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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要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海事处（下称「本处」）是港务管理机关，负责香港一切航海事务，确

保香港水域内港口和船舶的安全运作，并管理香港船舶注册。 

 

为了保持香港作为世界级港口及中国以至世界贸易的中枢港，本处推出了电子业务系统，提

供一个传统柜台服务以外的新途径予船务代理商及市民处理关务及其他船务的相关活动。然

而，传统的柜台服务仍然可供公众使用。 

 

电子业务系统提供一个一站式解决方案，供船务代理及各船公司，在更加省事便捷而不需要

增加额外支出的前题下，处理关务。它更可处理入境处和衞生处所需的关务文件。本系统的

电子服务是透过加密的方式在互联网上提供。阁下可浏览位於 https://ebs.mardep.gov.hk 的电

子业务系统客户入门网站以享用服务。 

 

https://ebs.mardep.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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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的 

此用户手册旨在提供使用电子业务系统客户入门网站内可供使用的服务的一般资料和指示。 

3 范围 

此用户手册列出电子业务系统客户入门网站的网页指南、注册方法、帐户管理，及可供使用

的服务。 

4 参考 

除了此用户手册外，用户亦可浏览客户入门网站中“关於电子业务系统”的部分，以观看网

上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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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子业务系统客户入门网站 

电子业务系统客户入门网站是一个互联网网站 (https://ebs.mardep.gov.hk)。船务代理商及市

民可在此一次过处理关务及其他船务的相关活动。 

 

 支援热线 

5.1

如在使用电子业务系统时遇到技术上的困难，请致电以下的支援热线: 

电话 : 9480-0115 

传真 : 2543-8531 

电邮 : ebs_support@mardep.gov.hk 

办公时间 : 星期一至五: 上午 8 时 30 分  至  下午 5 时 30 分 

星期六: 上午 8 时 30 分  至  下午 1 时正 

（星期日及公众假期除外） 

https://ebs.mardep.gov.hk/
mailto:ebs_support@mardep.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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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注册为电子业务系统用户 

电子业务系统为注册用户提供免费服务。有兴趣享用电子业务系统的服务的公司或市民，可

向本处递交填妥的申请表格和所需文件。详情请参阅“『电子业务系统』用户注册／变更资

料申请指引”。“电子业务系统用户注册申请表”、指引，以及注册程序，可参阅客户入门

网站中“注册”的部分。 

 

当注册程序完成后，用户会收到一封载有电子业务系统管理员帐户登入资料的电邮。用户可

於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透过互联网登入电子业务系统。 

 

用户请注意，一些如船舶及港口管制的服务，要在所有申请和所需文件经本处核实，并发出

电邮通知后方能使用。 

 

电子业务系统只会发出一个管理员帐户给公司用户。管理员帐户只是用以建立及维护公司的

操作员帐户。期后，公司应使用操作员帐户经电子业务系统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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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用电子业务系统的帐户 

已注册的用户可登入电子业务系统以使用专为他们提供的自动批核网上申请、网上自动转账

缴费、自行列印许可证／证书、网上查询申请进度等功能。用户可以使用密码或「智方便」

登入本系统。 

 登入电子业务系统 

7.1在使用电子业务系统前，敬请用户参照客户入门网站中“关於电子业务系统”的建议所需系

统装备您的电脑，以取得最佳效果。详情请浏览客户入门网站的「关於电子业务系统」部分。 

 密码政策 

7.1.1

7.1.1.1 可接受字符、密码長度 

- 接受大小写混合的字母、数字和特殊字符 

- 最少 8 个字符 

- 最多 16 个字符 

7.1.1.2 密码历程记录 

- 先前已设置的8个密码不得重复使用 

7.1.1.3 密码最长期限 

- 90 天 

7.1.1.4 密码复杂度要求 

- 至少 1 个大写和小写字符 

- 至少 1 个特殊字符：！ @#$% ^ & * _ ~ . 

7.1.1.5 锁定 

- 当用户尝试 5 次登入并显示无效登入后，帐户会被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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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码登入电子业务系统 

7.1.2

步骤 说明 

1 以浏览器进入电子业务系统的客户入门网站 https://ebs.mardep.gov.hk。 

2 

 

按右上方的“登入”按钮 。 

3 浏览器将被转到“登入”页面，并要求输入帐户信息。 

 

 已登记的船务代理、货物代理，或法律/审计公司用户，请输入用户号码(以

前称为船务公司代码)，登入名称及密码，然后按“密码登入”按钮。 

 已登记的船主或船长的用户，请分别输入“SO”或“SM”於用户号码栏，

然后输入登入名称及密码，并按“密码登入”按钮。 

https://ebs.mardep.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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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方便」登入电子业务系统 

7.1.3

用户可使用单一数码身分，简单安全地登入和浏览各项政府和商业网上服务，避免因管理不

同的用户名称及密码所带來的烦恼，令日常生活更方便。此外，桌面网页浏览器，移动网页

浏览器和「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均支持该功能。 

7.1.3.1 環境需求 

要 使 用 「 智 方 便 」 登 入 电 子 业 务 系 统 ， 用 户 应 遵 循 「 智 方 便 」 网 站

（https://www.iamsmart.gov.hk/sc/reg.html）指南进行下载和注册。另外，在使用电子业务系

统前，我们建议所需系统要求，详情请浏览客户入门网站的「关于电子业务系统」部分。 

7.1.3.2 限制事項 

「智方便」系统具有监测机制以确保每个香港身份证号码只能登记一个户口，而每部流动电

话只可以绑定一个「智方便」户口。 「智方便」是以个人名义申请，只供登记用户本人使

用。 

7.1.3.3 在桌面网页浏览器上使用「智方便」登入系统 

步骤 说明 

1 以桌面网页浏览器进入电子业务系统的客户入门网站 https://ebs.mardep.gov.hk。 

2 

 

按右上方的“登入”按鈕  。 

3 桌面网页浏览器将被转到“登入”页面，并要求输入帐户信息。 

https://www.iamsmart.gov.hk/sc/reg.html
https://ebs.mardep.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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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按「智方便」登入按钮。 

4 桌面网页浏览器将被转到「智方便」系统，并显示二维码以供「智方便」流动应用

程式扫描。 

 

5 请在您的手机上打开「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然后点击「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

中的扫描按钮，然后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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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6 完成扫描二维码后，流动应用程式将显示身份验证页面。请按继续按钮，然后在成

功登入的屏幕上点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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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7 对于首次使用「智方便」登入，您需要绑定你的「智方便」帐户到电子业务系统。 

请注意，「智方便」帐户是数码身份，绑定的电子业务系统帐户不得与其他用户共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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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输入用户号码，登入名称及密码，然后按“绑定”按钮。 

注：每个「智方便」帐户只能绑定到一个电子业务系统帐户，反之亦然。 

7.1.3.4 在移动网页浏览器上使用「智方便」登入系统 

步骤 说明 

1 以移动网页浏览器进入电子业务系统的客户入门网站 https://ebs.mardep.gov.hk。 

https://ebs.mardep.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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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2 

 

按右上方菜单中的“登入”按钮 。 

3 移动网页浏览器将被转到“登入”页面，并要求输入帐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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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按「智方便」登入按钮。 

4 移动网页浏览器将转到「智方便」系统，然后按打开「智方便」按钮进行身份验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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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5 完成扫描二维码后，流动应用程式将显示身份验证页面。请按继续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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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6 对于首次使用「智方便」登入，您需要绑定你的「智方便」帐户到电子业务系统。 

请注意，「智方便」帐户是数码身份，绑定的电子业务系统帐户不得与其他用户共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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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输入用户号码，登入名称及密码，然后按“绑定”按钮。 

注：每个「智方便」帐户只能绑定到一个电子业务系统帐户，反之亦然。 

7.1.3.5 在「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上使用「智方便」登入系统 

步骤 说明 

1 打开并登入「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 

2 点击中间屏幕上的搜寻栏，然后在搜索页面上输入“ eBS”。搜寻完成后，请点击

结果列表中的第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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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3 请点击电子业务系统资讯页面上的“打开”按钮，「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将转到

预设的移动网页浏览器登入到电子业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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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4 对于首次使用「智方便」登入，您需要绑定你的「智方便」帐户到电子业务系统。 

请注意，「智方便」帐户是数码身份，绑定的电子业务系统帐户不得与其他用户共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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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输入用户号码，登入名称及密码，然后按“绑定”按钮。 

注：每个「智方便」帐户只能绑定到一个电子业务系统帐户，反之亦然。 

 首次登入 

7.2

用户必须在首次登入电子业务系统，或在管理员／电子业务系统支援小组重置密码后更改密

码。 

步骤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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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1 

 

输入本来的密码，然后再入两次新设的密码。 

2 按“递交”按钮。 

3 新设的密码将会在下一次登入时生效。 

4 在密码更新后，你必须登出和再次登入。 

 忘记操作员帐户的密码 7.3

 透过帐户管理员重置密码 
7.3.1

如操作员忘记了帐户密码，他／她可以向所属公司的帐户管理员提出要求，以重置密码。 

 自设密码 

7.3.2

如操作员忘记了帐户密码，他/她可以递交忘记密码表格，以进行自设密码。 

步骤 说明 

1 在“忘记密码”页面，输入用户号码或船务公司代码、登入名称及验证码，然后按

“递交”按钮。 

2 密码重设程序将会发送到操作员登记的电子邮件地址。 

3 操作员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内的页面，重新设定新密码。 

4 在“自设密码”页面，输入新设密码及重入新设密码，然后按“递交”按钮。 

5 新设的密码将会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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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记管理员帐户的密码 

7.4

 透过电子业务系统的支援小组重置密码 

7.4.1

如管理员忘记了帐户密码，他／她可以电话或电邮联络电子业务系统的支援小组以重置密码。

重置密码时，该管理员应向电子业务系统的支援小组提供以下资料以核实身份: 

 用户号码（船务代理、货物代理、法律／审计公司）或登入名称（船主／船长）； 

 英文或中文姓名；及 

 商业登记证编号／企业证书号码（船务代理、货物代理、法律／审计公司）或香港身

份证／旅游证件号码（船主／船长）。 

 

在核实身份后，电子业务系统的支援小组会重置管理员帐户的密码。新的密码都会於重置密

码后传送到已登记的电邮帐户。 

 自设密码 
7.4.2

如管理员忘记了帐户密码，他／她可以递交忘记密码表格，以进行自设密码。 

步骤 说明 

1 在“忘记密码”页面，输入用户号码或船务公司代码、登入名称及验证码，然后按

“递交”按钮。 

2 密码重设程序将会发送到管理员登记的电子邮件地址。 

3 管理员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内的页面，重新设定新密码。 

4 在“自设密码”页面，输入新设密码及重入新设密码，然后按“递交”按钮。 

5 新设的密码将会生效。 

 管理员帐户操作 

7.5

 建立新的操作员帐户 

7.5.1

操作员帐户只可由帐户管理员建立。操作员帐户的数目不设上限。帐户管理员应建立操作员

帐户以处理日常运作。以下为建立新操作员帐户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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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1 以帐户管理员身份登入电子业务系统，然后进入“用户管理”页面。 

路径：主页＞用户档案＞管理级用户 

2 在“用户管理”页面，按“新增”按钮以建立新的操作员帐户。 

3 输入下列操作员的帐户资料，然后按“新增”按钮以建立该帐户： 

 用户身份–操作员的登入名称 

 密码–操作员的预置密码。操作员必须在首次登入时更改密码。 

 英文姓名–操作员的英文姓名。 

 中文姓名–操作员的中文姓名。 

 电子邮件地址–该操作员的有效电子邮件地址。所有发给该操作员的电邮通

知将会送到此电子邮件地址。 

 联络电话–该操作员的手提电话号码或办公室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该操作员的传真号码。 

 容许自动转账？–表明是否容许该操作员在递交申请时选用自动转账缴费。 

 浏览所有申请–表明是否容许该操作员检示其他操作员的交易。如设定为

“使无效”，该操作员只可检示自己已往递交的申请。 

 状况–操作员帐户的状况。如设定为“使无效”，该操作员将不可登入电子

业务系统。如该操作员帐户已不再需要（例如该操作员已离职），我们建议

应该立刻将该操作员帐户设定为无效。 

 建立新的操作员帐户（只适用於香港注册船户口） 
7.5.2

操作员帐户只可由帐户管理员建立。操作员帐户的数目不设上限。帐户管理员应建立操作员

帐户以处理日常运作。以下为建立新操作员帐户的步骤。 

步骤 说明 

1 以帐户管理员身份登入电子业务系统，然后进入“用户管理”页面。 

路径：主页＞用户档案＞管理级用户 

2 在“用户管理”页面，按“新增”按钮以建立新的操作员帐户。 

3 输入下列操作员的帐户资料，然后按“新增”按钮以建立该帐户： 

 用户身份–操作员的登入名称。 

 密码–操作员的预置密码。操作员必须在首次登入时更改密码。 

 英文姓名–操作员的英文姓名。 

 中文姓名–操作员的中文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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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电子邮件地址–该操作员的有效电子邮件地址。所有发给该操作员的电邮通

知将会送到此电子邮件地址。 

 联络电话–该操作员的手提电话号码或办公室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该操作员的传真号码。 

 容许自动转账？–表明是否容许该操作员在递交申请时选用自动转账缴费。 

 浏览所有申请–表明是否容许该操作员检示其他操作员的交易。如设定为

“使无效”，该操作员只可检示自己已往递交的申请。 

 状况–操作员帐户的状况。如设定为“使无效”，该操作员将不可登入电子

业务系统。如该操作员帐户已不再需要（例如该操作员已离职），我们建议

应该立刻将该操作员帐户设定为无效。 

 用户身份–操作员的类型。 

 修改操作员帐户 

7.5.3

管理员帐户可修改操作员的帐户资料。以下为修改操作员帐户资料的所须步骤: 

步骤 说明 

1 在“用户管理”页面，以单选按钮选取操作员，然后按“修改”按钮。 

路径：主页＞用户档案＞管理级用户＞修改用户资料 

2 更改操作员的帐户资料，然后按下“更新”按钮。 

注：当「智方便」帐户选项从“开启”更改为“关闭”或状况选项从“有效”更改

为“使无效”时，「智方便」帐户会解除绑定。 

 重置操作员帐户的密码 

7.5.4

只有帐户管理员帐户可重置操作员帐户的密码。因此，电子业务系统的支援小组不能重置操

作员帐户的密码。以下为重置操作员帐户密码的所须步骤: 

步骤 说明 

1 在“用户管理”页面，以单选按钮选取操作员，然后按“重置密码”按钮。 

路径：主页＞用户档案＞用户管理 

2 输入新设的密码，然后再次输入新设密码以确认，再按“递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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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操作员户口分配权限 

7.5.5

只有帐户管理员可於操作员户口分配权限。因此，电子业务系统的支援小组不能更改操作员

帐户的权限。以下为更改操作员帐户权限的所须步骤: 

步骤 说明 

1 在“用户管理”页面，以单选按钮选取操作员，然后按“权限管理”按钮。 

路径：主页＞用户档案＞管理级用户 

2 选择所需要的权限，然后按“递交”按钮。 

 一般帐户操作 

7.6
 主页 

7.6.1

主页是在成功登入本系统后的第一个页面。如你的帐户已被设为无效、或输入的密码已过期，

或输入错误的帐户资料，你将不能看到此页。 

 

此页会显示一些重要的告示，例如你之前未有以正常方法登出系统的警告。 

 用户档案 
7.6.2

用户档案是显示用户档案内容的页面，包括英文姓名、中文姓名、电邮地址、联络电话，及

传真号码。用户可自行更新自己的用户档案。 

步骤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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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1 

 

 

注：‘＊＇为必须提供的资料。 

当「智方便」帐户选项从“开启”更改为“关闭”时，「智方便」帐户会解除绑

定。 

路径：主页＞用户档案＞用户档案内容 

2 按下“更改”按钮以更新用户资料。 

 更改密码 

7.6.3

用户可随时在电子业务系统更改自己的密码。请注意密码是有大小写区别的。我们建议用户

设定优质的密码，并将你的密码保密。下列为优质密码的特质: 

 密码最少由 8个符号组成, 最多 16 个字符 

 密码应该混合大小写字母，并包含字母和非字母（数字或标点符号, 例如！ @#$% ^ 

& * _ ~） 

 密码应该难以被猜出但易於记忆 

 密码不应基於个人资料，例如出生日期、电话等 

 密码不应由键盘的排列的键产生出来，例如“w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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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码不应包含连续同一的符号，亦不应只包含数字或字母 

 密码不应使用由字典选出的字 

 

以下为更改密码的步骤: 

步骤 说明 

1 路径：主页＞用户档案＞更改密码 

2 输入旧有的密码，然后输入两次新设的密码，再按“递交”按钮。 

3 新设的密码会在下一次登入时生效。 

 观看登入历史 

7.6.4
观看登入历史是显示最后十次之登入记录的功能。 

步骤 说明 

1 

 

路径：主页＞用户档案＞观看登入历史 

 登出 

7.6.5

我们强烈建议用户在使用本系统后，即时登出本系统，以保护你的帐户资料及公司记录。 

步骤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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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1 

 

按“登出”按钮以安全地登出本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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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电子业务系统的服务 

本系统专为已注册用户提供自动批核网上申请、网上自动转账缴费、自行列印许可证／证书、

网上查询申请进度等服务。 

 自动转账户口状况 

8.1
如欲全面享用电子业务系统的好处，我们建议用户登记自动转账服务。选用了自动转账服务，

用户便可在申请批核后，即时取得相关的许可证或文件，而无须等待人手结帐。 

步骤 说明 

1 路径：主页＞状况查询＞自动转账户口状况 

2 “自动转账户口状况”功能会告诉用户是否可以使用自动转账服务。 

 

登记自动转账服务？［是｜否］ 

 是–用户已登记使用自动转账服务 

 否–用户未登记使用自动转账服务 

 

自动转账功能生效？［使生效｜使无效］ 

 使生效–用户可使用自动转账服务缴费 

 使无效–用户不可使用自动转账服务缴费 

 申请状况 

8.2

申请状况页面会列出用户过去递交给电子业务系统的三百个申请。 除了可以等待电邮通知

外，用户亦可在此页面主动检查已递交的申请的进度，及重新下载许可证及文件。 

步骤 说明 

1 路径：主页＞状况查询＞申请状况 

2 按下“参考编号”从而开启申请结果页面。 

3 选取申请，然后按下“下载缴费单”或“下载文件”的按钮从而下载所需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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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付款方法 

8.2.1

变更付款方法是变更未付款项的付款方法。要变更付款方法，该申请必须要已被批准并且付

款状况是待付。下列表格显示可变更付款方法的模式。 

 至 

电子缴费选项 现金／支票 自动转账 结存户口 

由 

电子缴费选项 不适用   

现金／支票  不适用  

自动转账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结存户口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意：如申请被批准及该项申请的付款方法是自动转账或结存户口，该付款状况会被视为已

付。因此，变更付款方法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被允许的。 

步骤 说明 

1 选取申请，然后按下“变更付款方法”的按钮从而变更相关的付款方法。 

2 

 

在“新的付款方法”下拉列表中，选取新的付款方法并按下“递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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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3 

 

如新的付款方法不是电子缴费选项，变更付款方法的结果会於按下“递交”按钮後

显示。 

如新的付款方法是电子缴费选项，页面在按下“递交”按钮後将会被导向至电子付

款服务供应商页面。 

 再次结算不成功的电子缴费费用 8.2.2

如果未能成功结算电子缴费费用，你可以再次结算。 

步骤 说明 

1 路径：主页＞状况查询＞申请状况 

2 选取申请，然后按下“结算费用”的按钮从而再次结算费用。 

 交易记录查询 

8.3

交易记录查询页面可让使用者查阅该公司在电子业务系统上的付款记录。透过输入搜寻条件，

页面将会列出登入使用者所属公司的最近 300个符合搜寻条件的交易记录。 

步驟 說明 

1 路径：主页＞状况查询＞交易记录 

2 输入属意的搜寻条件。然后按“搜寻”以列出交易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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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用的服务 

8.4

已登记的用户可利用电脑递交包括海事处、衞生署及入境事务处的申请。本系统会根据用户

的登记业务性质，列出相关的服务。 

 

一般而言，船务代理、船主及船长可使用出入口手续服务、自由无疫通行证服务，及到达前

知会服务等；而货物代理则可使用危险货物舱单服务。 

 

下列为已登记用户可用的服务: 

服务种类 表格编号 表格名称 

出入口手续 eBS0001  到达前知会（进港前） 

eBS0001 更新预计到达时间（远洋船） 

eBS0002 申报抵港（远洋船） 

eBS0003 本地船只出入境申报表 

eBS0004 申报离港（远洋船） 

eBS0008 「多程进港许可证」申请表–单次与多次适用（本地船

只） 

eBS9031 出港证（远洋船）延期／变更港口 

eBS9032 出港证（本地船只）延期／变更港口 

eBS9061 综合许可证（本地船只）延期 

eBS9071 多次出入口记录申请（本地船只） 

eBS9081 多次进出口许可证申请（本地船只） 

eBS9082 多次出入口许可证申请（高速客运船只） 

eBS9171 电子证书提交（远洋船） 

 高速客运船只多次出入口付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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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只细项查询 

修船许可证 eBS0007 修船许可证 

eBS9161 多次申请修船许可证  

危险货物舱单及
许可证 

eBS9050 危险货物舱单 

eBS0012 第一类危险品（爆炸品）移走许可证申请（本地船只）  

eBS0013 运载危险品（非第一类及第七类）许可证申请（本地船

只）  

eBS9131 通报表格 

eBS9132 通报表格（资料更正） 

eBS9133 取消现有通报 

船舶注册 eBS0006 查阅记录册（本地注册船只）记录申请 

货船安全 eBS9101 免除申请 

eBS9102 延长现有免除 

eBS9103 完成现有免除 

海员及考试 eBS9091 申请签发海员执照 

预办入境检查 eBS0020 入境事务处预办入境检查申请书（远洋船） 申请 

eBS0021 入境事务处预办入境检查申请书（内地内河及沿海货船）

申请 

eBS0022 入境事务处预办入境检查申请书（远洋船）再次申请 

eBS0023 入境事务处预办入境检查申请书（内地内河及沿海货船）

再次申请 

自由无疫通行证 eBS9010 申请自由无疫通行证（远洋船） 

eBS9011 申请自由无疫通行证（内河货船及内河客船） 

eBS9011 多次申请自由无疫通行证 (内河货船及内河客船) 

本地船舶服务 eBS9181 请求委聘通知书的验证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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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S9181 委聘通知书提交 

eBS9182 请求预先填写的检验声明表格 

eBS9182 检验声明提交 

 使用服务 

8.5
在登入系统后，系统会就根据用户登记的业务性质，在“表格递交”页面列出相关的服务。

你可透过提供的服务向不同的政府部门递交申请。 

 eBS0001 – 到达前知会（进港前） 

8.5.1

步骤 说明 

1 在“服务”页面，按“eBS0001–到达前知会 (进港前)”旁的“申请”按钮。 

2 

 

使用不同的搜寻条件来搜寻船只。 



第三代电子业务系统 

客户入门网站 用户手册  电子业务系统的服务 

版本: 3.11 2022年 07月 06 日 34 

步骤 说明 

3 

 

系统会根据选取的船只种类，开启 PAN/TAN/PASI 的表格。 

4 输入表格所须资料，然后按“继续”按钮。 

5 

 

于递交申请前，申请人可下载 PDF 预览申请内容。在确定内容后，点选声明部分

的方格，然后按“递交”按钮递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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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6 如你的申请成功递交，将会即时在页面见到批核结果。 

7 如申请获得批准，申请人会在预先登记的电邮帐户收到到达前知会的批核结果。 

 eBS0001 – 更新预计到达时间（远洋船） 

8.5.2步骤 说明 

1 在“服务”页面，按“eBS0001–更新预计到达时间（远洋船）”旁的“申请”按

钮。 

2 

 

输入新的预计到达时间，然后按下“递交”按钮。 

注：每艘远洋船只可在进港前到达前知会申请中纪录一个未完结的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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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3 

 

如申请获得批准，新的预计到达时间会即时生效。 

 eBS0002 – 申报抵港（远洋船） 8.5.3

步骤 说明 

1 在“服务”页面，按“eBS0002–申报抵港（远洋船）”旁的“申请”按钮。 

2 使用不同的搜寻条件来搜寻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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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3 

 

输入表格所须资料，然后按下“继续”按钮。 

4 于递交申请前，申请人可下载 PDF 预览申请内容。在确定内容后，点选声明部分

的方格，然后按“递交”按钮递交申请。 

5 如你的申请成功递交，将会即时在页面见到批核结果。 

6 如申请获得批准，申请人会在预先登记的电邮帐户收到远洋船申报抵港的批核结

果。 

 eBS0003 – 本地船只出入境申报表 

8.5.4

步骤 说明 

1 在“服务”页面，按“eBS0003–本地船只出入境申报表”旁的“申请”按钮。 

2 使用不同的搜寻条件来搜寻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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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3 

 

选择服务类别［到达｜离港］ 

 到达–申报本地船只入境。必须于下拉列表中选择到达港口。 

 离港–申报本地船只出境。必须于下拉列表中选择离港港口。 

 

注：系统会根据不同的到达港口、离港港口，及船只种类开启合适的表格。 

 

使用多程进港许可证［是｜否］ 

 是–使用多程进港许可证。必须输入多程进港许可证编号。 

 否–不使用多程进港许可证 

 

七日许可［是｜否］ 

 是–申请为期 7天的综合许可证 

 否–申请为期 4天的综合许可证 

 

填写上述资料后，按下“继续”按钮。 

4 如使用多程进港许可证，请输入最后一程的实际离港时间然后按“继续”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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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5 

 

输入表格所须资料，然后按下“继续”按钮。 

6 

 

于递交申请前，申请人可下载 PDF 预览申请内容。在确定内容后，点选声明部分

的方格，然后按“递交”按钮递交申请。 

7 如申请获得批准，将会即时显示确认付款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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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选取付款方式：［自动转账｜现金／支票｜缴费灵］ 

 自动转账–以自动转账方式付款。如你的申请获得批准，可即时得到所须的

许可证／文件。 

 现金／支票–以现金／支票方式付款。你必须要等待人手结算后，方可得到

所须的许可证／文件。 

 缴费灵–以缴费灵方式付款。如你的缴费灵线上付款交易被接纳，可即时得

到所须的许可证／文件。 

 

按“确认”按钮以确认所须费用或按下“拒绝”按钮以取消申请。 

 

如付款方法是电子付款选项，在按下“确认”按钮后页面将会被转向至电子付款服

务供应商页面。 

8 如你的申请成功递交，将会即时在页面见到批核结果。 

9 如申请获得批准，申请人会在预先登记的电邮帐户收到内附许可证及缴费单的本地

船只出入境申请的批核结果。 

10 申请人或可到“申请状况”页面下载缴费单、许可证，及文件。 

 eBS0004 – 申报离港（远洋船） 
8.5.5

步骤 说明 

1 在“服务”页面，按“eBS0004–申报离港（远洋船）”旁的“申请”按钮。 

2 使用不同的搜寻条件来搜寻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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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3 

 

输入表格所须资料，然后按“继续”按钮。 

4 

 

于递交申请前，申请人可下载 PDF 预览申请内容。在确定内容后，点选声明部分

的方格，然后按“递交”按钮递交申请。 

5 如你的申请成功递交，将会即时在页面见到批核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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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6 如申请获得批准，申请人会在预先登记的电邮帐户收到远洋船申报离港申请的批核

结果。 

 eBS0006 – 查阅记录册（本地注册船只）记录申请 

8.5.6
步骤 说明 

1 在“服务”页面，按“eBS0006 – 查阅记录册（本地注册船只）记录申请”旁的

“申请”按钮。 

2 使用不同的搜寻条件来搜寻船只。 

3 输入表格所须资料，然后按“继续”按钮。 

4 于递交申请前，申请人可下载 PDF 预览申请内容。在确定内容后，点选声明部分

的方格，然后按“递交”按钮递交申请。 

5 如申请获得批准，将会即时显示确认付款页面。 

 

选取付款方式：［自动转账｜现金／支票｜缴费灵｜Visa/Mastercard/JCB｜银联］ 

 自动转账–以自动转账方式付款。如你的申请获得批准，可即时得到所须的

许可证／文件。 

 现金／支票–以现金／支票方式付款。你必须要等待人手结算后，方可得到

所须的许可证／文件。 

 缴费灵–以缴费灵方式付款。如你的缴费灵线上付款交易被接纳，可即时得

到所须的许可证／文件。 

 Visa/Mastercard/JCB–以 Visa/Mastercard/JCB 方式付款。如你的

Visa/Mastercard/JCB 线上付款交易被接纳，可即时得到所须的许可证／文

件。 

 银联–以银联方式付款。如你的银联线上付款交易被接纳，可即时得到所须

的许可证／文件。 

 

在“付款详情”页面，按“确认”按钮以继续申请，或按“拒绝”按钮以取消申

请。 

 

如付款方法是电子付款选项，在按下“确认”按钮后页面将会被转向至电子付款服

务供应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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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申请获得批准，申请人会在预先登记的电邮帐户收到内附记录册记录及缴费单的

查阅本地注册船只记录申请的的批核结果。 

7 申请人或可到“申请状况”页面下载相同的缴费单及记录册记录。 

 eBS0007 – 修船许可证 

8.5.7步骤 说明 

1 在“服务”页面，按“eBS0007–修船许可证”旁的“申请”按钮。 

2 使用不同的搜寻条件来搜寻船只。 

3 

 

输入表格所须资料，然后按“继续”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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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于递交申请前，申请人可下载 PDF 预览申请内容。在确定内容后，点选声明部分

的方格，然后按“递交”按钮递交申请。 

5 

 

如你的申请成功递交，将会即时在页面见到批核结果。 

6 如申请获得批准，申请人会在预先登记的电邮帐户收到内附许可证的修船许可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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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批核结果。 

7 申请人或可到“申请状况”页面下载相同的许可证。 

 eBS0008 – 「多程进港许可证」申请表 - 单次与多次适用 （本地船只） 

8.5.8
步骤 说明 

1 在“服务”页面，按“eBS0008–「多程进港许可证」申请表–单次与多次适用 

（本地船只）”旁的“申请”按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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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新增多程进港许可证详情”按钮，输入新增船只。 

 

使用不同的搜寻条件来搜寻船只。 

注：你每次最多可为五艘不同的船只提出申请。 

 

输入表格所须资料，然后按“继续”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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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于递交申请前，申请人可下载 PDF 预览申请内容。在确定内容后，点选声明部分

的方格，然后按“递交”按钮递交申请。 

4 如申请获得批准，将会即时显示确认付款页面。 

 

选取付款方式：［自动转账｜现金／支票｜缴费灵］ 

 自动转账–以自动转账方式付款。如你的申请获得批准，可即时得到所须的

许可证／文件。 

 现金／支票–以现金／支票方式付款。你必须要等待人手结算后，方可得到

所须的许可证／文件。 

 缴费灵–以缴费灵方式付款。如你的缴费灵线上付款交易被接纳，可即时得

到所须的许可证／文件。 

 

按“确认”按钮以继续申请，或按“拒绝”按钮以取消申请。 

 

如付款方法是电子付款选项，在按下“确认”按钮后页面将会被转向至电子付款服

务供应商页面。 

5 如你的申请成功递交，将会即时在页面见到批核结果。 

6 如申请获得批准，申请人会在预先登记的电邮帐户收到内附许可证及缴费单的多程



第三代电子业务系统 

客户入门网站 用户手册  电子业务系统的服务 

版本: 3.11 2022年 07月 06 日 48 

步骤 说明 

进港许可证申请的批核结果。 

7 申请人或可到“申请状况”页面下载相同的缴费单、许可证，及文件。 

 eBS0012 – 第一类危险品（爆炸品）移走许可证申请（本地船只） 

8.5.9
步骤 说明 

1 在“服务”页面，按“eBS0012–第一类危险品（爆炸品）移走许可证申请 （本

地船只）”旁的“申请”按钮。 

2 使用不同的搜寻条件来搜寻船只。 

3 

 

输入表格所须资料，然后按“继续”按钮。 

4 于递交申请前，申请人可下载 PDF 预览申请内容。在确定内容后，点选声明部分

的方格，然后按“递交”按钮递交申请。 

5 如申请获得批准，将会即时显示确认付款页面。 

 

选取付款方式：［自动转账｜现金／支票｜缴费灵］ 

 自动转账–以自动转账方式付款。如你的申请获得批准，可即时得到所须的

许可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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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金／支票–以现金／支票方式付款。你必须要等待人手结算后，方可得到

所须的许可证／文件。 

 缴费灵–以缴费灵方式付款。如你的缴费灵线上付款交易被接纳，可即时得

到所须的许可证／文件。 

 

按“确认”按钮以继续申请，或按“拒绝”按钮以取消申请。 

 

如付款方法是电子付款选项，在按下“确认”按钮后页面将会被转向至电子付款服

务供应商页面。 

6 如你的申请成功递交，将会即时在页面见到批核结果。 

7 如申请获得批准，申请人会在预先登记的电邮帐户收到内附许可证及缴费单的第一

类危险品（爆炸品）移走许可证申请（本地船只）的批核结果。 

8 申请人或可到“申请状况”页面下载缴费单及许可证。 

 eBS0013 – 运载危险品（非第一类）许可证申请（本地船只） 8.5.10

步骤 说明 

1 在“服务”页面，按“eBS0013–运载危险品（非第一类）许可证申请（本地船

只）”旁的“申请”按钮。 

2 使用不同的搜寻条件来搜寻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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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入表格所须资料，然后按“继续”按钮。 

4 

 

于递交申请前，申请人可下载 PDF 预览申请内容。在确定内容后，点选声明部分

的方格，然后按“递交”按钮递交申请。 

5 如申请获得批准，将会即时显示确认付款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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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付款方式：［自动转账｜现金／支票｜缴费灵］ 

 自动转账–以自动转账方式付款。如你的申请获得批准，可即时得到所须的

许可证／文件。 

 现金／支票–以现金／支票方式付款。你必须要等待人手结算后，方可得到

所须的许可证／文件。 

 缴费灵–以缴费灵方式付款。如你的缴费灵线上付款交易被接纳，可即时得

到所须的许可证／文件。 

 

按“确认”按钮以继续申请，或按“拒绝”按钮以取消申请。 

 

如付款方法是电子付款选项，在按下“确认”按钮后页面将会被转向至电子付款服

务供应商页面。 

6 如你的申请成功递交，将会即时在页面见到批核结果。 

7 如申请获得批准，申请人会在预先登记的电邮帐户收到内附许可证及缴费单的运载

危险品（非第一类及第七类）许可证申请（本地船只）的批核结果。 

8 申请人或可到“申请状况”页面下载缴费单及许可证。 

 eBS0020 – 入境事务处预办入境检查申请书（远洋船）申请 
8.5.11

步骤 说明 

1 在“服务”页面，按“eBS0020–入境事务处预办入境检查申请书（远洋船） 申

请”旁的“申请”按钮。 



第三代电子业务系统 

客户入门网站 用户手册  电子业务系统的服务 

版本: 3.11 2022年 07月 06 日 52 

步骤 说明 

2 

 

在“有关收集个人资料的目的”的页面上，按“接受”按钮以接受列出的事项，或

按“拒绝”按钮以取消申请。 

3 

 

在“注意事项”的页面上，按“接受”按钮以接受列出的事项，或按“拒绝”按钮

以取消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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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不同的搜寻条件来搜寻船只。 

5 

 

输入船只的“预计抵港时间”。 

注：你的申请必须在船只预计到达时间 24 小时或以前提出。 

6 

 

上载“船员及乘客详情”？［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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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上载船员及乘客详情。 

 否–不上载船员及乘客详情。 

注： 

 按“指引”按钮以参阅有关预备“船员及乘客详情”档案的资料。 

 按“下载船员及乘客详情档案 (Template)”按钮以下载档案样板。 

 有关“国藉代码”，请在“国藉代码”参考表下载。 

7 

 

输入表格所须资料，然后按“继续”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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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于递交申请前，申请人可下载 PDF 预览申请内容。在确定内容后，点选声明部分

的方格，然后按“递交”按钮递交申请。 

9 该申请会由入境事务处跟进。 

10 如申请获得批准，申请人会在预先登记的电邮帐户收到远洋船预办入境检查申请书

申请的批核结果。 

11 在入境事务处批准你的申请后，你可在“申请状况”页面下载已批准的申请书。 

 eBS0021 – 入境事务处预办入境检查申请书（内地内河及沿海货船）申请 

8.5.12

步骤 说明 

1 在“服务”页面，按“eBS0021–入境事务处预办入境检查申请书（内地内河及沿

海货船）申请”旁的“申请”按钮。 



第三代电子业务系统 

客户入门网站 用户手册  电子业务系统的服务 

版本: 3.11 2022年 07月 06 日 56 

步骤 说明 

2 

 

在“有关收集个人资料的目的”的页面上，按“接受”按钮以接受列出的事项，或

按“拒绝”按钮以取消申请。 

3 使用不同的搜寻条件来搜寻船只。 

4 

 

输入船只的“预计抵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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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你的申请必须在船只预计到达时间 24 小时或以前提出。 

5 

 

上载“船员及乘客详情”？［是｜否］ 

 是–上载船员及乘客详情。 

 否–不上载船员及乘客详情。 

注： 

 按“指引”按钮以参阅有关预备“船员及乘客详情”档案的资料。 

 按“下载船员及乘客详情档案 (Template)”按钮以下载档案样板。 

 有关“国藉代码”，请下载“国藉代码”参考表。 



第三代电子业务系统 

客户入门网站 用户手册  电子业务系统的服务 

版本: 3.11 2022年 07月 06 日 58 

步骤 说明 

6 

 

输入表格所须资料，然后按“继续”按钮。 

7 

 

于递交申请前，申请人可下载 PDF 预览申请内容。在确定内容后，点选声明部分

的方格，然后按“递交”按钮递交申请。 

8 该申请会由入境事务处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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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申请获得批准，申请人会在预先登记的电邮帐户收到内地内河／沿海货船预办入

境检查申请书申请的批核结果。 

10 在入境事务处批准你的申请后，你可在“申请状况”页面下载已批准的申请书。 

 eBS0022 – 入境事务处预办入境检查申请书 （远洋船）再次申请 

8.5.13步骤 说明 

1 在“服务”页面，按“eBS0022–入境事务处预办入境检查申请书（远洋船） 再

次申请”旁的“申请”按钮。 

2 

 

在“有关收集个人资料的目的”的页面上，按“接受”按钮以接受列出的事项，或

按下“拒绝”按钮以取消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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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注意事项”的页面上，按“接受”按钮以接受列出的事项，或按“拒绝”按钮

以取消申请。 

4 输入要取消的申请的电子业务系统参考编号 (eBS Reference No) 。 

5 输入船只的“预计抵港时间”。 

注：你的申请必须在船只预计到达时间 24 小时或以前提出。 

6 上载“船员及乘客详情”？［是｜否］ 

 是–上载船员及乘客详情。 

 否–不上载船员及乘客详情。 

注： 

 按“指引”按钮以参阅有关预备“船员及乘客详情”档案的资料。 

 按“下载船员及乘客详情档案 (Template)”按钮以下载档案样板。 

 有关“国藉代码”，请下载“国藉代码”参考表。 

7 输入表格所须资料，然后按“继续”按钮。 

8 于递交申请前，申请人可下载 PDF 预览申请内容。在确定内容后，点选声明部分

的方格，然后按“递交”按钮递交申请。 

9 该申请会由入境事务处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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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如申请获得批准，申请人会在预先登记的电邮帐户收到远洋船预办入境检查再次申

请的批核结果。 

11 在入境事务处批准你的申请后，你可在“申请状况”页面下载已批准的申请书。 

 eBS0023 – 入境事务处预办入境检查申请书（内地内河及沿海货船）再次申请 

8.5.14步骤 说明 

1 在服务”页面，按“eBS0023–入境事务处预办入境检查申请书（内地内河及沿海

货船）再次申请”旁的“申请”按钮。 

2 

 

在“有关收集个人资料的目的”的页面上，按“接受”按钮以接受列出的事项，或

按下“拒绝”按钮以取消申请。 

3 输入要取消的电子业务系统参考编号 (eBS Reference No) 。 

4 输入船只的“预计抵港时间”。 

注: 你的申请必须在船只预计到达时间 24 小时或以前提出。 

5 上载“船员及乘客详情”？［是｜否］ 

 是–上载船员及乘客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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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不上载船员及乘客详情。 

注： 

 按“指引”按钮以参阅有关预备“船员及乘客详情”档案的资料。 

 按“下载船员及乘客详情档案 (Template)”按钮以下载档案样板。 

 有关“国藉代码”，请下载“国藉代码”参考表。 

6 输入表格所须资料，然后按“继续”按钮。 

7 于递交申请前，申请人可下载 PDF 预览申请内容。在确定内容后，点选声明部分

的方格，然后按“递交”按钮递交申请。 

8 该申请会由入境事务处跟进。 

9 如申请获得批准，申请人会在预先登记的电邮帐户收到内地内河／沿海货船预办入

境检查再次申请的批核结果。 

10 在入境事务处批准你的申请后，你可在“申请状况”页面下载已批准的申请书。 

 eBS9010 – 申请自由无疫通行证（远洋船） 8.5.15

步骤 说明 

1 在“服务”页面，按“eBS9010–申请自由无疫通行证（远洋船）”旁的“申请”

按钮。 

2 使用不同的搜寻条件来搜寻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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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3 

 

申请由五部分组成: 

 航程资料 

 过去 30日曾到的港口 

 卫生条件 

 证书资料 

 申请人资料 

 

输入表格所须资料，然后按“继续”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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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4 

 

于递交申请前，申请人可下载 PDF 预览申请内容。在确定内容后，点选声明部分

的方格，然后按“递交”按钮递交申请。 

5 如申请获得批准，申请人会在预先登记的电邮帐户收到内附回覆便条的自由无疫通

行证（远洋船）申请的批核结果。 

6 申请人或可到“申请状况”页面下载相同的回覆便条。 

 eBS9011 – 申请自由无疫通行证（内河货船及内河客船） 

8.5.16

步骤 说明 

1 在“服务”页面，按“eBS9011–申请自由无疫通行证（内河货船及内河客船）”

旁的“申请”按钮。 

2 使用不同的搜寻条件来搜寻船只。 



第三代电子业务系统 

客户入门网站 用户手册  电子业务系统的服务 

版本: 3.11 2022年 07月 06 日 65 

步骤 说明 

3 

 

申请由五部分组成: 

 航程资料 

 过去 30日曾到的港口 

 卫生条件 

 证书资料 

 申请人资料 

 

输入表格所须资料，然后按“继续”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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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4 

 

于递交申请前，申请人可下载 PDF 预览申请内容。在确定内容后，点选声明部分

的方格，然后按“递交”按钮递交申请。 

5 如申请获得批准，申请人会在预先登记的电邮帐户收到内附回覆便条的自由无疫通

行证（内河货船及内河客船）申请的批核结果。 

6 申请人或可到“申请状况”页面下载相同的回覆便条。 

 eBS9011 – 多次申请自由无疫通行证（内河货船及内河客船） 

8.5.17

步骤 说明 

1 在“服务”页面，按“多次申请自由无疫通行证（内河货船及内河客船）”旁的

“申请”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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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2 

 

上载多次申请自由无疫通行证的资源分类界面档案（XLS 模式） 

3 如果数据与模板的规格要求不匹配，错误信息将被显示在底部。 

（例如，在第 3 行“乘客数目”是强制填写） 

4 如果所有的批量申请都获批准，申请结果页面将会显示申请成功。您可以從表查看

每个申请的状态。 

5 申请人会在预先登记的电邮帐户将会收到每个自由无疫通行证（内河货船及内河客

船）申请的批核结果。 

6 申请人或可到“申请状况”页面下载相同的回覆便条。 

 eBS9031 – 出港证（远洋船）延期／变更港口 

8.5.18

步骤 说明 

1 在“服务”页面，按“eBS9031–出港证（远洋船）延期／变更港口”旁的“申

请”。 

2 使用不同的搜寻条件来搜寻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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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3 

 

输入表格所须资料，然后按“继续”按钮。 

4 

 

于递交申请前，申请人可下载 PDF 预览申请内容。在确定内容后，点选声明部分

的方格，然后按“递交”按钮递交申请。 

5 如你的申请成功递交，将会即时在页面见到批核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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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6 如申请获得批准，申请人会在预先登记的电邮帐户收到远洋船出港证延期／变更港

口申请的批核结果。 

7 申请人或可到“申请状况”页面下载许可证。 

 eBS9032 – 出港证 (本地船只) 延期 / 变更港口 

8.5.19步骤 说明 

1 在“服务”页面，按“eBS9032–出港证（本地船只）延期／变更港口” 

旁的“申请”按钮。 

2 使用不同的搜寻条件来搜寻船只。 

3 

 

输入表格所须资料，然后按“继续”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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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4 

 

于递交申请前，申请人可下载 PDF 预览申请内容。在确定内容后，点选声明部分

的方格，然后按“递交”按钮递交申请。 

5 如申请获得批准，将会即时显示确认付款页面。 

 

选取付款方式：［自动转账｜现金／支票｜缴费灵］ 

 自动转账–以自动转账方式付款。如你的申请获得批准，可即时得到所须的

许可证／文件。 

 现金／支票–以现金／支票方式付款。你必须要等待人手结算后，方可得到

所须的许可证／文件。 

 缴费灵–以缴费灵方式付款。如你的缴费灵线上付款交易被接纳，可即时得

到所须的许可证／文件。 

 

按“确认”按钮以继续申请，或按“拒绝”按钮以取消申请。 

 

如付款方法是电子付款选项，在按下“确认”按钮后页面将会被转向至电子付款服

务供应商页面。 

6 如你的申请成功递交，将会即时在页面见到批核结果。 

7 如申请获得批准，申请人会在预先登记的电邮帐户的收到内附缴费单及许可证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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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船只出港证延期／变更港口申请的批核结果。。 

8 申请人或可到“申请状况”页面下载缴费单、许可证，及文件。 

 eBS9050 – 危险货物舱单 

8.5.20
步骤 说明 

1 在“服务”页面，按“eBS9050–危险货物舱单”旁的“申请”按钮。 

2 使用不同的搜寻条件来搜寻船只。 

3 

 

在输入“航程资料”、“ 估计到港日期”及“系泊位置”后，按“新增”按钮以

加入“危险物质”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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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4 

 

搜寻联合国编号。 

5 输入“危险物质”的资料。 

6 

 

如需输入货柜资料，请选取危险物质并按下“货柜”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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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7 

输入“货柜资料”，然后按“保存”按钮，或按下“保存和新增”键以加入另一货

柜资料。 

8 按下“继续”按钮以递交危险货物舱单。 

9 于递交申请前，申请人可下载 PDF 预览申请内容。在确定内容后，点选声明部分

的方格，然后按“递交”按钮递交申请。 

10 如你的申请成功递交，将会即时在页面见到批核结果。 

11 如申请获得批准，申请人会在预先登记的电邮帐户收到内附确认文件的危险货物舱

单申请的批核结果。 

12 申请人或可到“申请状况”页面下载确认文件。 

 eBS9061 – 综合许可证（本地船只）延期 

8.5.21

步骤 说明 

1 在“服务”页面，按“eBS9061–综合许可证（本地船只）延期”旁的“申请”按

钮。 

2 使用不同的搜寻条件来搜寻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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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3 

 

输入表格所须资料，然后按“继续”按钮。 

4 于递交申请前，申请人可下载 PDF 预览申请内容。在确定内容后，点选声明部分

的方格，然后按“递交”按钮递交申请。 

 

5 如申请获得批准，将会即时显示确认付款页面。 

 

选取付款方式：［自动转账｜现金／支票｜缴费灵］ 

 自动转账–以自动转账方式付款。如你的申请获得批准，可即时得到所须的

许可证／文件。 

 现金／支票–以现金／支票方式付款。你必须要等待人手结算后，方可得到

所须的许可证／文件。 

 缴费灵–以缴费灵方式付款。如你的缴费灵线上付款交易被接纳，可即时得

到所须的许可证／文件。 

 

按“确认”按钮以继续申请，或按“拒绝”按钮以取消申请。 

 

如付款方法是电子付款选项，在按下“确认”按钮后页面将会被转向至电子付款服

务供应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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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6 如你的申请成功递交，将会即时在页面见到批核结果。 

7 如申请获得批准，申请人会在预先登记的电邮帐户收到内附缴费单及许可证的本地

船只综合许可证延期申请的批核结果。 

8 申请人或可到“申请状况”页面下载缴费单及许可证。 

 eBS9071 – 多次出入口记录申请（本地船只） 

8.5.22步骤 说明 

1 在“服务”页面，按“eBS9071–多次出入口记录申请（本地船只）”旁的“申

请”按钮。 

注：按“港口表”按钮以开启本处的参考表。 

2 使用不同的搜寻条件来搜寻船只。 

3 

 

选取要上载的多次出入口记录档案，然后按“递交”按钮。 

注：按“指引”按钮以下载准备多次出入口记录档案的资料。 

4 于递交申请前，申请人可下载 PDF 预览申请内容。在确定内容后，点选声明部分

的方格，然后按“递交”按钮递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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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5 如申请获得批准，将会即时显示确认付款页面。 

 

选取付款方式：［自动转账｜现金／支票｜缴费灵］ 

 自动转账–以自动转账方式付款。如你的申请获得批准，可即时得到所须的

许可证／文件。 

 现金／支票–以现金／支票方式付款。你必须要等待人手结算后，方可得到

所须的许可证／文件。 

 缴费灵–以缴费灵方式付款。如你的缴费灵线上付款交易被接纳，可即时得

到所须的许可证／文件。 

 

按“确认”按钮以继续申请，或按“拒绝”按钮以取消申请。 

 

如付款方法是电子付款选项，在按下“确认”按钮后页面将会被转向至电子付款服

务供应商页面。 

6 如你的申请成功递交，将会即时在页面见到批核结果。 

7 如申请获得批准，申请人会在预先登记的电邮帐户收到内附缴费单及许可证的本地

船只多次出入口记录申请的批核结果。 

8 申请人或可到“申请状况”页面下载缴费单及许可证。 

 eBS9081 – 多次进出口许可证申请（本地船只） 

8.5.23

步骤 说明 

1 在“服务”页面，按“eBS9081–多次进出口许可证申请（本地船只）”旁的“申

请”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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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2 

 

选择船只：［所有船只｜单一船只］，然后按“继续”按钮。 

3 

 

选择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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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4 

 

于递交申请前，申请人可下载 PDF 预览申请内容。在确定内容后，点选声明部分

的方格，然后按“递交”按钮递交申请。 

5 如你的申请成功递交，将会即时在页面见到批核结果。 

6 如申请获得批准，申请人会在预先登记的电邮帐户收到内附许可证的本地船只多次

进出口许可证申请的批核结果。 

7 申请人或可到“申请状况”页面下载许可证。 

 eBS9082 – 多次出入口许可证申请（高速客运船只） 

8.5.24

步骤 说明 

1 在“服务”页面，按“eBS9082–多次出入口许可证申请（高速客运船只） ”旁

的“申请”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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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2 

 

选择单一船只或所有船只和选择时期，并按“继续”按钮。 

3 

 

于递交申请前，申请人可下载 PDF 预览申请内容。在确定内容后，点选声明部分

的方格，然后按“递交”按钮递交申请。 

4 如你的申请成功递交，将会即时在页面见到批核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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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5 如申请获得批准，申请人会在预先登记的电邮帐户收到内附许可证的多次进出口许

可证申请的批核结果。 

6 申请人或可到“申请状况”页面下载许可证。 

 eBS9091 – 申请签发海员执照（多次申请） 

8.5.25步骤 說明 

1 在“服务”页面，按“eBS9091–申请签发海员执照（多次申请）”旁的“申请”

按钮。 

2 

 

点选声明部分的方格，然后按“接受”按钮以接受列出的事项，或按“拒绝”按钮

以取消申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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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說明 

上载签发海员牌照界面档案。 

注： 

 按“指引”按钮以参阅有关预备“签发海员执照申请表”档案的数据。 

 按“样本档案”按钮以下载文件样板。 

4 

 

选择“首选付款方式” 

按“继续”按钮递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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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說明 

5 

 

于递交申请前，申请人可下载 PDF预览申请内容。在确定内容后，点选声明部分的

方格，然后按“递交”按钮递交申请。 

6 该申请会由海员发证组跟进。 

7 如申请获得海员发证组批准，申请人需要到“申请状况”页面确认费用。 

8 如申请获得批准，申请人会在预先登记的电邮帐户收到主题为“Application for 

issue of Seafarer License [Waiting For Confirm Payment]”的电子邮件。 

9 如申请获得批准，将会即时显示确认付款页面。 

 

选取付款方式：［自动转账｜现金／支票｜缴费灵］ 

 自动转账–以自动转账方式付款。如你的申请获得批准，可即时得到所须的

许可证／文件。 

 现金／支票–以现金／支票方式付款。你必须要等待人手结算后，方可得到

所须的许可证／文件。 

 缴费灵–以缴费灵方式付款。如你的缴费灵线上付款交易被接纳，可即时得

到所须的许可证／文件。 

 

按“确认”按钮以继续申请，或按“拒绝”按钮以取消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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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說明 

 

如付款方法是电子付款选项，在按下“确认”按钮后页面将会被转向至电子付款服务

供应商页面。 

10 在“申请状況”页面，鲇选付款确认超连结去查看付款细节。 

11 如你的申请成功递交，将会即时在页面见到批核结果。 

12 申请人或可到“申请状況”页面下载缴费单及申请香港执照综合名单。 

 

 eBS9091 – 申请签发海员执照（单次申请） 

8.5.26

步骤 說明 

1 在“服务”页面，按“eBS9091–申请签发海员执照（单次申请）”旁的“申请”

按钮。 

2 

 

 

点选声明部分的方格，然后按“接受”按钮以接受列出的事项，或按“拒绝”按钮

以取消申请。 



第三代电子业务系统 

客户入门网站 用户手册  电子业务系统的服务 

版本: 3.11 2022年 07月 06 日 84 

步骤 說明 

3 

 

输入表格所须数据 

4 

 

按“上载”按钮上载证明文件，然后按“继续”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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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說明 

5 

 

于递交申请前，申请人可下载 PDF 预览申请内容。在确定内容后，点选声明部分

的方格，然后按“递交”按钮递交申请。 

6 该申请会由海员发证组跟进。 

7 如申请获得海员发证组批准，申请人需要到“申请状况”页面确认费用。 

8 如申请获得批准，申请人会在预先登记的电邮帐户收到主题为“Application for 

issue of Seafarer License [Waiting For Confirm Payment]”的电子邮件。 

9 如申请获得批准，将会实时显示确认付款页面。 

 

选取付款方式：［自动转账｜现金／支票｜结存户口｜缴费灵｜

Visa/Mastercard/JCB｜银联］ 

 自动转账–以自动转账方式付款。如你的申请获得批准，可实时得到所须的

许可证／文件。 

 现金／支票–以现金／支票方式付款。你必须要等待人手结算后，方可得到

所须的许可证／文件。 

 结存户口–以结存户口方式付款。如你的申请获得批准，可实时得到所须的

许可证／文件。 

 缴费灵–以缴费灵方式付款。如你的缴费灵在线付款交易被接纳，可实时得

到所须的许可证／文件。 

 Visa/Mastercard/JCB–以 Visa/Mastercard/JCB 方式付款。如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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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說明 

Visa/Mastercard/JCB 在线付款交易被接纳，可实时得到所须的许可证／文

件。 

 银联–以银联方式付款。如你的银联在线付款交易被接纳，可实时得到所须

的许可证／文件。 

 

按“确认”按钮以确认所须费用或按下“拒绝”按钮以取消申请。 

 

如付款方法是电子付款选项，在按下“确认”按钮后页面将会被转向至电子付款服

务供货商页面。 

10 在“申請狀況”頁面，點選付款確認超連結去查看付款細節。 

11 如你的申請成功遞交，將會即時在頁面見到批核結果。 

12 申請人或可到“申請狀況”頁面下載繳費單及申請香港執照綜合名單。 

 eBS9131 – 通报表格 8.5.27

步骤 说明 

1 在“服务”页面，按“eBS9131–通报表格”旁的“申请”按钮。 

2 使用不同的搜寻条件来搜寻船只。 

3 按“增加”按钮以加入“拟处理／运送的危险货物资料”的资料。 

4 搜寻“联合国编号”。 

5 输入危险货物的资料，然后按“新增”按钮。 

6 按“新增”按钮以加入“拟处理／运送危险货物的日期、时间及地点”的资料。 

7 输入日期、时间及地点的资料，然后按“新增”按钮。 

8 选择输入“联络人”及“联络人电话”。 

9 按“递交”按钮以递交通报表格。 

10 于递交申请前，申请人可下载 PDF 预览申请内容。在确定内容后，点选声明部分

的方格，然后按“递交”按钮递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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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11 如你的申请成功递交，将会即时在页面见到批核结果，另外申请人会在预先登记的

电邮帐户收到通报表格的批核结果。 

12 你亦可在“申请状况”页面查询批核结果。 

 eBS9132 – 通报表格（资料更正） 

8.5.28步骤 说明 

1 在“服务”页面，按“eBS9132–通报表格（资料更正）”旁的“申请”按钮。 

2 

 

输入要作更正的电子业务系统参考编号 (eBS Reference No)。 

3 按“修改”、“删除”或“增加”按钮以修改、删除或加入“拟处理/运送的危险

货物资料”的资料。 

4 搜寻“联合国编号”。 

5 输入危险货物的资料，然后按“新增”按钮。 

6 按“修改”、“删除”或“增加”按钮以修改、删除或加入“拟处理/运送危险货

物的日期、时间及地点”的资料。 

7 输入日期、时间及地点的资料，然后按“递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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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8 选择输入“联络人”及“联络人电话”。 

9 按“递交”按钮以递交通报表格（资料更正）。 

10 于递交申请前，申请人可下载 PDF 预览申请内容。在确定内容后，点选声明部分

的方格，然后按“递交”按钮递交申请。 

11 如你的申请成功递交，将会即时在页面见到批核结果，另外申请人会在预先登记的

电邮帐户收到通报表格（资料更正）的批核结果。 

12 你亦可在“申请状况”页面查询批核结果。 

 eBS9133 – 取消现有通报 

8.5.29

步驟 說明 

1 在“服务”页面，按“取消现有通报”旁的“申请”按钮。 

2 

 

输入要取消的电子业务系统参考编号 (eBS Reference No) 。 

3 输入“取消通报的原因／备注”，然后按“继续”按钮。 

4 于递交申请前，申请人可下载 PDF 预览申请内容。在确定内容后，点选声明部分

的方格，然后按“递交”按钮递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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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說明 

5 申请人会在预先登记的电邮帐户将会收到每个修船许可证申请的批核结果。 

6 申请人或可到“申请状况”页面下载相同的修船许可证。 

 eBS9161 – 多次申请修船许可证 

8.5.30步骤 说明 

1 在“服务”页面，按“多次申请修船许可证”旁的“申请”按钮。 

2 

 

上载多次申请修船许可证的档案（XLS 模式）。 

3 如果数据不符合规格要求，错误信息将被显示在底部。 

4 如果所有的批量申请都获批准，申请结果页面将会显示申请成功。 

如果任何一项批量申请失败，整批申请将被系统拒绝。 

5 申请人会在预先登记的电邮帐户将会收到每个修船许可证申请的批核结果。 

6 申请人或可到“申请状况”页面下载相同的修船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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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S9171 – 电子证书提交（远洋船） 

8.5.31

步骤 说明 

1 在“服务”页面，按“eBS9171–电子证书提交（远洋船）”旁的“申请”按钮。 

2 使用不同的搜寻条件来搜寻船只。 

3 

 

一个“电子证书内容”的表格会显示，请先选择“证书名称”，然后再输入“届满

日期”和“档案”。 

 

注： 

 “证书名称”下拉列表只会显示容许提交的证书。 

 在每次申请中，申请者最多只能提交十项证书。如需要提交更多证书，请再

次申请。 

4 按”上载”按钮，再按“继续”按钮。 

5 于递交申请前，申请人可下载 PDF 预览申请内容。在确定内容后，点选声明部分

的方格，然后按“递交”按钮递交申请。 

6 如你的申请成功递交，将会即时在页面见到批核结果，另外申请人会在预先登记的

电邮帐户收到电子证书提交（远洋船）的批核结果。 

7 你亦可在“申请状况”页面查询批核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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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S9181 – 请求委聘通知书的验证号码 

8.5.32

步骤 说明 

1 在“服务”页面，按“请求委聘通知书的验证号码”旁的“请求验证号码”按钮。 

2 使用拥有权证明书号码来搜寻船只。 

3 按“发送”按钮以请求系统以短讯发送验证号码给船东。 

4 一个确认视窗会被显示，按下“确认”以确认继续。 

5 验证号码将会透过短讯发送给船东。 

 eBS9181 – 委聘通知书提交 

8.5.33

步骤 说明 

1 在“服务”页面，按“eBS9181–委聘通知书提交”旁的“申请”按钮。 

2 使用拥有权证明书号码来搜寻船只。 

3 如有需要，按“下载”按钮以获得委聘通知书表格。 

4 填妥委聘通知书表格并上载至系统。 

 

注：请于委聘通知书表格上填写请验证号码，如果你没有验证号码，请按照

“eBS9181–请求验证号码”指引以获得验证号码。 

5 按“继续”按钮。 

6 于递交申请前，申请人可下载 PDF 预览申请内容。在确定内容后，点选声明部分

的方格，然后按“递交”按钮递交申请。 

7 如你的申请成功递交，将会在预先登记的电邮帐户收到委聘通知书提交的确认讯

息。 

8 你亦可在“申请状况”页面查询批核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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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S9182 – 请求预先填写的检验声明表格 

8.5.34

步骤 说明 

1 在“服务”页面，按“请求预先填写的检验声明表格”旁的“请求表格”按钮。 

2 使用拥有权证明书号码来搜寻船只。 

3 按“发送”按钮以请求系统以请求系统以电邮发送预先填写的检验声明表格。 

4 一个确认视窗会被显示，按下“确认”以确认继续。 

5 预先填写的表格将会透过电邮发出。 

 eBS9182 – 检验声明提交 

8.5.35

步骤 说明 

1 在“服务”页面，按“eBS9182–检验声明提交”旁的“申请”按钮。 

2 使用拥有权证明书号码来搜寻船只。 

3 上载已填妥的检验声明表格。 

 

注：如果你需要获得预先填写的检验声明表格，请按照“eBS9182–请求发送预先

填写的表格”指引以获得表格。 

4 按“继续”按钮。 

5 于递交申请前，申请人可下载 PDF 预览申请内容。在确定内容后，点选声明部分

的方格，然后按“递交”按钮递交申请。 

6 如你的申请成功递交，将会在预先登记的电邮帐户收到检验声明提交的确认讯息。 

7 你亦可在“申请状况”页面查询批核结果。 

 eBS9999 – 载有南极海洋生物的渔船抵港前知会表格 

8.5.36

步骤 说明 

1 在“服务”页面，按“eBS9999–载有南极海洋生物的渔船抵港前知会表格”旁的

“申请”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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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2 点击在注意事项复选框内，按“接受”按钮继续。 

3 使用拥有权证明书号码来搜寻船只。 

4 填妥申请详情，按“继续”按钮上载至系统。 

5 按预览档案：试算表，预览档案及确认资料。 

6 如要修改资料，按“修改细节”按钮。 

7 点击在声明复选框，按“递交”按钮。 

8 如你的申请成功递交，将会在预先登记的电邮帐户收到确认讯息和上传的文件。 

9 你亦可在“此（试算表）”下载已提交的知会表格。 

 船只细项查询 
8.5.37

步骤 说明 

1 在“服务”页面，按“船只细项查询”旁的“申请”按钮。 

2 使用不同的搜寻条件来搜寻船只。 

3 输入查询的日期范围。 

4 系统会制作载有船只资料和航程记录的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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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查询服务 

你可于客户入门网站中服务的部找到查询服务。这是为方便公众或未注册的用家查询各种由

电子业务系统提供的资料而设的服务。 

 可供使用的查询服务 

9.1
下列为可供使用的查询服务: 

 

查询编号 名称 

船舶注册 

EBS-E01 香港船舶注册–注册状况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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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地船舶服务 

你可於客戶入門網站中的“服務”部分找到“本地船舶服務”。这是为方便未注册的用户申

请各种由电子业务系统提供的本地船舶服务的服务。 

 可用的服务 

10.1
下列为有效用户可用的服务: 

表格编号 名称 

eBS8150 本地无须检验船只运作牌照续期申请（不适用于收取租金或报酬的第四类别

船只） 

eBS8160 杂项许可证（航速）及进出限制区域许可证（青荃桥及青衣大桥区域）申请 

eBS8190 本地船只出入境申报（只适用第四类别船只） 

 使用服务 10.2

你不需要注册成为电子业务系统的用户都可递交以下申请。 

 eBS8150 – 本地无须检验船只运作牌照续期申请（不适用于收取租金或报酬的第四
10.2.1

类别船只） 

步骤 说明 

1 在电子业务系统的客户入门网站，于“服务”部分选取“本地船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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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2 

 

按“本地无须检验船只运作牌照续期申请”旁的“网上填写”按钮。 

3 

 

新视窗会弹出并显示关于在电子业务系统中递交此申请的“填表须知”。 

4 于“填表须知”中按“继续”按钮，系统会要求船只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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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5 

 

输入拥有权证书号码，拥有权证明书核数号码及最后有效的运作牌照序号，然后按

“继续”按钮。 

6 如第一次以相应的船只资料使用此服务，请输入有效的电邮地址然后按“递交”按

钮。 

7 于服务的主页面中按下“本地无须检验船只运作牌照续期申请”连结。 

8 输入表格所须资料及上载相关的证明文件，然后按“继续”按钮。 

9 于递交申请前，申请人可下载 PDF 预览申请内容。在确定内容后，点选声明部分

的方格，然后按“递交”按钮递交申请。 

10 如申请获得批准，将会即时显示确认付款页面。 

 

选取付款方式：［自动转账｜现金／支票｜缴费灵］ 

 自动转账–以自动转账方式付款。如你的申请获得批准，可即时得到所须的

许可证／文件。 

 现金／支票–以现金／支票方式付款。你必须要等待人手结算后，方可得到

所须的许可证／文件。 

 缴费灵–以缴费灵方式付款。如你的缴费灵线上付款交易被接纳，可即时得

到所须的许可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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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按“确认”按钮以继续申请，或按“拒绝”按钮以取消申请。 

 

如付款方法是电子付款选项，在按下“确认”按钮后页面将会被转向至电子付款服

务供应商页面。 

11 如款项缴交成功，“申请递交”结果页面将会显示出来。 

12 该申请已递交并由海事处跟进。 

13 通知电子邮件会传送至申请人所提供的电邮地址。 

14 如申请被批准及已缴付所需款项，已续期的运作牌照将会以邮寄方式发送到首名船

东或代理人已注册的地址。 

 eBS8160 – 杂项许可证（航速）及进出限制区域许可证（青荃桥及青衣大桥区域）
10.2.2

申请 

步骤 说明 

1 在电子业务系统的客户入门网站，于“服务”部分选取“本地船舶服务”。 

2 

 

按“杂项许可证（航速）及进出限制区域许可证（青荃桥及青衣大桥区域）申请”

旁的“网上填写”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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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3 

 

新视窗会弹出并要求过去的许可证资料。 

4 输入过去的许可证资料，然後按“继续”按钮。 

5 如第一次以相应的船只资料使用此服务，请输入有效的电邮地址和电话号码然後按

“递交”按钮。 

6 输入表格所须资料及上载相关的证明文件，然後按“递交”按钮。 

7 于递交申请前，申请人可下载 PDF 预览申请内容。在确定内容后，点选声明部分

的方格，然后按“递交”按钮递交申请。 

8 “申请递交”结果页面将会显示出来。 

9 该申请已递交并由海事处跟进。 

10 通知电子邮件会传送至申请人所提供的电邮地址。 

11 如申请状况转为“等待付款”，申请人须於柜台缴付许可证费用和领取许可证。 

 eBS8190 – 本地船只出入境申报（只适用第四类别船只） 

10.2.3

步骤 说明 



第三代电子业务系统 

客户入门网站 用户手册  本地船舶服务 

版本: 3.11 2022年 07月 06 日 100 

步骤 说明 

1 在电子业务系统的客户入门网站，于“服务”部分选取“本地船舶服务”。 

2 

 

按“本地船只出入境申报（只适用第四类别船只）”旁的“网上填写”按钮。 

3  

 

输入拥有权证书号码，拥有权证明书核数号码，最后有效的运作牌照序号，然后按

“继续”按钮。 

10.2.3.1 eBS8191 – 出入境申报表 

步骤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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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1 

按“出入境申报表”旁的“申请”按钮。 

2 选择您的身份（姓名、电子邮件地址），然后按“下一步”按钮。 

3 带有验证码的通知电子邮件将发送到申请人提供的电子邮件地址。输入验证码，然

后按“下一步”按钮。 

4 输入表格所须资料，然后按“递交”按钮。 

5 于递交申请前，申请人可下载 PDF 预览申请内容。在确定内容后，点选声明部分

的方格，然后按“递交”按钮递交申请。 

6 如申请获得批准，将会实时显示确认付款页面。 

 

选取付款方式：［缴费灵｜Visa/Mastercard/JCB｜银联］ 

 

 缴费灵–以缴费灵方式付款。如你的缴费灵在线付款交易被接纳，可实时得

到所须的许可证／文件。 

 Visa/Mastercard/JCB–以 Visa/Mastercard/JCB 方式付款。如你的

Visa/Mastercard/JCB 在线付款交易被接纳，可实时得到所须的许可证／文

件。 

 银联–以银联方式付款。如你的银联在线付款交易被接纳，可实时得到所须

的许可证／文件。 

 

按“确认”按钮以确认所须费用或按下“拒绝”按钮以取消申请。 

 

如付款方法是电子付款选项，在按下“确认”按钮后页面将会被转向至电子付款服

务供货商页面。 

7 如款项缴交成功，“申请递交”结果页面将会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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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2 eBS8192 – 变更出港证资料 

步骤 说明 

1 

按“变更出港证资料”旁的“申请”按钮。 

2 选择您的身份（姓名、电子邮件地址），然后按“下一步”按钮。 

3 带有验证码的通知电子邮件将发送到申请人提供的电子邮件地址。输入验证码，然

后按“下一步”按钮。 

4 输入表格所须资料，然后按“递交”按钮。 

5 于递交申请前，申请人可下载 PDF 预览申请内容。在确定内容后，点选声明部分

的方格，然后按“递交”按钮递交申请。 

6 如申请获得批准，将会实时显示确认付款页面。 

 

选取付款方式：［缴费灵｜Visa/Mastercard/JCB｜银联］ 

 

 缴费灵–以缴费灵方式付款。如你的缴费灵在线付款交易被接纳，可实时得

到所须的许可证／文件。 

 Visa/Mastercard/JCB–以 Visa/Mastercard/JCB 方式付款。如你的

Visa/Mastercard/JCB 在线付款交易被接纳，可实时得到所须的许可证／文

件。 

 银联–以银联方式付款。如你的银联在线付款交易被接纳，可实时得到所须

的许可证／文件。 

 

按“确认”按钮以确认所须费用或按下“拒绝”按钮以取消申请。 

 

如付款方法是电子付款选项，在按下“确认”按钮后页面将会被转向至电子付款服

务供货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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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7 如款项缴交成功，“申请递交”结果页面将会显示出来。 

10.2.3.3 eBS8193 – 下载最新有效出港证/综合许可证 

步骤 说明 

1 

按“下载最新有效出港证/综合许可证”旁的“申请”按钮。 

2 按“下载”按钮下载出港证/综合许可证。 

 申请查询 10.3

申请查询页面会列出用户过去递交给电子业务系统的三百个申请。除了可以等待电邮通知外，

用户亦可在此页面主动检查已递交的申请的进度。 

步骤 说明 

1 路径：主页＞状况查询＞申请查询 

2 按下“参考编号”从而开启申请结果页面。 

 再次结算不成功的电子缴费费用 

10.3.1

如果未能成功结算电子缴费费用，你可以再次结算。 

步骤 说明 

1 路径：主页＞状况查询＞申请查询 

2 选取申请，然后按下“结算费用”的按钮从而再次结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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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海员及考试服务 

你可於客戶入門網站中的“服務”部分找到“海员及考试服务”。这是为方便未注册的用户

申请海员及考试服务。 

 可用的服务 

11.1
下列为有效用户可用的服务: 

表格编号 名称 

eBS8171 申请游樂船只操作人合格证明书（二级）考试 

eBSE02 处理现有游樂船只操作人合格证明书（二级）申请 

 使用服务 
11.2

你不需要注册成为电子业务系统的用户都可递交以下申请。 

 eBS8171 – 申请游樂船只操作人合格证明书（二级）考试 11.2.1

步骤 说明 

1 在电子业务系统的客户入门网站，于“服务”部分选取“海员及考试服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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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按“申请游樂船只操作人合格证明书（二级）考试”旁的“网上填写”按钮。 

3 

 

请阅读电子业务系统中递交此申请的“使用条款”和“收集个人资料声明”。 

4  

 

点选“使用条款”及“收集个人资料声明”的方格并按“继续”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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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5 

 

输入验证码，然后按“继续”按钮。 

6 输入表格所须资料及上载相关的证明文件，然后按“继续”按钮。 

7 在考试时间表下选择一个时段。 

8 按“继续”按钮进入“检阅和声明”页面或按“更新”按钮更新及重设时段。 

9 如没有提供有效视力测验证明书，请点选声明方格。 

10 于递交申请前，申请人可下载 PDF 预览申请内容。在确定内容后，点选声明部分

的方格，然后按“递交”按钮递交申请。 

11 如申请获得批准，将会即时显示确认付款页面。 

 

选取付款方式：［自动转账｜现金／支票｜缴费灵］ 

 自动转账–以自动转账方式付款。如你的申请获得批准，可即时得到所须的

许可证／文件。 

 现金／支票–以现金／支票方式付款。你必须要等待人手结算后，方可得到

所须的许可证／文件。 

 缴费灵–以缴费灵方式付款。如你的缴费灵线上付款交易被接纳，可即时得

到所须的许可证／文件。 

 

按“确认”按钮以继续申请，或按“拒绝”按钮以取消申请。 

 

如付款方法是电子付款选项，在按下“确认”按钮后页面将会被转向至电子付款服

务供应商页面。 

12 如款项缴交成功，“申请结果”页面将会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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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13 通知电子邮件及申请密码会传送至申请人所提供的电子邮件地址。 

 eBSE02 – 处理现有游樂船只操作人合格证明书（二级）申请 

11.2.2
步骤 说明 

1 在电子业务系统的客户入门网站，于“服务”部分选取“海员及考试服务”。 

2 

 

按“处理现有游樂船只操作人合格证明书（二级）申请”旁的“网上填写”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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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3 

 

请阅读电子业务系统中递交此申请的“使用条款”及“收集个人资料声明”。 

4  

 

点选“使用条款”及“收集个人资料声明”的方格并按“继续”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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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5 

 

输入身份证明文件号码所有英文／数字, 申请密码和验证码，然后按“继续”按

钮。 

6 

 

在申请查询内你可以查看现有考试申请及使用以下服务： 

 申请改期 

 申请重考 

 过往考试查询 

11.2.2.1 申请改期 

步骤 说明 

1 按“改期”按钮选择一个新的时间段进行考试。 

 

注： 

 只能改期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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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需于原定考试前十个工作天办理。 

2 检查現有申请，然后按“继续”按钮。 

3 在考试时间表下选择一个时段。 

4 按“继续”按钮进入“检阅和声明”页面或按“更新”按钮更新及重设时段。 

5 如没有提供有效视力测验证明书，请点选声明方格。 

6 在确定内容后，点选声明部分的方格，然后按“递交”按钮递交申请。 

7 “申请结果”页面将会显示出来。通知电子邮件会传送至申请人所提供的电邮地

址。 

11.2.2.2 申请重考 

步骤 说明 

1 按“重考”按钮申请重新考试 

2 输入表格所须资料，然后按“继续”按钮。 

3 在考试时间表下选择一个时段。 

4 按“继续”按钮进入“检阅和声明”页面或按“更新”按钮重设选项。 

5 如没有提供有效视力测验证明书，请点选声明的方格。 

6 于递交申请前，申请人可下载 PDF 预览申请内容。在确定内容后，点选声明部分

的方格，然后按“递交”按钮递交申请。 

7 如申请获得批准，将会即时显示确认付款页面。 

 

选取付款方式：［自动转账｜现金／支票｜缴费灵］ 

 自动转账–以自动转账方式付款。如你的申请获得批准，可即时得到所须的

许可证／文件。 

 现金／支票–以现金／支票方式付款。你必须要等待人手结算后，方可得到

所须的许可证／文件。 

 缴费灵–以缴费灵方式付款。如你的缴费灵线上付款交易被接纳，可即时得

到所须的许可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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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按“确认”按钮以继续申请，或按“拒绝”按钮以取消申请。 

 

如付款方法是电子付款选项，在按下“确认”按钮后页面将会被转向至电子付款服

务供应商页面。 

8 如款项缴交成功，“申请结果”页面将会显示出来。 

9 通知电子邮件及密码会传送至申请人所提供的电子邮件地址。 

11.2.2.3 过往考试查询 

步骤 说明 

1 按“过往考试”按钮查询过往考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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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提交公用表格服务 

你可于客户入门网站中的“服务”部分找到“提交公用表格服务”。这项服务方便未注册的

用户，也能透过电子业务系统提交公用表格的申请。 

 使用服务 

12.1
使用此项服务时，你不需要注册成为电子业务系统的用户，也可递交以下申请。 

步骤 说明 

1 

 

在电子业务系统的客户入门网站，于“服务”部分选取“提交公用表格服务”。 

2 

 

 

选择验证码的类型，支援的类型有「图片」或「声音」。 

输入验证码，然後按“继续”按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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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系统会显示提交公用表格服务所支援的公用表格列表。 

 

当你已填妥公用表格内的资料及准备好相关附件后，请按“继续”按钮开始提交表

格。 

 

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此项服务，请先行在下方下载相应支援电子提交服务的公用表

格版本及查看有关申请所需的证明文件（如有），电子提交服务只支援目前可下载

的公用表格版本，旧版本的公用表格并不相容于电子提交服务。 

 

按下下拉式选项按钮，请按右方的“下载”按钮下载相应的公用表格的最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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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如果该公用表格支援电子签名，将会显示“电子签名”按钮。 

按“电子签名”按钮会显示支援电子签名的详细资料。 

 

4  

 

输入联系人资料（包括姓名，电话号码，传真号码及电邮地址）和备注，选择用作

提交的可填写的 PDF格式的公用表格，然后按“上载”按钮。 

 

备注：如果提交附有合资格电子签名的公用表格，部分标示为必需提交的附件会被

豁免。详情请参阅提交公用表格服务所支援的公用表格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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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5 

 

有部分公用表格需要选择提交的办事处，此页面会列出相应的地点及选项。请选择

提交目的地。 

6  

 

选择相关的证明文件（必选和可选），然后按“上载”按钮上传档案。 

按“提交”按钮提交申请。 

7 验证电子邮件将发送到申请人提供的电子邮件地址。按电子邮件内提供的链接进行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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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如果未收到验证电子邮件，请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并按“重发”按钮重新发送验证电

子邮件。 

8 如果电子邮件验证成功，“申请结果”页面将会显示出来。 

 

9 通知电子邮件会传送至申请人所提供的电子邮件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