您需要选择一个用户名，然后创建符合规定要求的密码并

进行确认。注意：这些登录凭据将用于访问 MyAmeriflex 应用程序和 MyAmeriflex 门
户网站。

注册时需要输入便惠卡号码或社会安全号码。员工 ID 是您集团的代码：AMFHOMECA

在后续步骤中，您将先选择和回答四个安全问题（上方中图所示），然后确认姓名和邮

箱。确认了输入的所有信息均准确无误之后完成注册。这些步骤与在 MyAmeriflex 门户

网站上注册时所需的步骤相同。

您可以随时查看触控 ID 状

态，并通过“设置”屏幕进

行禁用。

1 2 3 4
打开 Ameriflex 

应用程序

输入您的用户名

并单击登录

选择是以启用触控 ID 使用触控 ID 登录 
MyAmeriflex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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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和/或登录之后，您将看到主导航屏幕，其

中显示了指向该应用程序各主要区域的按钮。

帐户：查看您的福利帐户和交易详情。

卡：查看卡详情、访问 PIN、标记卡为丢失或

被盗。

索赔：提交索赔、添加收据图片和查看处理中

索赔。

个人资料：查看和更新个人统计信息。

通知：访问来自计划管理员的重要消息。

设置：更新登录首选项。

点击应用程序中每个页面右上角的三条水平线

（如右图所示）图标，即可访问这些选项以及

其他实用链接。

主导航屏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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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户子菜单

在帐户屏幕上点击任何便惠卡帐户，即可选择访问该帐户的帐户详情、交易以及提交索

赔按钮。

帐户详情按钮提供了关于所选 BCC 帐户的详细信息，包括花费金额、年度限制、年初至

今的总计、重要的计划日期等等。

帐户屏幕将显示您的便惠卡帐户列表（如果您多年来拥有多张便惠卡 (BCC)）及其余额。

该列表如图所示，可根据计划年度（当前、未来、先前或所有）进行筛选。

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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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按钮显示与该便惠卡关联的交

易列表。在此屏幕上，您可以点击

各交易以获取更多详情，例如描述

和索赔状态。

卡

卡屏幕可供您查看与便惠卡相关的

所有详细信息。在应用程序的这一

部分，您可标记卡为丢失/被盗，并

申请一张新卡。

如右边屏幕截图所示，卡屏幕将显

示持卡人、卡号的最后四位数字和

卡的状态。点击屏幕上的任何一

张卡，即可访问相应的卡片信息 
屏幕。

提交索赔按钮将打开索赔表单，您

可以在其中输入索赔信息、附加收

据并将索赔提交给管理员。提交索

赔的流程将在本指南的索赔部分中

进行详细介绍。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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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为丢失/被盗

如果您的卡不慎遗失或被盗，请点

击卡信息屏幕中的标记为丢失/被盗

按钮以通知您的计划管理员。您可

以选择是否想要签发新卡。

如果您的卡标记为丢失 /被盗，您

将在卡屏幕上看到卡片状态发生变

更，如下所示：

索赔

索赔屏幕可用于输入新的索赔和支出，以及查看和编辑处理中索赔。如果您有收据证实

您的索赔，请用设备拍下照片，并在应用程序的此部分中将其附加至处理中索赔。

本指南释义：

索赔：索赔是一种报销请求，仅针对接受符合条件的服务、产品或治疗程序时所产生的

花费。

支出：支出用于跟踪和管理符合条件的自付医疗费用。您可手动输入支出，也可以通过

保险运营商提供的电子数据自动输入到您的个人资料中。输入完成后，您就可以提交支

出进行报销（与索赔一样）。支出可以现在提交，也可稍后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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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任何单独的索赔或支出可展开更多详

情和查看用于访问更多屏幕的子菜单。子

菜单中还有其他可用选项，具体根据索赔

或支出的类型和状态而定，例如编辑、添

加收据、删除的功能，或者（如被视为可

报销的支出）用于提交报销索赔的选项。

索赔和支出均可通过索赔屏幕进行跟踪和

输入。

提交新的索赔或支出

首先，点击索赔屏幕右上角的加号。您可

以选择添加一笔未来支付的支出，或者提

交一份立即报销的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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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索赔

选择“提交索赔”后，屏幕将显示简要

表单，提示您输入所有相关详情，并上

传收据（如有）。完成后，单击底部的

下一步按钮。

然后，您可检查您输入的详细信息，准

备就绪后即可点击提交。

此时，您输入的索赔会出现在索赔屏幕

上，您可以通过该屏幕跟踪其裁定流程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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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支出

与“提交索赔”类似，选择“添

加支出”时会出现一个表单，您

可在其中输入所有相关详情并上

传收据。

完成后，单击底部的预览按钮。

检查您的支出详细信息并点击提

交。现在，索赔屏幕中将显示您

的支出。如果支出中有任何部分

符合报销条件，则您可按需将其

立即提交给 Ameriflex。将使用

支出的相关详情预填充索赔表

单，让支出的报销流程更加便捷

简单。

提交了支出报销后，支出和报销请求将分别显示在索赔屏幕中。点击“索赔”屏幕展开

支出，同时还会显示与支出相关的报销请求状态详情（赔付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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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收据

在“添加索赔”和“添加支出”屏幕的底部，以及任何处理中索赔的索赔详情屏幕中，

可看到收据部分。如要为索赔或支出添加收据，点击添加收据按钮，如下第一张图所

示。您将收到提示：拍摄一张照片，或从设备图库添加一张现有照片（中图）。

收据添加完毕后，它将出现在“添加索赔/支出”或“索赔/支出详情”屏幕的“收据”

部分，如右图所示。

切记：

 ⊲ 确保您的收据图片足够清晰。

 ⊲ 如果需要，您可在单个索赔中添加多个收据图片。

 ⊲ 点击收据图标以查看已上传的收据图片。

通知

在通知屏幕中，您可看到 Ameriflex 通信列表。这些通

知是通过电子邮件或短信/文本消息接收的消息。

以下是这个部分中可能显示的几种通知类型：

 ⊲ 确认您已成功登记参加一项计划。

 ⊲ 您的地址已在系统中更新的通知。

 ⊲ 确认计划管理员已收到提交的手动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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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所示，您可以筛选通知列表，

以显示通过短信、电子邮件或包括二

者所接收的通知。点击任何单独的通

知，查看更多详情。

点击消息内容栏会转至应用程序内通

知内容副本。

在通知主屏幕中，点击齿轮图标可访

问通知设置。在设置中，您可以选择

是否通过电子邮件、短信文本消息 
（如可用）接收各消息通知类型，或

选择均不接收。

个人资料

点击个人资料屏幕右上角的铅笔图标以编辑信息。完成后点

击“保存”。

编辑个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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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右侧图片中的报销方式部分。点击此部分可访问相关

屏幕以更改默认索赔支付方式。

注意：本部分中的选项仅更改默认的报销方式。如有需要，

您可在输入索赔时轻松覆盖默认方式。

更改报销方式

支票：选择此选项，您将会收到实体支票。

直接汇款：选择此选项时，报销资金将直接存入您的银行账

户。如右图所示，您选择此选项时，系统将提示您提供您的

银行卡信息。

卡：选择此选项时，报销资金将汇入您的便惠卡。管理员处

理报销后，您的帐户便会收到款项，您可使用该卡在任何商

家消费报销资金。

报销方式选项

注意：如果您是首次选择卡选项，那么将显示右侧的消息，

提醒您将自动为您创建一个报销帐户。

完成更改后，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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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在“设置”部分，您可清除已保存的登录 ID，这样，您下次

访问应用程序的登录屏幕时，将不再自动填充您的用户名。

如前所述，如果您启用了触控 ID，那么您也可在此屏幕上禁

用和重新启用此功能。

消息

消息中心会存储 Ameriflex 用于通知您需要进一步证实索

赔的重要信件或提供关于报销状态的信息。通常，还会通

过邮件或电子邮件将这些消息发送给您，提示您通过登录 
MyAmeriflex 门户网站或 MyAmeriflexApp 获取更多详情。

点击任何屏幕右上角的三条水平线显示主菜单，然后点击消

息按钮即可访问此部分。

消息中心内显示的信件通常需要您及时采取行动。这些消息

非常重要且具有时限性，因此，您登录到应用程序时，系统

将会立即自动通知您消息中心有新的项目，如右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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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疑问，可联系 Ameriflex 参与者服务团队：

星期一 - 星期五，早上 8:30 - 晚上 8:00（美国东部时间）

电话

888.868.FLEX (3539)

电子邮件

service@myameriflex.com

在线咨询

myameriflex.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