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華三院「奔向共融」－香港賽馬會特殊馬拉松 

網上報名系統教學 
 

 

 

多謝閣下參與東華三院「奔向共融」－香港賽馬會特殊馬拉松 2020！ 

東華三院作為「綠色機構」，一直積極推行環保方針，「奔向共融」－香港賽馬會特

殊馬拉松亦不例外，於活動中加添綠色元素。為了減少因籌辦及舉行賽事所產生的

廢物，由本屆賽事開始，推行網上報名，減少報名表紙張及郵寄浪費，做到節能減

廢的目標，期望各參加者成為 

「環保 x 運動」智慧兼備的健兒，為自己和下一代未來，貫徹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由於本屆賽事使用新的網上報名系統，為方便各機構能盡快掌握報名程序，故製作

此教學，希望各位報名時操作更加流暢。 

截止報名日期為 2019 年 9 月 23 日(一)。請鼓勵會員或學生踴躍參加，「推動長跑運

動，齊齊奔向共融」。名額有限，先到先得，請盡快登記及報名。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或電郵聯絡我們。 

     查詢電話：+852 2870 9220         電郵：irun@tungwah.org.hk 

 

mailto:irun@tungwah.org.hk


 

第一章：團體登記 

進入系統後，如閣下第一次使用系統，未有登入名稱及密碼，請先按團體登記。 

團體登記 步驟 1 

圖 1 

1. 按下「團體登記」(圖 1)。 

 

團體登記 步驟 2 

 

1. 進入團體登記版面(圖 2)。 

2. 填上所需資料。 

(除「傳真」一欄外，其他資

料必須填寫。) 

3. 按「提交」。 

 

 請記下你所輸入的密碼 

 

 

 



圖 2 

團體登記 步驟 3 

圖 3 

1. 出現「圖 3」畫面，代表你

已成功為你所屬團體登記，

經核實資料後，系統會有確

認登記資料的電郵給閣下。 

 

  



第二章：登入系統 

登入系統 步驟 1 

 
圖 4 

1. 進入登入版面(圖 4)。 

2. 填上用戶名稱 (團體電郵) 

3. 填上密碼 

4. 填上驗證碼 

5. 按「登入」 

 

登入系統 步驟 2 

 

圖 5 

1. 登入後，會進入「報名狀

況」版面(圖 5)。 

2. 在此版面可看到閣下團體現

時的報名狀況。 

 

 

 

  



第三章：新報名 

新報名 步驟 1 

 

圖 6 

1. 按下「新報名」，進入「新

報名」版面(圖 6)。 

 

 

 

 

新報名 步驟 2 

 

圖 7 

1. 為參賽者填上所有資料。 

2. 「預計完成時間 / 以往比

賽紀錄」一欄，由於三組比

賽各有比賽時間限制，故參

賽者填寫的時間必須為限制

時間以內。 

「5.7 公里挑戰盃-- 45 分鐘內 

 3 公里挑戰盃-- 30 分鐘內 

 3 公里共融跑-- 70 分鐘內 」 

3. 「電話」一欄，必須填寫 8

個位或以上的數字。 

4. 「電話」一欄，如未有填寫

「區域號碼」，系統會默認

為「852--香港」。 

5. 本屆賽事不設大會配對伴跑

員，故伴跑員資料可於

23/10/2019(三)前提交，以

便閣下有充足時間自行配對

伴跑員 

6. 填上所需資料後按「保存」 

(圖 7) 。 



新報名 步驟 3  

圖 8 

1. 出現「圖 8」畫面，代表系

統已成功為你保存這位參賽

者的報名記錄。 

2. 現階段仍未正式完成報名程

序。 

3. 請細閱重要資訊。 

4. 如想正式提交報名，需到

「報名記錄」版面，詳見此

手册第四章及第五章。 

 

 

 

 

 

 

 

 

新報名 步驟 4 

1. 細閱重要資訊後，可按「下

一位報名」為另一位參賽者

填寫資料(圖 9)。 

 

圖 9 

 

  



第四章：報名記錄 

報名記錄  1. 按下「報名記錄」，可進入

「報名記錄」版面(圖 10)。 

2. 在「報名記錄」版面中，閣

下可在此查看貴機構之前所

保存的報名名單及資料(圖

11)。 

 

 

 

 

 

 

 

 

 

 

 

 
圖 10 

 

圖 11 

 



第四章：報名記錄 

報名記錄  1. 在「報名記錄」版面中，閣

下可在此查看貴機構之前所

有已保存的報名名單的資料

詳情 (圖 12) 。 

2. 在「報名記錄」版面中，閣

下可在此個别編輯貴機構之

前所保存的報名名單的資料

(圖 13 藍色圈及箭咀)。 

3. 閣下亦可使用「報名記錄」

版面中的搜尋系統 (圖 13 紅

圈)，利用不同選項，檢視不

同的參賽者。 

 

 

圖 12 

 

圖 13 

 

 



第五章：如何正式提交報名 

如何正式提交報名 步驟 1 

 
圖 14 

1. 如閣下完成第三章「新報

名」，已輸入並保存參賽者

資料後，便可到「報名記

錄」版面正式提交報名 

(圖 14)。 

 

 

 

 

 

如何正式提交報名 步驟 2 

 
圖 15 

1. 進入「報名記錄」版面後，

先點擊希望正式提交的參賽

者的「選取格」(如圖 15 藍

色圈)。 

 

 



 

如何正式提交報名 步驟 3 

 
圖 16 

1. 選取希望正式提交的參賽者

後(圖 16 藍色圈及箭咀)，再

按「提交」(圖 16 紅色圈及

箭咀)。 

2. 閣下亦可選取多過一位參賽

者一同提交。 

 

 

 

 

 

 

 

 

 

如何正式提交報名 步驟 4 

 
圖 17 

1. 按「提交」後，如所需資料

有所錯漏，系統會作出提示

(如圖 17)，閣下需返回「報

名記錄」版面補回修改資

料。 

 

本屆賽事不設大會配對伴跑

員，故伴跑員資料可於

23/10/2019(三)前提交，以

便閣下有充足時間自行配對

伴跑員，所有伴跑員資料可

暫時漏空，但需於

23/10/2019(三)前落實伴跑

員，再登入填寫並提交。 

 

 



 

如何正式提交報名 步驟 5 

  

圖 18 

1. 如所需資料沒有錯漏，按

「提交」後，便會進入「確

認資料、同意聲明」版面 

(圖 18)。 

 

2. 請閣下仔細確認所提交的參

賽者資料、並閱讀聲明。 

 

 

 

 

如何正式提交報名 步驟 6 

 
圖 19 

1. 如閣下已檢視參賽者資料是

正確、並且同意聲明，請按

「確認資料、同意聲明並提

交報名申請」(圖 19)。 

 

 

請確認提交報名前，核對所有

參賽者資料，因一旦正式提交

報名，所有資料均不能更改。 

 



 

如何正式提交報名 步驟 7 

 圖 20 

1. 按「確認資料、同意聲明並

提交報名申請」後，出現

「圖 20」畫面，代表閣下已

為所選取的參賽者成功遞交

申請。 

2. 系統稍後會發送電郵到 貴

機構及閣下的電郵地址，請

核對電郵內所有資料。 

3. 請閣下仔細閱讀重要事項(圖

20 藍圈)。 

請於 15/11/2019(五)前邀交參賽

費用，費用為每位港幣三十元

正。 

--費用請以支票郵寄往： 

香港仔惠福道 4 號東華三院 

賽馬會復康中心 D 座地下 

高層 DUG 12 室 

--信封面請註名『東華三院 

「奔向共融」 - 香港賽馬會特

殊馬拉松 2020』 

--支票抬頭為「東華三院」。並

請於支票背面註明參賽團體名

稱、團體編號及參賽人數。 

伴跑員資料需於 23/10/2019(三)

前填寫。 

請派員出席 4/1/2020(六)上午 9

時 30 分於香港仔惠福道 4 號東

華三院賽馬會復康中心 E 座禮

堂舉行之活動簡介會，選手包

亦會於當日派發。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870 9220 或電郵

至  irun@tungwah.org.hk  

與我們聯絡。 

 

mailto:irun@tungwah.org.hk


第六章：機構資料 

機構資料 

 
圖 21 

1. 按「機構資料」，進入機構

資料版面(圖 21)。 

2. 在「機構資料」版面，閣下

可更改 貴機構的聯絡資

料。 

3. 完成更改後，請按「提交」

確認。 

 

  



第七章：更改密碼 

更改密碼 

  

圖 22 

1. 按「更改密碼」，進入更改

密碼版面(圖 22)。 

2. 在「更改密碼」版面，可更

改閣下的登入密碼。 

3. 更改密碼後，請好好記下。 

4. 完成更改密碼後，請按「提

交」確認。 

 

重要事項 

1. 請於 15/11/2019(五)前邀交參賽費用，費用為每位港幣三十元正。 

o 費用請以支票郵寄往： 

香港仔惠福道 4 號東華三院賽馬會復康中心 D座地下高層 DUG 12室 

o 信封面請註名東華三院 「奔向共融」 - 香港賽馬會特殊馬拉松 2020 

o 支票抬頭為「東華三院」。並請於支票背面註明參賽團體名稱、團體編號及參賽

人數。 

2. 伴跑員資料需於 23/10/2019(三)前再登入填寫並提交。 

3. 請派員出席 4/1/2020(六)上午 9時 30分於香港仔惠福道 4號東華三院賽馬會復康中

心 E座禮堂舉行之活動簡介會，選手包亦會於當日派發。 

4.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870 9220 或電郵至 irun@tungwah.org.hk 與我們聯絡。 

 

謝謝閣下的參與和支持！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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