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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操作說明 

 
網上註冊及報名系統(ERES)是以電郵地址作登入的內聯網絡，系統為機構會員提
供一個簡便的互動溝通平台，處理資訊接收，藉此建立更完善的通訊渠道、加強

支援工作及提高服務水平。ERES 系統連結：eres.hksapid.org.hk。 
 
系統功能包括： 
1. 機構會員管理 5. 參與者管理 
2. 導師會員管理 6. 比賽及活動報名 
3. 融合伙伴管理 7. 檢視訓練班 
4. 運動員管理  

 
瀏覽器版本要求： 
Google Chrome 版本 24.0 或以上 
Mozilla Firefox 版本 18 
Internet Explorer 版本 8/9/10 
解像度: 1024 x 768 

 
基本系統操作： 
機構負責人可以「機構管理員」身份登入系統，新增「導師會員」帳戶及設定其

權限。權限分為三個級別：機構管理員、機構導師 1 及機構導師 2。每個權限有
不同的功能可處理不同程度的事務。機構管理員可自行新增或刪除「導師會員」

以切合實際需要。 

機構負責人 

機構管理員 
功能操作 

1. 機構會員管理 
2. 導師會員管理 
3. 融合伙伴管理 
4. 運動員管理 
5. 參與者管理 
6. 比賽及活動報名 
7. 檢視訓練班 

機構導師 1 
功能操作 

1. 導師會員管理 
2. 融合伙伴管理 
3. 運動員管理 
4. 參與者管理 
5. 比賽及活動報名 
6. 檢視訓練班 

機構導師 2 
功能操作 

1. 比賽及活動報名 
2. 檢視訓練班 

權限 1 權限 2 權限 3 

新增帳戶 



5/24 

1. 機構會員管理 
特殊機構可於網上申請成為本會機構會員。 

 
1.1 註冊 

1.1.1 請到 "登記組別"  "註冊機構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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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選擇註冊年度 
1.1.3 填寫機構會員資料 
1.1.4 填寫網上帳戶資料 

   請使用有效電郵，成功註冊後須登入系統以啓動帳戶。 
1.1.5 按 "提交"，核對資料後按 "確認"。 

 
1.1.6 按 "列印註冊表格" 下載表格，連同支票遞交本會。 

 
1.2 續會 
  權限：機構管理員/機構導師 1 

1.2.1 請先 "登入" 
1.2.2 請到 "機構會員"  "續會申請" 
1.2.3 核對資料 
1.2.4 選擇登記年度 
1.2.5 按 "提交" 

 
1.2.6 按 "列印文件" 下載表格，連同支票遞交本會。 

 
1.3 更改資料 
  權限：機構管理員 

1.3.1 請先 "登入" 
1.3.2 請到 "機構會員" "機構會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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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導師會員管理 
機構可以指定導師身份按實際需要設定權限以管理不同事務。 
2.1 新增 
  權限：機構管理員/機構導師 1 

2.1.1 請先 "登入" 
2.1.2 請到 "機構會員" "導師會員管理" 

 

2.1.3 按 "新增導師會員"並填寫資料 

 
**請使用有效電郵 
2.1.4 指定權限 

i. 機構管理員 - 機構管理、機構續會申請、運動員註冊、活動 
             報名 

ii. 機構導師 1 - 機構續會申請、運動員註冊、活動報名 
iii. 機構導師 2 - 活動報名 

2.1.5 按 "提交" 
 

2.2 更改資料 
  權限：機構管理員/機構導師 1 

2.2.1 請先 "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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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請到 "機構會員" "導師會員管理" 

 

2.2.3 按 "更改"，填寫資料後按 "提交"。 
 

2.3 刪除 
  權限：機構管理員/機構導師 1 

2.3.1 請先 "登入" 
2.3.2 請到 "機構會員" "導師會員管理" 

 

2.3.3 按 "刪除" 刪除相關會員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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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融合伙伴管理 
如參加比賽時需要加入融合伙伴，必須先作登記。 
3.1 新增 
  權限：機構管理員/機構導師 1 

3.1.1 請先 "登入" 
3.1.2 請到 "機構會員" "融合伙伴管理" 

 
3.1.3 按 "加入融合伙伴" 

 

如融合伙伴沒有 Unique ID 則不須填寫 
3.1.4 填寫資料後按 "提交" 

 
3.2  更改資料 

 權限：機構管理員/機構導師 1 
3.2.1 請先 "登入" 
3.2.2 請到 "機構會員" "融合伙伴管理" 

 
3.2.3  按 "內容"，填寫資料後按 "提交"。 



10/24 

4. 運動員管理 
機構可註冊運動員以參加本會體育比賽及活動。 
4.1 註冊/續會 
  權限：機構管理員/機構導師 1 

4.1.1 個別註冊 
4.1.1.1 請先 "登入" 
4.1.1.2 到"運動員" "註冊運動員"按 "註冊運動員管理-個別" 

 

4.1.1.3 選擇 "註冊年度" 再按 "下一步" 
4.1.1.4 按 "新增運動員" 並填寫資料 

 
4.1.1.5 按 "下一步" 

 
4.1.1.6 填寫支票內容後按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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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7 按 "列印運動員註冊表格" 下載表格，連同支票遞交本會。 

 
4.1.2 多名註冊 

4.1.2.1 請先 "登入" 
4.1.2.2 到 "運動員" "註冊運動員" 

 

4.1.2.3 按 "註冊 excel" / "註冊 excel(現有運動員)" 下載樣本 
4.1.2.4 將註冊運動員資料填上 excel 表格 
註：大量資料導入為 Microsoft Excel.xls 格式(不支援.xlsx 格式) 

 
4.1.2.5 選擇"上載檔案" 
4.1.2.6 選擇註冊年度 
4.1.2.7 按 "上載" 
4.1.2.8 填寫支票內容後按 "確定匯入" 

 
4.1.2.9 按 "列印運動員註冊表格"下載表格，連同支票遞交本會。 
有關資料經本會核實後，註冊運動員身份才得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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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更改資料 
   
  權限：機構管理員/機構導師 1 

4.2.1 請先 "登入" 
4.2.2 請到 "運動員""運動員管理" 

 
4.2.3 按 "內容"，填寫資料後再按 "更新" 

 
4.3 過去註冊 
  權限：機構管理員/機構導師 1 

4.3.1 請到 "運動員""註冊運動員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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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參與者管理 
機構可登記參與者以參加本會之非體育活動。 
5.1 登記 
  權限：機構管理員/機構導師 1 

5.1.1 個別登記 
5.1.1.1 請先 "登入" 
5.1.1.2 請到 "運動員""登記參與者"，按 "登記參與者管理-個別” 

 

5.1.1.3 按 "新增參與者"，填寫資料後按 "下一步"。 
5.1.1.4 核對資料後按 "確定" 

 
5.1.2 多名登記 

5.1.2.1 請先 "登入" 
5.1.2.2 請到 "運動員""登記參與者" 

 
5.1.2.3 按 "註冊 excel" 下載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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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4 將運動員資料填上 excel.xls 表格 
5.1.2.5 選擇 "上載檔案" 
5.1.2.6 按 "上載" 後再按 "確認匯入" 

 
5.2 更改資料 
  與 4.2 相同 
  權限：機構管理員/機構導師 1 

5.2.1 請先 "登入" 
5.2.2 請到 "運動員""運動員管理" 
5.2.3 按 "內容" 
5.2.4 填寫資料後按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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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比賽事項 
6.1 報名/更改報名 
  權限：機構管理員/機構導師 1/機構導師 2 

6.1.1 請先 "登入" 
6.1.2 請到 "比賽及活動事項""報名比賽" 

 

6.1.3 按 "參賽" / "更改報名" 

 

6.1.4 選擇參賽運動員，按 "增加"再按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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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到不同的比賽項目，按 "加入" 安排運動員。 

 
6.1.6 (彈出圖層) 選擇運動員，按 "增加" / "確定"。 
6.1.7 將所有運動員安排到比賽項目後，填寫所有 "申報成績"，按 "下

一步"。 

 

6.1.8 填寫聯絡資料後按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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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 按 "匯出運動員報名" 匯出參賽資料 

 
6.2 更改申報成績 
  請留意更改申報成績開始及結束日期 
  權限：機構管理員/機構導師 1/機構導師 2 

6.2.1 請先 "登入" 
6.2.2 請到 "比賽及活動事項""報名比賽" 

 

6.2.3 按 "更改申報成績" 

 
6.2.4 填寫資料後按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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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匯出運動員報名 
  成功報名比賽後才能匯出資料報告。 
  權限：機構管理員/機構導師 1/機構導師 2 

6.3.1 請先 "登入" 
6.3.2 請到 "比賽及活動事項""報名比賽" 

 

6.3.3 按 "參加資料" 

 
6.3.4 按 "匯出運動員報名" 

 
6.4 檢示成績紀錄 
  權限：機構管理員/機構導師 1/機構導師 2 

6.4.1 請先 "登入" 
6.4.2 請到 "比賽及活動事項""成績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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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活動事項 
7.1 參加/更改報名 
  權限：機構管理員/機構導師 1/機構導師 2 

7.1.1 請先 "登入" 
7.1.2 請到 "比賽及活動事項""參加活動" 

 
7.1.3 按 "參加" / "更改報名" 

 

7.1.4 選擇參賽運動員，按 "增加"再按 "確定"。 

 

7.1.5 填寫聯絡資料後按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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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初級訓練班管理 
8.1 檢視 
  權限：機構管理員/機構導師 1/機構導師 2 

8.1.1 請先 "登入" 
8.1.2 到 "訓練班事項""初級訓練班" 再按 "檢示" 查詢訓練資料。 

 
8.2 安排運動員 
  權限：機構管理員/機構導師 1/機構導師 2 

8.2.1 請先 "登入" 
8.2.2 到 "訓練班事項""初級訓練班" 

 

8.2.3 按 "檢視"分頁 "運動員名單"再按 "從機構會員選擇" 

 
8.2.4 點選運動員後按 "選擇" 
8.2.5 按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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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項目訓練班管理 
9.1 檢視 
  權限：機構管理員/機構導師 1/機構導師 2 

9.1.1 請先 "登入" 
9.1.2 請到 "訓練班事項""項目訓練班”，按 "檢視" 查詢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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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帳戶管理 
10.1 登入 
  請到 https://eres.hksapid.org.hk/home/ 

 
10.1.1 輸入 "登入 ID" 及 "密碼" 
10.1.2 按 "登入" 

 
10.2 啓動帳戶 
  如未啓動帳戶，或未收到啓動電郵。 

10.2.1 請先 "登入" 
10.2.2 請到 "個人設定""啓動帳戶" 

 
10.2.3 輸入你的電郵後按 "提交" 

 你將會收到一封啓動電郵，請按 "啓動連結" 啓動帳戶。 
 

10.3 更改個人資料 
10.3.1 請先 "登入" 
10.3.2 請到 "個人設定""更改個人資料" 

 

10.4 更改密碼 
10.4.1 請先 "登入" 
10.4.2 請到 "個人設定""更改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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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3 填寫資料後按 "更新" 

 
10.5 登出 

10.5.1 請到 "個人設定""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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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其他功能 
11.1 通告訊息 

11.1.1 請先 "登入" 
11.1.2 請到 "通告訊息" 

 
11.2 查詢醫生證明文件 
  權限：機構管理員/機構導師 1/機構導師 2 

11.2.1 請先 "登入" 
11.2.2 請到 "運動員""查詢醫生證明文件" 

 
11.2.3 輸入身份證號碼後按 "提交"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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