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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要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海事處（下稱「本處」）是港務管理機關，負責香港一切航海事務，確

保香港水域內港口和船舶的安全運作，並管理香港船舶註冊。 

 

為了保持香港作為世界級港口及中國以至世界貿易的中樞港，本處推出了電子業務系統，提

供一個傳統櫃臺服務以外的新途徑予船務代理商及市民處理關務及其他船務的相關活動。然

而，傳統的櫃臺服務仍然可供公眾使用。 

 

電子業務系統提供一個一站式解決方案，供船務代理及各船公司，在更加省事便捷而不需要

增加額外支出的前題下，處理關務。它更可處理入境處和衞生處所需的關務文件。本系統的

電子服務是透過加密的方式在互聯網上提供。閣下可瀏覽位於 https://ebs.mardep.gov.hk 的電

子業務系統客戶入門網站以享用服務。 

 

https://ebs.mardep.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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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的 

此用户手册旨在提供使用電子業務系統客戶入門網站內可供使用的服務的一般資料和指示。 

3 範圍 

此用户手册列出電子業務系統客戶入門網站的網頁指南、註冊方法、帳戶管理，及可供使用

的服務。 

4 參考 

除了此用戶手册外，用户亦可瀏覽客戶入門網站中“關於電子業務系統”的部分，以觀看網

上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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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電子業務系統客戶入門網站 

電子業務系統客戶入門網站是一個互聯網網站 (https://ebs.mardep.gov.hk)。船務代理商及市

民可在此一次過處理關務及其他船務的相關活動。 

 

5.1 支援熱線 

如在使用電子業務系統時遇到技術上的困難，請致電以下的支援熱線: 

電話 : 9480-0115 

傳真 : 2543-8531 

電郵 : ebs_support@mardep.gov.hk 

辦公時間 : 星期一至五: 上午 8時 30 分  至  下午 5時 30 分 

星期六: 上午 8時 30 分  至  下午 1時正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除外） 

https://ebs.mardep.gov.hk/
mailto:ebs_support@mardep.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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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註冊為電子業務系統用戶 

電子業務系統為註冊用戶提供免費服務。有興趣享用電子業務系統的服務的公司或市民，可

向本處遞交填妥的申請表格和所需文件。詳情請參閱“『電子業務系統』用戶註冊／變更資

料申請指引”。“電子業務系統用戶註冊申請表”、指引，以及註冊程序，可參閱客戶入門

網站中“註冊”的部分。 

 

當註冊程序完成後，用戶會收到一封載有電子業務系統管理員帳戶登入資料的電郵。用戶可

於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透過互聯網登入電子業務系統。 

 

用戶請注意，一些如船舶及港口管制的服務，要在所有申請和所需文件經本處核實，並發出

電郵通知後方能使用。 

 

電子業務系統只會發出一個管理員帳戶給公司用戶。管理員帳戶只是用以建立及維護公司的

操作員帳戶。期後，公司應使用操作員帳戶經電子業務系統提交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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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用電子業務系統的帳戶 

已註冊的用戶可登入電子業務系統以使用專為他們提供的自動批核網上申請、網上自動轉賬

繳費、自行列印許可證／證書、網上查詢申請進度等功能。用戶可以使用密碼或「智方便」

登入本系統。 

7.1 登入電子業務系統 

在使用電子業務系統前，敬請用戶參照客戶入門網站中“關於電子業務系統”的建議所需系

統裝備您的電腦，以取得最佳效果。詳情請瀏覽客戶入門網站的「關於電子業務系統」部分。 

 密碼政策 

7.1.1

7.1.1.1 可接受字符、密碼長度 

- 接受大小寫混合的字母、數字和特殊字符 

- 最少 8 個字符 

- 最多 16 個字符 

7.1.1.2 密碼歷程記錄 

- 先前已設置的8個密碼不得重複使用 

7.1.1.3 密碼最長期限 

- 90 天 

7.1.1.4 密碼複雜度要求 

- 至少 1 個大寫和小寫字符 

- 至少 1 個特殊字符：！ @#$% ^ & * _ ~ . 

7.1.1.5 鎖定 

- 當用戶嘗試 5 次登入並顯示無效登入後，帳戶會被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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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碼登入電子業務系統 

7.1.2

步驟 說明 

1 以瀏覽器進入電子業務系統的客戶入門網站 https://ebs.mardep.gov.hk。 

2 

 

按右上方的“登入”按鈕 。 

3 瀏覽器將被轉到“登入”頁面，並要求輸入帳戶信息。 

 

 已登記的船務代理、貨物代理，或法律／審計公司用戶，請輸入用戶號碼

(以前稱為船務公司代碼)，登入名稱及密碼，然後按“密碼登入”按鈕。 

 已登記的船主或船長的用戶，請分別輸入“SO”或“SM”於用戶號碼欄，然後

輸入登入名稱及密碼，並按“密碼登入”按鈕。 

 「智方便」登入電子業務系統 

7.1.3

用戶可使用單一數碼身分，簡單安全地登入和瀏覽各項政府和商業網上服務，避免因管理不

同的用戶名稱及密碼所帶來的煩惱，令日常生活更方便。此外，桌面網頁瀏覽器，移動網頁

瀏覽器和「智方便」流動應用程式均支持該功能。 

https://ebs.mardep.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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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1 環境需求 

要 使 用 「 智 方 便 」 登 入 電 子 業 務 系 統 ， 用 戶 應 遵 循 「 智 方 便 」 網 站

（https://www.iamsmart.gov.hk/tc/reg.html）指南進行下載和註冊。另外，在使用電子業務系

統前，我們建議所需系統要求，詳情請瀏覽客戶入門網站的「關於電子業務系統」部分。 

7.1.3.2 限制事項 

「智方便」系統具有監測機制以確保每個香港身份證號碼只能登記一個戶口，而每部流動電

話只可以綁定一個「智方便」戶口。 「智方便」是以個人名義申請，只供登記用戶本人使

用。 

7.1.3.3 在桌面網頁瀏覽器上使用「智方便」登入系統 

步驟 說明 

1 以桌面網頁瀏覽器進入電子業務系統的客戶入門網站 https://ebs.mardep.gov.hk。 

2 

 

按右上方的“登入”按鈕 。 

3 桌面網頁瀏覽器將被轉到“登入”頁面，並要求輸入帳戶信息。 

https://www.iamsmart.gov.hk/tc/reg.html
https://ebs.mardep.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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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說明 

 

按「智方便」登入按鈕。 

4 桌面網頁瀏覽器將被轉到「智方便」系統，並顯示二維碼以供「智方便」流動應用

程式掃描。 

 

5 請在您的手機上打開「智方便」流動應用程式。 然後點擊「智方便」流動應用程

式中的掃描按鈕，然後掃描二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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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說明 

 

6 完成掃描二維碼後，流動應用程式將顯示身份驗證頁面。 請按繼續按鈕，然後在

成功登入的屏幕上點擊確定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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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說明 

 

7 對於首次使用「智方便」登入，您需要綁定你的「智方便」帳戶到電子業務系統。 

請注意，「智方便」帳戶是數碼身份，綁定的電子業務系統帳戶不得與其他用戶共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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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說明 

 

輸入用戶號碼，登入名稱及密碼，然後按“綁定”按鈕。 

註：每個「智方便」帳戶只能綁定到一個電子業務系統帳戶，反之亦然。 

7.1.3.4 在移動網頁瀏覽器上使用「智方便」登入系統 

步驟 說明 

1 以移動網頁瀏覽器進入電子業務系統的客戶入門網站 https://ebs.mardep.gov.hk。 

https://ebs.mardep.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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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說明 

2 

 

按右上方選單中的“登入”按鈕 。 

3 移動網頁瀏覽器將被轉到“登入”頁面，並要求輸入帳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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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說明 

 

按「智方便」登入按鈕。 

4 移動網頁瀏覽器將轉到「智方便」系統，然後按打開「智方便」按鈕進行身份驗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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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說明 

 

5 完成掃描二維碼後，流動應用程式將顯示身份驗證頁面。 請按繼續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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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說明 

 

6 對於首次使用「智方便」登入，您需要綁定你的「智方便」帳戶到電子業務系統。 

請注意，「智方便」帳戶是數碼身份，綁定的電子業務系統帳戶不得與其他用戶共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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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說明 

 

輸入用戶號碼，登入名稱及密碼，然後按“綁定”按鈕。 

註：每個「智方便」帳戶只能綁定到一個電子業務系統帳戶，反之亦然。 

7.1.3.5 在「智方便」流動應用程式上使用「智方便」登入系統 

步驟 說明 

1 打開並登入「智方便」流動應用程式。 

2 點擊中間屏幕上的搜尋欄，然後在搜索頁面上輸入“ eBS”。 搜尋完成後，請點

擊結果列表中的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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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說明 

 

3 請點擊電子業務系統資訊頁面上的“打開”按鈕，「智方便」流動應用程式將轉到

預設的移動網頁瀏覽器登入到電子業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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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說明 

 

4 對於首次使用「智方便」登入，您需要綁定你的「智方便」帳戶到電子業務系統。 

請注意，「智方便」帳戶是數碼身份，綁定的電子業務系統帳戶不得與其他用戶共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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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說明 

 

輸入用戶號碼，登入名稱及密碼，然後按“綁定”按鈕。 

註：每個「智方便」帳戶只能綁定到一個電子業務系統帳戶，反之亦然。 

7.2 首次登入 

用戶必須在首次登入電子業務系統，或在管理員/電子業務系統支援小組重置密碼後更改密

碼。 

步驟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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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說明 

1 

 

輸入本來的密碼，然後再入兩次新設的密碼。 

2 按“遞交”按鈕。 

3 新設的密碼將會在下一次登入時生效。 

4 在密碼更新後，你必須登出和再次登入。 

7.3 忘記操作員帳戶的密碼 

 透過帳戶管理員重置密碼 
7.3.1

如操作員忘記了帳戶密碼，他/她可以向所屬公司的帳戶管理員提出要求，以重置密碼。 

 自設密碼 

7.3.2

如操作員忘記了帳戶密碼，他/她可以遞交忘記密碼表格，以進行自設密碼。 

步驟 說明 

1 在“忘記密碼”頁面，輸入用戶號碼 或 船務公司代碼、登入名稱及驗證碼，然後

按“遞交”按鈕。 

2 密碼重設程序將會發送到操作員登記的電子郵件地址。 

3 操作員可以通過電子郵件內的頁面，重新設定新密碼。 

4 在“自設密碼”頁面，輸入新設密碼及重入新設密碼，然後按“遞交”按鈕。 

5 新設的密碼將會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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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忘記管理員帳戶的密碼 

 透過電子業務系統的支援小組重置密碼 

7.4.1

如管理員忘記了帳戶密碼，他／她可以電話或電郵聯絡電子業務系統的支援小組以重置密碼。

重置密碼時，該管理員應向電子業務系統的支援小組提供以下資料以核實身份： 

 用戶號碼（船務代理、貨物代理、法律／審計公司）或登入名稱（船主／船長）； 

 英文或中文姓名；及 

 商業登記證編號／企業證書號碼 （船務代理、貨物代理、法律／審計公司）或香港

身份證／旅遊證件號碼（船主／船長）。 

 

在核實身份後，電子業務系統的支援小組會重置管理員帳戶的密碼。新的密碼都會於重置密

碼後傳送到已登記的電郵帳戶。 

 自設密碼 
7.4.2

如管理員忘記了帳戶密碼，他/她可以遞交忘記密碼表格，以進行自設密碼。 

步驟 說明 

1 在“忘記密碼”頁面，輸入用戶號碼 或 船務公司代碼、登入名稱及驗證碼，然後

按“遞交”按鈕。 

2 密碼重設程序將會發送到管理員登記的電子郵件地址。 

3 管理員可以通過電子郵件內的頁面，重新設定新密碼。 

4 在“自設密碼”頁面，輸入新設密碼及重入新設密碼，然後按“遞交”按鈕。 

5 新設的密碼將會生效。 

7.5 管理員帳戶操作 

 建立新的操作員帳戶 

7.5.1

操作員帳戶只可由帳戶管理員建立。操作員帳戶的數目不設上限。帳戶管理員應建立操作員

帳戶以處理日常運作。以下為建立新操作員帳戶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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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說明 

1 以帳戶管理員身份登入電子業務系統，然後進入“用戶管理”頁面。 

路徑：主頁＞用戶檔案＞管理級用戶 

2 在“用戶管理”頁面，按“新增”按鈕以建立新的操作員帳戶。 

3 輸入下列操作員的帳戶資料，然後按“新增”按鈕以建立該帳戶： 

 用戶身份–操作員的登入名稱 

 密碼–操作員的預置密碼。操作員必須在首次登入時更改密碼。 

 英文姓名–操作員的英文姓名。 

 中文姓名–操作員的中文姓名。 

 電子郵件地址–該操作員的有效電子郵件地址。所有發給該操作員的電郵通

知將會送到此電子郵件地址。 

 聯絡電話–該操作員的手提電話號碼或辦公室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該操作員的傳真號碼。 

 容許自動轉賬？–表明是否容許該操作員在遞交申請時選用自動轉賬繳費。 

 瀏覽所有申請–表明是否容許該操作員檢示其他操作員的交易。如設定為

“使無效”，該操作員只可檢示自己已往遞交的申請。 

 狀況–操作員帳戶的狀況。如設定為“使無效”，該操作員將不可登入電子

業務系統。如該操作員帳戶已不再需要（例如該操作員已離職），我們建議

應該立刻將該操作員帳戶設定為無效。 

 建立新的操作員帳戶（只適用於香港註冊船戶口） 

7.5.2

操作員帳戶只可由帳戶管理員建立。操作員帳戶的數目不設上限。帳戶管理員應建立操作員

帳戶以處理日常運作。以下為建立新操作員帳戶的步驟。 

步驟 說明 

1 以帳戶管理員身份登入電子業務系統，然後進入“用戶管理”頁面。 

路徑：主頁＞用戶檔案＞管理級用戶 

2 在“用戶管理”頁面，按“新增”按鈕以建立新的操作員帳戶。 

3 輸入下列操作員的帳戶資料，然後按“新增”按鈕以建立該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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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說明 

 用戶身份–操作員的登入名稱。 

 密碼–操作員的預置密碼。操作員必須在首次登入時更改密碼。 

 英文姓名–操作員的英文姓名。 

 中文姓名–操作員的中文姓名。 

 電子郵件地址–該操作員的有效電子郵件地址。所有發給該操作員的電郵通

知將會送到此電子郵件地址。 

 聯絡電話–該操作員的手提電話號碼或辦公室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該操作員的傳真號碼。 

 容許自動轉賬？–表明是否容許該操作員在遞交申請時選用自動轉賬繳費。 

 瀏覽所有申請–表明是否容許該操作員檢示其他操作員的交易。如設定為

“使無效”，該操作員只可檢示自己已往遞交的申請。 

 狀況–操作員帳戶的狀況。如設定為“使無效”，該操作員將不可登入電子

業務系統。如該操作員帳戶已不再需要（例如該操作員已離職），我們建議

應該立刻將該操作員帳戶設定為無效。 

 用戶身份–操作員的類型。 

 修改操作員帳戶 
7.5.3

管理員帳戶可修改操作員的帳戶資料。以下為修改操作員帳戶資料的所須步驟: 

步驟 說明 

1 在“用戶管理”頁面，選取操作員，然後按“修改”按鈕。 

路徑：主頁＞用戶檔案＞管理級用戶＞修改用戶資料 

2 更改操作員的帳戶資料，然後按下“更新”按鈕。 

註：當「智方便」帳戶選項從“開啟”更改為“關閉”或狀況選項從“有效”更改

為“使無效”時，「智方便」帳戶會解除綁定。 

 重置操作員帳戶的密碼 

7.5.4

只有帳戶管理員帳戶可重置操作員帳戶的密碼。因此，電子業務系統的支援小組不能重置操

作員帳戶的密碼。以下為重置操作員帳戶密碼的所須步驟: 



第三代電子業務系統 

客戶入門網站 用户手册  使用電子業務系統的帳戶 

版本: 3.11 2022年 07月 06 日 23 

步驟 說明 

1 在“用戶管理”頁面，選取操作員，然後按“重置密碼”按鈕。 

路徑：主頁＞用戶檔案＞用戶管理 

2 輸入新設的密碼，然後再次輸入新設密碼以確認，再按“遞交”按鈕。 

 於操作員戶口分配權限 

7.5.5
只有帳戶管理員可於操作員戶口分配權限。因此，電子業務系統的支援小組不能更改操作員

帳戶的權限。以下為更改操作員帳戶權限的所須步驟: 

步驟 說明 

1 在“用戶管理”頁面，選取操作員，然後按“權限管理”按鈕。 

路徑：主頁＞用戶檔案＞管理級用戶 

2 選擇所需要的權限，然後按“遞交”按鈕。 

7.6 一般帳戶操作 

 主頁 
7.6.1

主頁是在成功登入本系統後的第一個頁面。如你的帳戶已被設為無效、或輸入的密碼已過期，

或輸入錯誤的帳戶資料，你將不能看到此頁。 

 

此頁會顯示一些重要的告示，例如你之前未有以正常方法登出系統的警告。 

 用戶檔案 

7.6.2

用戶檔案是顯示用戶檔案內容的頁面，包括英文姓名、中文姓名、電子郵件地址、聯絡電話，

及傳真號碼。用戶可自行更新自己的用戶檔案。 

步驟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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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說明 

1 

 

註：‘＊＇為必須提供的資料。 

當「智方便」帳戶選項從“開啟”更改為“關閉”時，「智方便」帳戶會解除綁定。 

路徑：主頁＞用戶檔案＞用戶檔案內容 

2 按下“更改”按鈕以更新用戶資料。 

 更改密碼 

7.6.3

用戶可隨時在電子業務系統更改自己的密碼。請注意密碼是有大小寫區別的。我們建議用戶

設定優質的密碼，並將你的密碼保密。下列為優質密碼的特質: 

 密碼最少由 8個符號組成，最多 16 個字符 

 密碼應該混合大小寫字母，並包含字母和非字母(數字或標點符號，例如 ！ @#$% ^ 

& * _ ~) 

 密碼應該難以被猜出但易於記憶 

 密碼不應基於個人資料，例如出生日期、電話等 

 密碼不應由鍵盤的排列的鍵產生出來，例如“wert” 

 密碼不應包含連續同一的符號，亦不應只包含數字或字母 

 密碼不應使用由字典選出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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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更改密碼的步驟: 

步驟 說明 

1 路徑：主頁＞用戶檔案＞更改密碼 

2 輸入舊有的密碼，然後輸入兩次新設的密碼，再按“遞交”按鈕。 

3 新設的密碼會在下一次登入時生效。 

 觀看登入歷史 

7.6.4觀看登入歷史是顯示最後十次之登入記錄的功能。 

步驟 說明 

1 

 

路徑：主頁＞用戶檔案＞觀看登入歷史 

 登出 

7.6.5

我們強烈建議用戶在使用本系統後，即時登出本系統，以保護你的帳戶資料及公司記錄。 

步驟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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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說明 

1 

 

按“登出”按鈕以安全地登出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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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電子業務系統的服務 

本系統專為已註冊用戶提供自動批核網上申請、網上自動轉賬繳費、自行列印許可證／證書、

網上查詢申請進度等服務。 

8.1 自動轉賬戶口狀況 

如欲全面享用電子業務系統的好處，我們建議用戶登記自動轉賬服務。選用了自動轉賬服務，

用戶便可在申請批核後，即時取得相關的許可證或文件，而無須等待人手結帳。 

步驟 說明 

1 路徑：主頁＞狀況查詢＞自動轉賬戶口狀況 

2 “自動轉賬戶口狀況”功能會告訴用戶是否可以使用自動轉賬服務。 

 

登記自動轉賬服務？［是｜否］ 

 是–用戶已登記使用自動轉賬服務 

 否–用戶未登記使用自動轉賬服務 

 

自動轉賬功能生效？［使生效｜使無效］ 

 使生效–用戶可使用自動轉賬服務繳費 

 使無效–用戶不可使用自動轉賬服務繳費 

8.2 申請狀況 

申請狀況頁面會列出用戶過去遞交給電子業務系統的三百個申請。除了可以等待電郵通知外，

用戶亦可在此頁面主動檢查已遞交的申請的進度，及重新下載許可證及文件。 

步驟 說明 

1 路徑：主頁＞狀況查詢＞申請狀況 

2 按下“參考編號”從而開啟申請結果頁面。 

3 選取申請，然後按下“下載繳費單”或“下載文件”的按鈕從而下載所需的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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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說明 

案。 

 

 變更付款方法 

8.2.1

變更付款方法是變更未付款項的付款方法。要變更付款方法，該申請必須要已被批准並且付

款狀況是待付。下列表格顯示可變更付款方法的模式。 

 至 

電子繳費選項 現金／支票 自動轉賬 結存戶口 

由 

電子繳費選項 不適用    

現金／支票  不適用   

自動轉賬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結存戶口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注意：如申請被批准及該項申請的付款方法是自動轉賬或結存戶口，該付款狀況會被視為已

付。因此，變更付款方法服務在這種情況下是不被允許的。 

步驟 說明 

1 選取申請，然後按下“變更付款方法”的按鈕從而變更相關的付款方法。 

2 

 



第三代電子業務系統 

客戶入門網站 用户手册  電子業務系統的服務 

版本: 3.11 2022年 07月 06 日 29 

步驟 說明 

在“新的付款方法”下拉列表中，選取新的付款方法並按下“遞交”按鈕。 

3 

 

如新的付款方法不是電子繳費選項，變更付款方法的結果會於按下“遞交”按鈕後

顯示。 

如新的付款方法是電子繳費選項，頁面在按下“遞交”按鈕後將會被導向至電子付

款服務供應商頁面。 

 再次結算不成功的電子繳費費用 
8.2.2

如果未能成功結算電子繳費費用，你可以再次結算。 

步驟 說明 

1 路徑：主頁＞狀況查詢＞申請狀況 

2 選取申請，然後按下“結算費用”的按鈕從而再次結算費用。 

8.3 交易記錄查詢 

交易記錄查詢頁面可讓使用者查閱該公司在電子業務系統上的付款記錄。透過輸入搜尋條件，

頁面將會列出登入使用者所屬公司的最近 300個符合搜尋條件的交易記錄。 

步驟 說明 

1 路徑：主頁＞狀況查詢＞交易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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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說明 

2 輸入屬意的搜尋條件。然後按“搜尋”以列出交易記錄。 

8.4 可用的服務 

已登記的用戶可利用電腦遞交包括海事處、衞生署及入境事務處的申請。本系統會根據用戶

的登記業務性質，列出相關的服務。 

 

一般而言，船務代理、船主及船長可使用出入口手續服務、自由無疫通行證服務，及到達前

知會服務等﹔而貨物代理則可使用危險貨物艙單服務。 

 

下列為已登記用戶可用的服務: 

服務種類 表格編號 表格名稱 

出入口手續 eBS0001  到達前知會 （進港前） 

eBS0001 更新預計到達時間（遠洋船） 

eBS0002 申報抵港 （遠洋船） 

eBS0003 本地船隻出入境申報表 

eBS0004 申報離港 （遠洋船） 

eBS0008 「多程進港許可證」申請表 – 單次與多次適用 （本地

船隻） 

eBS9031 出港證 （遠洋船） 延期 ／ 變更港口 

eBS9032 出港證 （本地船隻） 延期 ／ 變更港口 

eBS9061 綜合許可證 （本地船隻） 延期 

eBS9071 多次出入口記錄申請 （本地船隻） 

eBS9081 多次進出口許可證申請 （本地船隻） 

eBS9082 多次出入口許可證申請 （高速客運船隻） 

eBS9171 電子證書提交（遠洋船） 

 高速客運船隻多次出入口付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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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種類 表格編號 表格名稱 

 船隻細項查詢 

修船許可證 eBS0007 修船許可證 

eBS9161 多次申請修船許可證 

危險貨物艙單及
許可證 

eBS9050 危險貨物艙單 

eBS0012 第一類危險品（爆炸品）移走許可證申請（本地船隻） 

eBS0013 運載危險品（非第一類及第七類）許可證申請（本地船隻） 

eBS9131 通報表格 

eBS9132 通報表格（資料更正） 

eBS9133 取消現有通報 

船舶註冊 eBS0006 查閱記錄冊（本地註冊船隻）記錄申請 

貨船安全 eBS9101 免除申請 

eBS9102 延長現有免除 

eBS9103 完成現有免除 

海員及考試 eBS9091 申請簽發海員執照 

預辦入境檢查 eBS0020 入境事務處預辦入境檢查申請書（遠洋船）申請 

eBS0021 入境事務處預辦入境檢查申請書（內地內河及沿海貨船） 

申請 

eBS0022 入境事務處預辦入境檢查申請書（遠洋船）再次申請 

eBS0023 入境事務處預辦入境檢查申請書（內地內河及沿海貨船） 

再次申請 

自由無疫通行證 eBS9010 申請自由無疫通行證（遠洋船） 

eBS9011 申請自由無疫通行證（內河貨船及內河客船） 

eBS9011 多次申請自由無疫通行證（內河貨船及內河客船） 

本地船舶服務 eBS9181 請求委聘通知書的驗證號碼 

eBS9181 委聘通知書提交 

eBS9182 請求預先填寫的檢驗聲明表格 

eBS9182 檢驗聲明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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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使用服務 

在登入系統後，系統會就根據用戶登記的業務性質，在“表格遞交”頁面列出相關的服務。你

可透過提供的服務向不同的政府部門遞交申請。 

 eBS0001 – 到達前知會（進港前） 

8.5.1
步驟 說明 

1 在“服務”頁面，按“eBS0001–到達前知會（進港前）”旁的“申請”按鈕。 

2 

 

使用不同的搜尋條件來搜尋船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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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說明 

3 

 

系統會根據選取的船隻種類，開啟 PAN/TAN/PASI 的表格。 

4 輸入表格所須資料，然後按“繼續”按鈕。 

5 

 

於遞交申請前，申請人可下載 PDF 預覽申請內容。在確定內容後，點選聲明部分

的方格，然後按“遞交”按鈕遞交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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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說明 

6 如你的申請成功遞交，將會即時在頁面見到批核結果。 

7 如申請獲得批准，申請人會在預先登記的電郵帳戶收到到達前知會的批核結果。 

 eBS0001 – 更新預計到達時間（遠洋船） 

8.5.2步驟 說明 

1 在“服務”頁面，按“eBS0001–更新預計到達時間（遠洋船）”旁的“申請”按

鈕。 

2 

 

輸入新的預計到達時間，然後按下“遞交”按鈕。 

註：每艘遠洋船只可在進港前到達前知會申請中紀錄一個未完結的航程。 

3 

 

如申請獲得批准，新的預計到達時間會即時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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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S0002 – 申報抵港（遠洋船） 

8.5.3

步驟 說明 

1 在“服務”頁面，按“eBS0002–申報抵港（遠洋船）”旁的“申請”按鈕。 

2 使用不同的搜尋條件來搜尋船隻。 

3 

 

輸入表格所須資料，然後按下“繼續”按鈕。 

4 於遞交申請前，申請人可下載 PDF 預覽申請內容。在確定內容後，點選聲明部分

的方格，然後按“遞交”按鈕遞交申請。 

5 如你的申請成功遞交，將會即時在頁面見到批核結果。 

6 如申請獲得批准，申請人會在預先登記的電郵帳戶收到遠洋船申報抵港的批核結

果。 

 eBS0003 – 本地船隻出入境申報表 

8.5.4

步驟 說明 

1 在“服務”頁面，按“eBS0003–本地船隻出入境申報表”旁的“申請”按鈕。 

2 使用不同的搜尋條件來搜尋船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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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說明 

3 

 

選擇服務類別［到達｜離港］ 

 到達–申報本地船隻入境。必須於下拉列表中選擇到達港口。 

 離港–申報本地船隻出境。必須於下拉列表中選擇離港港口。 

 

註：系統會根據不同的到達港口、離港港口，及船隻種類開啟合適的表格。 

 

使用多程進港許可證［是｜否］ 

 是–使用多程進港許可證。必須輸入多程進港許可證編號。 

 否–不使用多程進港許可證 

 

七日許可［是｜否］ 

 是–申請為期 7 天的綜合許可證 

 否–申請為期 4 天的綜合許可證 

 

填寫上述資料後，按下“繼續”按鈕。 

4 如使用多程進港許可證，請輸入最後一程的實際離港時間然後按“繼續”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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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輸入表格所須資料，然後按下“繼續”按鈕。 

6 

 

於遞交申請前，申請人可下載 PDF 預覽申請內容。在確定內容後，點選聲明部分

的方格，然後按“遞交”按鈕遞交申請。 

7 如申請獲得批准，將會即時顯示確認付款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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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付款方式：［自動轉賬｜現金／支票｜繳費靈］ 

 自動轉賬–以自動轉賬方式付款。如你的申請獲得批准，可即時得到所須的

許可證／文件。 

 現金／支票–以現金／支票方式付款。你必須要等待人手結算後，方可得到

所須的許可證／文件。 

 繳費靈–以繳費靈方式付款。如你的繳費靈線上付款交易被接納，可即時得

到所須的許可證／文件。 

 

按“確認”按鈕以確認所須費用或按下“拒絕”按鈕以取消申請。 

 

如付款方法是電子付款選項，在按下“確認”按鈕後頁面將會被轉向至電子付款服

務供應商頁面。 

8 如你的申請成功遞交，將會即時在頁面見到批核結果。 

9 如申請獲得批准，申請人會在預先登記的電郵帳戶收到內附許可證及繳費單的本地

船隻出入境申請的批核結果。 

10 申請人或可到“申請狀況”頁面下載繳費單、許可證，及文件。 

 eBS0004 – 申報離港（遠洋船） 

8.5.5

步驟 說明 

1 在“服務”頁面，按“eBS0004–申報離港 （遠洋船）”旁的“申請”按鈕。 

2 使用不同的搜尋條件來搜尋船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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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輸入表格所須資料，然後按“繼續”按鈕。 

4 

 

於遞交申請前，申請人可下載 PDF 預覽申請內容。在確定內容後，點選聲明部分

的方格，然後按“遞交”按鈕遞交申請。 

5 如你的申請成功遞交，將會即時在頁面見到批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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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申請獲得批准，申請人會在預先登記的電郵帳戶收到遠洋船申報離港申請的批核

結果。 

 eBS0006 – 查閱記錄冊（本地註冊船隻）記錄申請 

8.5.6
步驟 說明 

1 在“服務”頁面，按“eBS0006–查閱記錄冊（本地註冊船隻）記錄申請”旁的

“申請”按鈕。 

2 使用不同的搜尋條件來搜尋船隻。 

3 輸入表格所須資料，然後按“繼續”按鈕。 

4 於遞交申請前，申請人可下載 PDF 預覽申請內容。在確定內容後，點選聲明部分

的方格，然後按“遞交”按鈕遞交申請。 

5 如申請獲得批准，將會即時顯示確認付款頁面。 

 

選取付款方式：［自動轉賬｜現金／支票｜繳費靈｜Visa/Mastercard/JCB｜銀聯］ 

 自動轉賬–以自動轉賬方式付款。如你的申請獲得批准，可即時得到所須的

許可證／文件。 

 現金／支票–以現金／支票方式付款。你必須要等待人手結算後，方可得到

所須的許可證／文件。 

 繳費靈–以繳費靈方式付款。如你的繳費靈線上付款交易被接納，可即時得

到所須的許可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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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a/Mastercard/JCB 線上付款交易被接納，可即時得到所須的許可證／文

件。 

 銀聯–以銀聯方式付款。如你的銀聯線上付款交易被接納，可即時得到所須

的許可證／文件。 

 

在“付款詳情”頁面，按“確認”按鈕以繼續申請，或按“拒絕”按鈕以取消申

請。 

 

如付款方法是電子付款選項，在按下“確認”按鈕後頁面將會被轉向至電子付款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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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供應商頁面。 

6 如申請獲得批准，申請人會在預先登記的電郵帳戶收到內附記錄冊記錄及繳費單的

查閱本地註冊船隻記錄申請的的批核結果。 

7 申請人或可到“申請狀況”頁面下載相同的繳費單及記錄冊記錄。 

 eBS0007 – 修船許可證 

8.5.7步驟 說明 

1 在“服務”頁面，按“eBS0007–修船許可證”旁的“申請”按鈕。 

2 使用不同的搜尋條件來搜尋船隻。 

3 

 

輸入表格所須資料，然後按“繼續”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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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於遞交申請前，申請人可下載 PDF 預覽申請內容。在確定內容後，點選聲明部分

的方格，然後按“遞交”按鈕遞交申請。 

5 如你的申請成功遞交，將會即時在頁面見到批核結果。 

6 如申請獲得批准，申請人會在預先登記的電郵帳戶收到內附許可證的修船許可申請

的批核結果。 

7 申請人或可到“申請狀況”頁面下載相同的許可證。 

 eBS0008 – 「多程進港許可證」申請表 - 單次與多次適用（本地船隻） 

8.5.8

步驟 說明 

1 在“服務”頁面，按“eBS0008–「多程進港許可證」申請表–單次與多次適用 

（本地船隻）”旁的“申請”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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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新增多程進港許可證詳情”按鈕，輸入新增船隻。 

使用不同的搜尋條件來搜尋船隻。 

 

註：你每次最多可為五艘不同的船隻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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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表格所須資料，然後按“繼續”按鈕。 

3 

 

於遞交申請前，申請人可下載 PDF 預覽申請內容。在確定內容後，點選聲明部分

的方格，然後按“遞交”按鈕遞交申請。 

4 如申請獲得批准，將會即時顯示確認付款頁面。 

 

選取付款方式：［自動轉賬｜現金／支票｜繳費靈］ 

 自動轉賬–以自動轉賬方式付款。如你的申請獲得批准，可即時得到所須的

許可證／文件。 

 現金／支票–以現金／支票方式付款。你必須要等待人手結算後，方可得到

所須的許可證／文件。 

 繳費靈–以繳費靈方式付款。如你的繳費靈線上付款交易被接納，可即時得

到所須的許可證／文件。 

 

按“確認”按鈕以繼續申請，或按“拒絕”按鈕以取消申請。 

 

如付款方法是電子付款選項，在按下“確認”按鈕後頁面將會被轉向至電子付款服

務供應商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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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你的申請成功遞交，將會即時在頁面見到批核結果。 

6 如申請獲得批准，申請人會在預先登記的電郵帳戶收到內附許可證及繳費單的多程

進港許可證申請的批核結果。。 

7 申請人或可到“申請狀況”頁面下載相同的繳費單、許可證，及文件。 

 eBS0012 – 第一類危險品（爆炸品）移走許可證申請（本地船隻） 

8.5.9步驟 說明 

1 在“服務”頁面，按“eBS0012–第一類危險品（爆炸品）移走許可證申請（本地

船隻）”旁的“申請”按鈕。 

2 使用不同的搜尋條件來搜尋船隻。 

3 

 

輸入表格所須資料，然後按“繼續”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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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於遞交申請前，申請人可下載 PDF 預覽申請內容。在確定內容後，點選聲明部分

的方格，然後按“遞交”按鈕遞交申請。 

5 如申請獲得批准，將會即時顯示確認付款頁面。 

 

選取付款方式：［自動轉賬｜現金／支票｜繳費靈］ 

 自動轉賬–以自動轉賬方式付款。如你的申請獲得批准，可即時得到所須的

許可證／文件。 

 現金／支票–以現金／支票方式付款。你必須要等待人手結算後，方可得到

所須的許可證／文件。 

 繳費靈–以繳費靈方式付款。如你的繳費靈線上付款交易被接納，可即時得

到所須的許可證／文件。 

 

按“確認”按鈕以繼續申請，或按“拒絕”按鈕以取消申請。 

 

如付款方法是電子付款選項，在按下“確認”按鈕後頁面將會被轉向至電子付款服

務供應商頁面。 

6 如你的申請成功遞交，將會即時在頁面見到批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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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申請獲得批准，申請人會在預先登記的電郵帳戶收到內附許可證及繳費單的第一

類危險品（爆炸品）移走許可證申請（本地船隻）的批核結果。 

8 申請人或可到“申請狀況”頁面下載繳費單及許可證。 

 eBS0013 – 運載危險品（非第一類）許可證申請（本地船隻） 

8.5.10步驟 說明 

1 在“服務”頁面，按“eBS0013 – 運載危險品（非第一類）許可證申請（本地船

隻）”旁的“申請”按鈕。 

2 使用不同的搜尋條件來搜尋船隻。 

3 

 

輸入表格所須資料，然後按“繼續”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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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於遞交申請前，申請人可下載 PDF 預覽申請內容。在確定內容後，點選聲明部分

的方格，然後按“遞交”按鈕遞交申請。 

5 如申請獲得批准，將會即時顯示確認付款頁面。 

 

選取付款方式：［自動轉賬｜現金／支票｜繳費靈］ 

 自動轉賬–以自動轉賬方式付款。如你的申請獲得批准，可即時得到所須的

許可證／文件。 

 現金／支票–以現金／支票方式付款。你必須要等待人手結算後，方可得到

所須的許可證／文件。 

 繳費靈–以繳費靈方式付款。如你的繳費靈線上付款交易被接納，可即時得

到所須的許可證／文件。 

 

按“確認”按鈕以繼續申請，或按“拒絕”按鈕以取消申請。 

 

如付款方法是電子付款選項，在按下“確認”按鈕後頁面將會被轉向至電子付款服

務供應商頁面。 

6 如你的申請成功遞交，將會即時在頁面見到批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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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申請獲得批准，申請人會在預先登記的電郵帳戶收到內附許可證及繳費單的運載

危險品（非第一類）許可證申請（本地船隻）的批核結果。 

8 申請人或可到“申請狀況”頁面下載繳費單及許可證。 

 eBS0020 – 入境事務處預辦入境檢查申請書（遠洋船）申請 

8.5.11步驟 說明 

1 在“服務”頁面，按“eBS0020–入境事務處預辦入境檢查申請書（遠洋船） 申

請”旁的“申請”按鈕。 

2 

 

在“有關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的頁面上，按“接受”按鈕以接受列出的事項，或

按“拒絕”按鈕以取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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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注意事項”的頁面上，按“接受”按鈕以接受列出的事項，或按“拒絕”按鈕

以取消申請。 

4 使用不同的搜尋條件來搜尋船隻。 

5 

 

輸入船隻的“預計抵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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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你的申請必須在船隻預計到達時間 24 小時或以前提出。 

6 

 

是否上載船員及乘客詳情？［是｜否］ 

 是–上載船員及乘客詳情。 

 否–不上載船員及乘客詳情。 

註: 

 按“指引”按鈕以參閱有關預備“船員及乘客詳情”檔案的資料。 

 按“下載船員及乘客詳情檔案 (Template)”按鈕以下載檔案樣板。 

 有關“國藉代碼”，請在“國藉代碼”參考表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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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輸入表格所須資料，然後按“繼續”按鈕。 

8 

 

於遞交申請前，申請人可下載 PDF 預覽申請內容。在確定內容後，點選聲明部分

的方格，然後按“遞交”按鈕遞交申請。 

9 該申請會由入境事務處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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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如申請獲得批准，申請人會在預先登記的電郵帳戶收到遠洋船預辦入境檢查申請書

申請的批核結果。 

11 在入境事務處批准你的申請後，你可在“申請狀況”頁面下載已批准的申請書。 

 eBS0021 – 入境事務處預辦入境檢查申請書（內地內河及沿海貨船）申請 

8.5.12步驟 說明 

1 在“服務”頁面，按“eBS0021–入境事務處預辦入境檢查申請書（內地內河及沿

海貨船）申請”旁的“申請”按鈕。 

2 

 

在“有關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的頁面上，按“接受”按鈕以接受列出的事項，或

按“拒絕”按鈕以取消申請。 

3 使用不同的搜尋條件來搜尋船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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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輸入船隻的“預計抵港時間”。 

註：你的申請必須在船隻預計到達時間 24 小時或以前提出。 

5 

 

是否上載船員及乘客詳情？［是｜否］ 

 是–上載船員及乘客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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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不上載船員及乘客詳情。 

註： 

 按“指引”按鈕以參閱有關預備“船員及乘客詳情”檔案的資料。 

 按“下載船員及乘客詳情檔案 (Template)”按鈕以下載檔案樣板。 

 有關“國藉代碼”，請下載“國藉代碼”參考表。 

6 

 

輸入表格所須資料，然後按“繼續”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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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於遞交申請前，申請人可下載 PDF 預覽申請內容。在確定內容後，點選聲明部分

的方格，然後按“遞交”按鈕遞交申請。 

8 該申請會由入境事務處跟進。 

9 如申請獲得批准，申請人會在預先登記的電郵帳戶收到內地內河／沿海貨船預辦入

境檢查申請書申請的批核結果。 

10 在入境事務處批准你的申請後，你可在“申請狀況”頁面下載已批准的申請書。 

 eBS0022 – 入境事務處預辦入境檢查申請書（遠洋船）再次申請 

8.5.13

步驟 說明 

1 在“服務”頁面，按“eBS0022–入境事務處預辦入境檢查申請書（遠洋船） 再

次申請”旁的“申請”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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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有關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的頁面上，按“接受”按鈕以接受列出的事項，或

按下“拒絕”按鈕以取消申請。 

3 

 

在“注意事項”的頁面上，按“接受”按鈕以接受列出的事項，或按“拒絕”按鈕

以取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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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輸入要取消的電子業務系統參考編號 (eBS Reference No) 。 

5 輸入船隻的“預計抵港時間”。 

註：你的申請必須在船隻預計到達時間 24 小時或以前提出。 

6 是否上載船員及乘客詳情？ ［是｜否］ 

 是–上載船員及乘客詳情。 

 否–不上載船員及乘客詳情。 

註： 

 按“指引”按鈕以參閱有關預備“船員及乘客詳情”檔案的資料。 

 按“下載船員及乘客詳情檔案 (Template)”按鈕以下載檔案樣板。 

 有關“國藉代碼”，請下載“國藉代碼”參考表。 

7 輸入表格所須資料，然後按“繼續”按鈕。 

8 於遞交申請前，申請人可下載 PDF 預覽申請內容。在確定內容後，點選聲明部分

的方格，然後按“遞交”按鈕遞交申請。 

9 該申請會由入境事務處跟進。 

10 如申請獲得批准，申請人會在預先登記的電郵帳戶收到遠洋船預辦入境檢查再次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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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的批核結果。 

11 在入境事務處批准你的申請後，你可在“申請狀況”頁面下載已批准的申請書。 

 eBS0023 – 入境事務處預辦入境檢查申請書（內地內河及沿海貨船）再次申請 

8.5.14
步驟 說明 

1 在“服務”頁面，按“eBS0023–入境事務處預辦入境檢查申請書（內地內河及沿

海貨船）再次申請”旁的“申請”按鈕。 

2 

 

在“有關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的頁面上，按“接受”按鈕以接受列出的事項，或

按下“拒絕”按鈕以取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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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輸入要取消的電子業務系統參考編號 (eBS Reference No) 。 

4 輸入船隻的“預計抵港時間”。 

註：你的申請必須在船隻預計到達時間 24 小時或以前提出。 

5 是否上載船員及乘客詳情？［是｜否］ 

 是–上載船員及乘客詳情。 

 否–不上載船員及乘客詳情。 

註： 

 按“指引”按鈕以參閱有關預備“船員及乘客詳情”檔案的資料。 

 按“下載船員及乘客詳情檔案 (Template)”按鈕以下載檔案樣板。 

 有關“國藉代碼”，請下載“國藉代碼”參考表。 

6 輸入表格所須資料，然後按“繼續”按鈕。 

7 於遞交申請前，申請人可下載 PDF 預覽申請內容。在確定內容後，點選聲明部分

的方格，然後按“遞交”按鈕遞交申請。 

8 該申請會由入境事務處跟進。 

9 如申請獲得批准，申請人會在預先登記的電郵帳戶收到內地內河／沿海貨船預辦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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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檢查再次申請的批核結果。 

10 在入境事務處批准你的申請後，你可在“申請狀況”頁面下載已批准的申請書。 

 eBS9010 – 申請自由無疫通行證 （遠洋船） 

8.5.15
步驟 說明 

1 在“服務”頁面，按“eBS9010–申請自由無疫通行證（遠洋船）”旁的“申請”

按鈕。 

2 使用不同的搜尋條件來搜尋船隻。 

3 

 

申請由五部分組成: 

 航程資料 

 過去 30 日曾到的港口 

 衛生條件 

 證書資料 

 申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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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表格所須資料，然後按“繼續”按鈕。 

4 

 

於遞交申請前，申請人可下載 PDF 預覽申請內容。在確定內容後，點選聲明部分

的方格，然後按“遞交”按鈕遞交申請。 

5 如申請獲得批准，申請人會在預先登記的電郵帳戶收到內附回覆便條的自由無疫通

行證（遠洋船）申請的批核結果。 

6 申請人或可到“申請狀況”頁面下載相同的回覆便條。 

 eBS9011 – 申請自由無疫通行證 （內河貨船及內河客船） 

8.5.16

步驟 說明 

1 在“服務”頁面，按“eBS9011–申請自由無疫通行證（內河貨船及內河客船）”

旁的“申請”按鈕。 

2 使用不同的搜尋條件來搜尋船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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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請由五部分組成: 

 航程資料 

 過去 30 日曾到的港口 

 衛生條件 

 證書資料 

 申請人資料 

 

輸入表格所須資料，然後按“繼續”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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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於遞交申請前，申請人可下載 PDF 預覽申請內容。在確定內容後，點選聲明部分

的方格，然後按“遞交”按鈕遞交申請。 

5 如申請獲得批准，申請人會在預先登記的電郵帳戶收到內附回覆便條的自由無疫通

行證（內河貨船及內河客船）申請的批核結果。 

6 申請人或可到“申請狀況”頁面下載相同的回覆便條。 

 eBS9011 – 多次申請自由無疫通行證 （內河貨船及內河客船） 

8.5.17

步驟 說明 

1 在“服務”頁面，按“多次申請自由無疫通行證（內河貨船及內河客船）”旁的

“申請”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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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載多次申請自由無疫通行證的界面檔案（XLS 模式） 

3 如果數據與模板的規格要求不匹配，錯誤信息將被顯示在底部。 

（例如，在第 3 行“乘客數目”是強制填寫） 

4 如果所有的批量申請都獲批准，申請結果頁面將會顯示申請批准。您可以從下面的

表查看每個申請的狀態。 

5 申請人會在預先登記的電郵帳戶將會收到每個自由無疫通行證（內河貨船及內河客

船）申請的批核結果。 

6 申請人或可到“申請狀況”頁面下載相同的回覆便條。 

 eBS9031 – 出港證（遠洋船）延期／變更港口 

8.5.18

步驟 說明 

1 在“服務”頁面，按“eBS9031–出港證（遠洋船）延期／變更港口”旁的“申

請”。 

2 使用不同的搜尋條件來搜尋船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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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說明 

3 

 

輸入表格所須資料，然後按“繼續”按鈕。 

4 

 

於遞交申請前，申請人可下載 PDF 預覽申請內容。在確定內容後，點選聲明部分

的方格，然後按“遞交”按鈕遞交申請。 

5 如你的申請成功遞交，將會即時在頁面見到批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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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申請獲得批准，申請人會在預先登記的電郵帳戶收到遠洋船出港證延期／變更港

口申請的批核結果。 

7 申請人或可到“申請狀況”頁面下載許可證。 

 eBS9032 – 出港證（本地船隻）延期／變更港口 

8.5.19步驟 說明 

1 在“服務”頁面，按“eBS9032–出港證（本地船隻）延期／變更港口” 

旁的“申請”按鈕。 

2 使用不同的搜尋條件來搜尋船隻。 

3 

 

輸入表格所須資料，然後按“繼續”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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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於遞交申請前，申請人可下載 PDF 預覽申請內容。在確定內容後，點選聲明部分

的方格，然後按“遞交”按鈕遞交申請。 

5 如申請獲得批准，將會即時顯示確認付款頁面。 

 

選取付款方式：［自動轉賬｜現金／支票｜繳費靈］ 

 自動轉賬–以自動轉賬方式付款。如你的申請獲得批准，可即時得到所須的

許可證／文件。 

 現金／支票–以現金／支票方式付款。你必須要等待人手結算後，方可得到

所須的許可證／文件。 

 繳費靈–以繳費靈方式付款。如你的繳費靈線上付款交易被接納，可即時得

到所須的許可證／文件。 

 

在“付款詳情”頁面，按“確認”按鈕以繼續申請，或按“拒絕”按鈕以取消申

請。 

 

如付款方法是電子付款選項，在按下“確認”按鈕後頁面將會被轉向至電子付款服

務供應商頁面。 

6 如你的申請成功遞交，將會即時在頁面見到批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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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申請獲得批准，申請人會在預先登記的電郵帳戶的收到內附繳費單及許可證本地

船隻出港證延期／變更港口申請的批核結果。。 

8 申請人或可到“申請狀況”頁面下載繳費單、許可證，及文件。 

 eBS9050 – 危險貨物艙單 

8.5.20步驟 說明 

1 在“服務”頁面，按“eBS9050–危險貨物艙單”旁的“申請”按鈕。 

2 使用不同的搜尋條件來搜尋船隻。 

3 

 

在輸入“航程資料”、“估計到港日期”及“繫泊位置”後，按“新增”按鈕以加

入“危險物質”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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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搜尋聯合國編號。 

5 輸入“危險物質”的資料。 

6 

 

如需輸入貨櫃資料，請選取危險物質並按下“貨櫃”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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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輸入“貨櫃資料”，然後按“保存”按鈕，或按下“保存和新增”鍵以加入另一貨

櫃資料。 

8 按下“繼續”按鈕以遞交危險貨物艙單。 

9 於遞交申請前，申請人可下載 PDF 預覽申請內容。在確定內容後，點選聲明部分

的方格，然後按“遞交”按鈕遞交申請。 

10 如你的申請成功遞交，將會即時在頁面見到批核結果。 

11 如申請獲得批准，申請人會在預先登記的電郵帳戶收到內附確認文件的危險貨物艙

單申請的批核結果。 

12 申請人或可到“申請狀況”頁面下載確認文件。 

 eBS9061 – 綜合許可證（本地船隻）延期 

8.5.21

步驟 說明 

1 在“服務”頁面，按“eBS9061–綜合許可證（本地船隻）延期”旁的“申請”按

鈕。 

2 使用不同的搜尋條件來搜尋船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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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輸入表格所須資料，然後按“繼續”按鈕。 

4 於遞交申請前，申請人可下載 PDF 預覽申請內容。在確定內容後，點選聲明部分

的方格，然後按“遞交”按鈕遞交申請。 

5 如申請獲得批准，將會即時顯示確認付款頁面。 

 

選取付款方式：［自動轉賬｜現金／支票｜繳費靈］ 

 自動轉賬–以自動轉賬方式付款。如你的申請獲得批准，可即時得到所須的

許可證／文件。 

 現金／支票–以現金／支票方式付款。你必須要等待人手結算後，方可得到

所須的許可證／文件。 

 繳費靈–以繳費靈方式付款。如你的繳費靈線上付款交易被接納，可即時得

到所須的許可證／文件。 

 

在“付款詳情”頁面，按“確認”按鈕以繼續申請，或按“拒絕”按鈕以消取申

請。 

 

如付款方法是電子付款選項，在按下“確認”按鈕後頁面將會被轉向至電子付款服

務供應商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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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你的申請成功遞交，將會即時在頁面見到批核結果。 

7 如申請獲得批准，申請人會在預先登記的電郵帳戶收到內附繳費單及許可證的本地

船隻綜合許可證延期申請的批核結果。 

8 申請人或可到“申請狀況”頁面下載繳費單及許可證。 

 eBS9071 – 多次出入口記錄申請（本地船隻） 

8.5.22步驟 說明 

1 在“服務”頁面，按“eBS9071–多次出入口記錄申請（本地船隻）”旁的“申

請”按鈕。 

註：按“港口表”按鈕以開啟本處的參考表。 

2 使用不同的搜尋條件來搜尋船隻。 

3 

 

選取要上載的多次出入口記錄檔案，然後按“遞交”按鈕。 

註：按“指引”按鈕以下載準備多次出入口記錄檔案的資料。 

4 於遞交申請前，申請人可下載 PDF 預覽申請內容。在確定內容後，點選聲明部分

的方格，然後按“遞交”按鈕遞交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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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申請獲得批准，將會即時顯示確認付款頁面。 

 

選取付款方式：［自動轉賬｜現金／支票｜繳費靈］ 

 自動轉賬–以自動轉賬方式付款。如你的申請獲得批准，可即時得到所須的

許可證／文件。 

 現金／支票–以現金／支票方式付款。你必須要等待人手結算後，方可得到

所須的許可證／文件。 

 繳費靈–以繳費靈方式付款。如你的繳費靈線上付款交易被接納，可即時得

到所須的許可證／文件。 

 

在“付款詳情”頁面，按“確認”按鈕以繼續申請，或按“拒絕”按鈕以消取申

請。 

 

如付款方法是電子付款選項，在按下“確認”按鈕後頁面將會被轉向至電子付款服

務供應商頁面。 

6 如你的申請成功遞交，將會即時在頁面見到批核結果。 

7 如申請獲得批准，申請人會在預先登記的電郵帳戶收到內附繳費單及許可證的本地

船隻多次出入口記錄申請的批核結果。 

8 申請人或可到“申請狀況”頁面下載繳費單及許可證。 

 eBS9081 – 多次進出口許可證申請（本地船隻） 

8.5.23

步驟 說明 

1 在“服務”頁面，按“eBS9081–多次進出口許可證申請（本地船隻）”旁的“申

請”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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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船隻：［所有船隻｜單一船隻］，然後按“繼續”按鈕。 

3 

 

選擇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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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於

遞交申請前，申請人可下載 PDF 預覽申請內容。在確定內容後，點選聲明部分的

方格，然後按“遞交”按鈕遞交申請。 

5 如你的申請成功遞交，將會即時在頁面見到批核結果。 

6 如申請獲得批准，申請人會在預先登記的電郵帳戶收到內附許可證的本地船隻多次

進出口許可證申請的批核結果。 

7 申請人或可到“申請狀況”頁面下載許可證。 

 eBS9082 – 多次出入口許可證申請（高速客運船隻） 

8.5.24

步驟 說明 

1 在“服務”頁面，按“eBS9082–多次出入口許可證申請（高速客運船隻）”旁的

“申請”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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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說明 

2 

 

選擇單一船隻或所有船隻和選擇時期，並按“繼續”按鈕。 

3 

 

於遞交申請前，申請人可下載 PDF 預覽申請內容。在確定內容後，點選聲明部分

的方格，然後按“遞交”按鈕遞交申請。 

4 如你的申請成功遞交，將會即時在頁面見到批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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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申請獲得批准，申請人會在預先登記的電郵帳戶收到內附許可證的多次進出口許

可證申請的批核結果。 

6 申請人或可到“申請狀況”頁面下載許可證。 

 eBS9091 – 申請簽發海員執照（多次申請） 

8.5.25步驟 說明 

1 在“服務”頁面，按“eBS9091–申請簽發海員執照（多次申請）”旁的“申請”

按鈕。 

2 

 

點選聲明部分的方格，然後按“接受”按鈕以接受列出的事項，或按“拒絕”按鈕

以取消申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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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載簽發海員牌照界面檔案。 

註: 

 按“指引”按鈕以參閱有關預備“簽發海員執照申請表”檔案的資料。 

 按“樣本檔案”按鈕以下載檔案樣板。 

4 

 

選擇“首選付款方式” 

按“繼續”按鈕遞交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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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於遞交申請前，申請人可下載 PDF 預覽申請內容。在確定內容後，點選聲明部分

的方格，然後按“遞交”按鈕遞交申請。 

6 該申請會由海員發證組跟進。 

7 如申請獲得海員發證組批准，申請人需要到“申請狀況”頁面確認費用。 

8 如申請獲得批准，申請人會在預先登記的電郵帳戶收到主題為“Application for issue 

of Seafarer License [Waiting For Confirm Payment]” 的電子郵件。 

9 如申請獲得批准，將會即時顯示確認付款頁面。 

 

選取付款方式：［自動轉賬｜現金／支票｜結存戶口｜繳費靈｜

Visa/Mastercard/JCB｜銀聯］ 

 自動轉賬–以自動轉賬方式付款。如你的申請獲得批准，可即時得到所須的

許可證／文件。 

 現金／支票–以現金／支票方式付款。你必須要等待人手結算後，方可得到

所須的許可證／文件。 

 結存戶口–以結存戶口方式付款。如你的申請獲得批准，可即時得到所須的

許可證／文件。 

 繳費靈–以繳費靈方式付款。如你的繳費靈線上付款交易被接納，可即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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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所須的許可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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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a/Mastercard/JCB 線上付款交易被接納，可即時得到所須的許可證／文

件。 

 銀聯–以銀聯方式付款。如你的銀聯線上付款交易被接納，可即時得到所須

的許可證／文件。 

 

按“確認”按鈕以確認所須費用或按下“拒絕”按鈕以取消申請。 

 

如付款方法是電子付款選項，在按下“確認”按鈕後頁面將會被轉向至電子付款服

務供應商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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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S9091 – 申請簽發海員執照 （單次申請） 8.5.26

步驟 說明 

1 在“服務”頁面，按“eBS9091–申請簽發海員執照（單次申請）”旁的“申請”

按鈕。 

2 

 

點選聲明部分的方格，然後按“接受”按鈕以接受列出的事項，或按“拒絕”按鈕

以取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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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輸入表格所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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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上載”按鈕上載證明文件，然後按“繼續”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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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說明 

5 

 

於遞交申請前，申請人可下載 PDF 預覽申請內容。在確定內容後，點選聲明部分

的方格，然後按“遞交”按鈕遞交申請。 

6 該申請會由海員發證組跟進。 

7 如申請獲得海員發證組批准，申請人需要到“申請狀況”頁面確認費用。 

8 如申請獲得批准，申請人會在預先登記的電郵帳戶收到主題為“Application for issue 

of Seafarer License [Waiting For Confirm Payment]” 的電子郵件。 

9 如申請獲得批准，將會即時顯示確認付款頁面。 

 

選取付款方式：［自動轉賬｜現金／支票｜結存戶口｜繳費靈｜

Visa/Mastercard/JCB｜銀聯］ 

 自動轉賬–以自動轉賬方式付款。如你的申請獲得批准，可即時得到所須的

許可證／文件。 

 現金／支票–以現金／支票方式付款。你必須要等待人手結算後，方可得到

所須的許可證／文件。 

 結存戶口–以結存戶口方式付款。如你的申請獲得批准，可即時得到所須的

許可證／文件。 

 繳費靈–以繳費靈方式付款。如你的繳費靈線上付款交易被接納，可即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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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所須的許可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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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a/Mastercard/JCB 線上付款交易被接納，可即時得到所須的許可證／文

件。 

 銀聯–以銀聯方式付款。如你的銀聯線上付款交易被接納，可即時得到所須

的許可證／文件。 

 

按“確認”按鈕以確認所須費用或按下“拒絕”按鈕以取消申請。 

 

如付款方法是電子付款選項，在按下“確認”按鈕後頁面將會被轉向至電子付款服

務供應商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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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報表格 8.5.27

步驟 說明 

1 在“服務”頁面，按“eBS9131–通報表格”旁的“申請”按鈕。 

2 使用不同的搜尋條件來搜尋船隻。 

3 按“增加”按鈕以加入“擬處理／運送的危險貨物資料”的資料。 

4 搜尋“聯合國編號”。 

5 輸入危險貨物的資料，然後按 ”新增”按鈕。 

6 按“新增”按鈕以加入“擬處理／運送危險貨物的日期、時間及地點”的資料。 

7 輸入日期、時間及地點的資料，然後按“新增”按鈕。 

8 選擇輸入“聯絡人”及“聯絡人電話”。 

9 按“遞交”按鈕以遞交通報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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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於遞交申請前，申請人可下載 PDF 預覽申請內容。在確定內容後，點選聲明部分

的方格，然後按“遞交”按鈕遞交申請。 

11 如你的申請成功遞交，將會即時在頁面見到批核結果，另外申請人會在預先登記的

電郵帳戶收到通報表格的批核結果。 

12 你亦可在“申請狀況”頁面查詢批核結果。 

 eBS9132 – 通報表格（資料更正） 

8.5.28步驟 說明 

1 在“服務”頁面，按“eBS9132–通報表格（資料更正）”旁的“申請”按鈕。 

2 

 

輸入要作更正的電子業務系統參考編號 (eBS Reference No) 。 

3 按“修改”、“刪除”或“增加”按鈕以修改、刪除或加入“擬處理／運送的危險

貨物資料”的資料。 

4 搜尋“聯合國編號”。 

5 輸入危險貨物的資料，然後按“新增”按鈕。 

6 按“修改”、“刪除”或“增加”按鈕以修改、刪除或加入“擬處理／運送危險貨



第三代電子業務系統 

客戶入門網站 用户手册  電子業務系統的服務 

版本: 3.11 2022年 07月 06 日 87 

步驟 說明 

物的日期、時間及地點”的資料。 

7 輸入日期、時間及地點的資料，然後按“新增”按鈕。 

8 選擇輸入“聯絡人”及“聯絡人電話”。 

9 按“遞交”按鈕以遞交通報表格（資料更正）。 

10 於遞交申請前，申請人可下載 PDF 預覽申請內容。在確定內容後，點選聲明部分

的方格，然後按“遞交”按鈕遞交申請。 

11 如你的申請成功遞交，將會即時在頁面見到批核結果，另外申請人會在預先登記的

電郵帳戶收到通報表格（資料更正）的批核結果。 

12 你亦可在“申請狀況”頁面查詢批核結果。 

 eBS9133 – 取消現有通報 
8.5.29

步驟 說明 

1 在“服務”頁面，按“取消現有通報”旁的“申請”按鈕。 

2 

 

輸入要取消的電子業務系統參考編號 (eBS Reference No) 。 

3 輸入“取消通報的原因／備註”，然後按“繼續”按鈕。 

4 於遞交申請前，申請人可下載ＰＤＦ預覽申請內容。在確定內容後，點選聲明部分

的方格，然後按“遞交”按鈕遞交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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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申請人會在預先登記的電郵帳戶將會收到每個修船許可證申請的批核結果。 

6 申請人或可到“申請狀況”頁面下載相同的修船許可證。 

 eBS9161 – 多次申請修船許可證 

8.5.30步驟 說明 

1 在“服務”頁面，按“多次申請修船許可證”旁的“申請”按鈕。 

2 

 

上載多次申請修船許可證的檔案（XLS 模式）。 

3 如果數據不符合規格要求，錯誤信息將被顯示在底部。 

4 如果所有的批量申請都獲批准，申請結果頁面將會顯示申請批准。 

如果任何一項批量申請失敗，整批申請將被系統拒絕。 

5 申請人會在預先登記的電郵帳戶將會收到每個修船許可證申請的批核結果。 

6 申請人或可到“申請狀況”頁面下載相同的修船許可證。 

 eBS9171 – 電子證書提交（遠洋船） 

8.5.31

步驟 說明 

1 在“服務”頁面，按“eBS9171 - 電子證書提交（遠洋船）”旁的“申請”按

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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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不同的搜尋條件來搜尋船隻。 

3 

 

一個“電子證書內容”的表格會被顯示，請先選擇“證書名稱”，然後再輸入“屆

滿日期”和選擇“檔案”。 

 

註： 

 “證書名稱”下拉列表只會顯示容許提交的證書。 

 在每次申請中，申請者最多只能提交十項證書。如需要提交更多證書，請再

次申請。 

4 按“上載“ 按鈕，再按“繼續”按鈕。 

5 於遞交申請前，申請人可下載 PDF預覽申請內容。在確定內容後，點選聲明部分的

方格，然後按“遞交”按鈕遞交申請。 

6 如你的申請成功遞交，將會即時在頁面見到批核結果，另外申請人會在預先登記的

電郵帳戶收到電子證書提交（遠洋船）的批核結果。 

7 你亦可在“申請狀況”頁面查詢批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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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S9181 – 請求委聘通知書的驗證號碼 

8.5.32

步驟 說明 

1 在“服務”頁面，按“請求委聘通知書的驗證號碼”旁的“請求驗證號碼”按鈕。 

2 使用擁有權證明書號碼來搜尋船隻。 

3 按“發送”按鈕以請求系統以短訊發送驗證號碼給船東。 

4 一個確認視窗會被顯示，按下“確認”以確認繼續。 

5 驗證號碼將會透過短訊發送給船東。 

 eBS9181 – 委聘通知書提交 

8.5.33

步驟 說明 

1 在“服務”頁面，按“eBS9181–委聘通知書提交”旁的“申請”按鈕。 

2 使用擁有權證明書號碼來搜尋船隻。 

3 如有需要，按“下載”按鈕以獲得委聘通知書表格。 

4 填妥委聘通知書表格並上載至系統。 

 

註：請於委聘通知書表格上填寫請驗證號碼，如果你沒有驗證號碼，請按照

“eBS9181–請求驗證號碼”指引以獲得驗證號碼。 

5 按“繼續”按鈕。 

6 於遞交申請前，申請人可下載 PDF預覽申請內容。在確定內容後，點選聲明部分的

方格，然後按“遞交”按鈕遞交申請。 

7 如你的申請成功遞交，將會在預先登記的電郵帳戶收到委聘通知書提交的確認訊

息。 

8 你亦可在“申請狀況”頁面查詢批核結果。 

 eBS9182 – 請求預先填寫的檢驗聲明表格 

8.5.34

步驟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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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說明 

1 在“服務”頁面，按“請求預先填寫的檢驗聲明表格”旁的“請求表格”按鈕。 

2 使用擁有權證明書號碼來搜尋船隻。 

3 按“發送”按鈕以請求系統以電郵發送預先填寫的檢驗聲明表格。 

4 一個確認視窗會被顯示，按下“確認”以確認繼續。 

5 預先填寫的表格將會透過電郵發出。 

 eBS9182 – 檢驗聲明提交 

8.5.35
步驟 說明 

1 在“服務”頁面，按“eBS9182–檢驗聲明提交”旁的“申請”按鈕。 

2 使用擁有權證明書號碼來搜尋船隻。 

3 上載已填妥的檢驗聲明表格。 

 

註：如果你需要獲得預先填寫的檢驗聲明表格，請按照“eBS9182–請求發送預先

填寫的表格”指引以獲得表格。 

4 按“繼續”按鈕。 

5 於遞交申請前，申請人可下載 PDF預覽申請內容。在確定內容後，點選聲明部分的

方格，然後按“遞交”按鈕遞交申請。 

6 如你的申請成功遞交，將會在預先登記的電郵帳戶收到檢驗聲明提交的確認訊息。 

7 你亦可在“申請狀況”頁面查詢批核結果。 

 eBS9999 – 載有南極海洋生物的漁船抵港前知會表格 

8.5.36

步驟 說明 

1 在“服務”頁面上，按“eBS9999–載有南極海洋生物的漁船抵港前知會表格”旁

的“申請”按鈕。 

2 點擊在註意事項備註內，按“接受”按鈕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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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說明 

3 使用擁有權證明書號碼來搜尋船隻。 

4 填妥申請詳情，按“繼續”按鈕上載至系統。 

5 按預覽檔案：試算表，預覽檔案及確認資料。 

6 如要修改資料，按“修改細節”按鈕。 

7 點擊在聲明索引，按“交付”按鈕。 

8 如你的申請成功提交，將會在預先登記的電子郵件帳戶收到確認消息和上傳的文

件。 

9 你亦可在“此（試算表）”下載已提交的知會表格。 

 船隻細項查詢 
8.5.37

步驟 說明 

1 在“服務”頁面，按“船隻細項查詢”旁的“申請”按鈕。 

2 使用不同的搜尋條件來搜尋船隻。 

3 

 

輸入查詢的日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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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說明 

4 系統會製作載有船隻資料和航程記錄的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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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查詢服務 

你可於客戶入門網站中其他服務的部找到查詢服務。這是為方便公眾或未註冊的用家查詢各

種由電子業務系統提供的資料而設的服務。 

9.1 可供使用的查詢服務 

下列為可供使用的查詢服務: 

查詢編號 名稱 

船舶註冊 

EBS-E01 香港船舶註冊–註冊狀況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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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地船舶服務 

你可於客戶入門網站中的“服務”部分找到“本地船舶服務”。這是為方便未註冊的用戶申

請各種由電子業務系統提供的本地船舶服務的服務。 

10.1 可用的服務 

下列為有效用戶可用的服務： 

表格編
號 

名稱 

eBS8150 本地無須檢驗船隻運作牌照續期申請（不適用於收取租金或報酬的第四類別船

隻） 

eBS8160 雜項許可證（航速）及進出限制區域許可證（青荃橋及青衣大橋區域）申請 

eBS8190 本地船隻出入境申報 （只適用第四類別船隻） 

10.2 使用服務 

你不需要註冊成為電子業務系統的用戶都可遞交以下申請。 

 eBS8150 – 本地無須檢驗船隻運作牌照續期申請（不適用於收取租金或報酬的第四
10.2.1

類別船隻） 

步驟 說明 

1 在電子業務系統的客戶入門網站，於“服務”部分選取“本地船舶服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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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說明 

 

按“本地無須檢驗船隻運作牌照續期申請”旁的“網上填寫”按鈕。 

3 

 

新視窗會彈出並顯示關於在電子業務系統中遞交此申請的“填表須知”。 

4 於“填表須知”中按“繼續”按鈕，系統會要求船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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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說明 

5 

 

輸入擁有權證書號碼，擁有權證明書核數號碼及最後有效的運作牌照序號，然後按

“繼續”按鈕。 

6 如第一次以相應的船隻資料使用此服務，請輸入有效的電郵地址然後按“遞交”按

鈕。 

7 於服務的主頁面中按下“本地無須檢驗船隻運作牌照續期申請”連結。 

8 輸入表格所須資料及上載相關的證明文件，然後按“繼續”按鈕。 

9 於遞交申請前，申請人可下載 PDF 預覽申請內容。在確定內容後，點選聲明部分

的方格，然後按“遞交”按鈕遞交申請。 

10 如申請獲得批准，將會即時顯示確認付款頁面。 

 

選取付款方式： ［繳費靈｜Visa/Mastercard/JCB｜銀聯］ 

 繳費靈–以繳費靈方式付款。如你的繳費靈線上付款交易被接納，可即時得

到所須的許可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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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a/Mastercard/JCB 線上付款交易被接納，可即時得到所須的許可證／文

件。 

 銀聯–以銀聯方式付款。如你的銀聯線上付款交易被接納，可即時得到所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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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說明 

的許可證／文件。 

 

按“確認”按鈕以確認所須費用或按下“拒絕”按鈕以取消申請。 

 

如付款方法是電子付款選項，在按下“確認”按鈕後頁面將會被轉向至電子付款服

務供應商頁面。 

11 如款項繳交成功，“申請遞交”結果頁面將會顯示出來。 

12 該申請已遞交並由海事處跟進。 

13 通知電子郵件會傳送至申請人所提供的電郵地址。 

14 如申請被批准及已繳付所需款項，已續期的運作牌照將會以郵寄方式發送到首名船

東或代理人已註冊的地址。 

 eBS8160 – 雜項許可證（航速）及進出限制區域許可證（青荃橋及青衣大橋區域）10.2.2

申請 

步驟 說明 

1 在電子業務系統的客戶入門網站，於“服務”部分選取“本地船舶服務”。 

2 

 

按“雜項許可證（航速）及進出限制區域許可證（青荃橋及青衣大橋區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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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說明 

旁的“網上填寫”按鈕。 

3 

 

輸入過去的許可證資料，然後按“繼續”按鈕。 

4 如第一次以相應的船隻資料使用此服務，請輸入有效的電郵地址和電話號碼然後按

“遞交”按鈕。 

5 於服務的主頁面中按下“雜項許可證（航速）及進出限制區域許可證（青荃橋及青

衣大橋區域）申請”連結。 

6 輸入表格所須資料及上載相關的證明文件，然後按“繼續”按鈕。 

7 於遞交申請前，申請人可下載 PDF 預覽申請內容。在確定內容後，點選聲明部分的

方格，然後按“遞交”按鈕遞交申請。 

8 “申請遞交”結果頁面將會顯示出來。 

9 該申請已遞交並由海事處跟進。 

10 通知電子郵件會傳送至申請人所提供的電郵地址。 

11 如申請狀況轉為“等待付款”，申請人須於櫃臺繳付許可證費用和領取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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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S8190 – 本地船隻出入境申報（只適用第四類別船隻） 

10.2.3

步
驟 

說明 

1 在電子業務系統的客戶入門網站，於“服務”部分選取“本地船舶服務”。 

2 

 

按“本地船隻出入境申報(只適用第四類別船隻）”旁的“網上填寫”按鈕。 

3  

 

輸入擁有權證書號碼, 擁有權證明書核數號碼, 最後有效的運作牌照序號，然後按“繼

續”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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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1 eBS8191 – 出入境申報表 

步
驟 

說明 

1 

 

按“出入境申報表”旁的“申請”按鈕。 

2 選擇您的身份（姓名、電子郵件地址），然後按“下一步”按鈕。 

3 帶有驗證碼的通知電子郵件將發送到申請人提供的電子郵件地址。 輸入驗證碼，然後

按“下一步”按鈕。 

4 輸入表格所須資料，然後按“遞交”按鈕。 

5 於遞交申請前，申請人可下載 PDF 預覽申請內容。在確定內容後，點選聲明部分的方

格，然後按“遞交”按鈕遞交申請。 

6 如申請獲得批准，將會即時顯示確認付款頁面。 

 

選取付款方式： ［繳費靈｜Visa/Mastercard/JCB｜銀聯］ 

 繳費靈–以繳費靈方式付款。如你的繳費靈線上付款交易被接納，可即時得到所

須的許可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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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a/Mastercard/JCB 線上付款交易被接納，可即時得到所須的許可證／文件。 

 銀聯–以銀聯方式付款。如你的銀聯線上付款交易被接納，可即時得到所須的許

可證／文件。 

 

按“確認”按鈕以確認所須費用或按下“拒絕”按鈕以取消申請。 

 

如付款方法是電子付款選項，在按下“確認”按鈕後頁面將會被轉向至電子付款服務供

應商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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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驟 

說明 

7 如款項繳交成功，“申請遞交”結果頁面將會顯示出來。 

10.2.3.2 eBS8192 – 變更出港證資料 

步
驟 

說明 

1 

 

按“變更出港證資料”旁的“申請”按鈕。 

2 選擇您的身份（姓名、電子郵件地址），然後按“下一步”按鈕。 

3 帶有驗證碼的通知電子郵件將發送到申請人提供的電子郵件地址。 輸入驗證碼，然後

按“下一步”按鈕。 

4 輸入表格所須資料，然後按“遞交”按鈕。 

5 於遞交申請前，申請人可下載 PDF 預覽申請內容。在確定內容後，點選聲明部分的方

格，然後按“遞交”按鈕遞交申請。 

6 如申請獲得批准，將會即時顯示確認付款頁面。 

 

選取付款方式： ［繳費靈｜Visa/Mastercard/JCB｜銀聯］ 

 繳費靈–以繳費靈方式付款。如你的繳費靈線上付款交易被接納，可即時得到所

須的許可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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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a/Mastercard/JCB 線上付款交易被接納，可即時得到所須的許可證／文件。 

 銀聯–以銀聯方式付款。如你的銀聯線上付款交易被接納，可即時得到所須的許

可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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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驟 

說明 

 

按“確認”按鈕以確認所須費用或按下“拒絕”按鈕以取消申請。 

 

如付款方法是電子付款選項，在按下“確認”按鈕後頁面將會被轉向至電子付款服務供

應商頁面。 

7 如款項繳交成功，“申請遞交”結果頁面將會顯示出來。 

10.2.3.3 eBS8193 – 下載最新有效出港證/綜合許可證 

步
驟 

說明 

1 

 

按“下載最新有效出港證/綜合許可證”旁的“申請”按鈕。 

2 按“下載”按鈕下載出港證/綜合許可證。 

10.3 申請查詢 

申請查詢頁面會列出用戶過去遞交給電子業務系統的三百個申請。除了可以等待電郵通知外，

用戶亦可在此頁面主動檢查已遞交的申請的進度。 

步驟 說明 

1 路徑：主頁＞狀況查詢＞申請查詢 

2 按下“參考編號”從而開啟申請結果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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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結算不成功的電子繳費費用 

10.3.1

如果未能成功結算電子繳費費用，你可以再次結算。 

步驟 說明 

1 路徑：主頁＞狀況查詢＞申請查詢 

2 選取申請，然後按下“結算費用”的按鈕從而再次結算費用。 

 

 

11 海員及考試服務 

你可於客戶入門網站中的“服務”部分找到“海員及考試服務”。這是為方便未註冊的用戶

申請海員及考試服務。 

11.1 可用的服務 

下列為有效用戶可用的服務: 

表格編號 表格名稱 

eBS8171 申請遊樂船隻操作人合格證明書（二級）考試 

eBSE02 處理現有遊樂船隻操作人合格證明書（二級）申請 

11.2 使用服務 

你不需要註冊成為電子業務系統的用戶都可遞交以下申請。 

 eBS8171 – 申請遊樂船隻操作人合格證明書（二級）考試 

11.2.1

步驟 說明 

1 在電子業務系統的客戶入門網站，於“服務”部分選取“海員及考試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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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說明 

2 

 

按“申請遊樂船隻操作人合格證明書（二級）考試”旁的“網上填寫”按鈕。 

3 

 

請閱讀電子業務系統中遞交此申請的“使用條款”及“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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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說明 

4 

 

點選“使用條款”及“收集個人資料聲明”的方格並按“繼續”按鈕。 

5 

 

輸入驗證碼，然後按“繼續”按鈕。 

6 輸入表格所須資料及上載相關的證明文件，然後按“繼續”按鈕。 

7 在考試時間表下選擇一個時段。 

8 按“繼續”按鈕進入“檢閱和聲明”頁面或按“更新”按鈕更新及重設時段。 

9 如沒有提供有效視力測驗證明書，請點選聲明方格。 

10 於遞交申請前，申請人可下載 PDF 預覽申請內容。在確定內容後，點選聲明部分

的方格，然後按“遞交”按鈕遞交申請。 

11 如申請獲得批准，將會即時顯示確認付款頁面。 

 

選取付款方式：［繳費靈｜Visa/Mastercard/JCB｜銀聯］ 

 繳費靈–以繳費靈方式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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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聯–以銀聯方式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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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說明 

按“確認”按鈕以確認所須費用或按下“拒絕”按鈕以取消申請。 

 

如付款方法是電子付款選項，在按下“確認”按鈕後頁面將會被轉向至電子付款服

務供應商頁面。 

12 如款項繳交成功，“申請結果”頁面將會顯示出來。 

13 通知電子郵件及申請密碼會傳送至申請人所提供的電子郵件地址。 

 eBSE02 – 處理現有遊樂船隻操作人合格證明書（二級）申請 

11.2.2
步驟 說明 

1 在電子業務系統的客戶入門網站，於“服務”部分選取“海員及考試服務”。 

2 

 

按“處理現有遊樂船隻操作人合格證明書（二級）申請”旁的“網上填寫”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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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說明 

3 

 

請閱讀電子業務系統中遞交此申請的“使用條款”及“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4 

 

點選“使用條款”及“收集個人資料聲明”的方格並按“繼續”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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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說明 

5 

 

輸入身份證明文件號碼所有英文／數字，申請密碼和驗證碼，然後按“繼續”按

鈕。 

6 

 

在申請查詢內你可以查看現有考試申請及使用以下服務： 

 申請改期 

 申請重考 

 查詢過去考試 

11.2.2.1 申請改期 

步驟 說明 

1 按“改期”按鈕選擇一個新的時間段進行考試。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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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說明 

 只能改期一次。 

 需於原定考試前十個工作天辦理。 

2 檢查現有申請，然後按“繼續”按鈕。 

3 在考試時間表下選擇一個時段。  

4 按“繼續”按鈕進入“檢閱和聲明”頁面或按“更新”按鈕更新及重設時段。 

5 如沒有提供有效視力測驗證明書，請點選聲明方格。 

6 在確定內容後，點選聲明部分的方格，然後按“遞交”按鈕遞交申請。 

7 “申請結果”頁面將會顯示出來。通知電子郵件會傳送至申請人所提供的電子郵件

地址。 

11.2.2.2 申請重考 

步驟 說明 

1 按“重考”按鈕申請重新考試。 

2 輸入表格所須資料，然後按“繼續”按鈕。 

3 在考試時間表下選擇一個時段。  

4 按“繼續”按鈕進入“檢閱和聲明”頁面或按“更新”按鈕重設選項。 

5 如沒有提供有效視力測驗證明書，請點選聲明的方格。 

6 於遞交申請前，申請人可下載 PDF 預覽申請內容。在確定內容後，點選聲明部分

的方格，然後按“遞交”按鈕遞交申請。 

7 如申請獲得批准，將會即時顯示確認付款頁面。 

 

選取付款方式: ［繳費靈｜Visa/Mastercard/JCB｜銀聯］ 

 繳費靈–以繳費靈方式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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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聯–以銀聯方式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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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說明 

 

按“確認”按鈕以確認所須費用或按下“拒絕”按鈕以取消申請。 

 

如付款方法是電子付款選項，在按下“確認”按鈕後頁面將會被轉向至電子付款服

務供應商頁面。 

8 如款項繳交成功，“申請結果”頁面將會顯示出來。 

9 通知電子郵件及申請密碼會傳送至申請人所提供的電子郵件地址。 

11.2.2.3 查詢過往考試 

步驟 說明 

1 按“過往考試”按鈕查詢過住考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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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提交公用表格服務 

你可於客戶入門網站中的“服務”部分找到“提交公用表格服務”。這項服務方便未註冊的

用戶，也能透過電子業務系統提交公用表格的申請。 

12.1 使用服務 

使用此項服務時，你不需要注冊成為電子業務系統的用戶，也可遞交以下申請。  

步驟 說明  

1 

在電子業務系統的客戶入門網站，於“服務”部分選取“提交公用表格服務”。 

2 

 

 

選擇驗證碼的類型，支援的類型有「圖片」或「聲音」。 

輸入驗證碼，然後按“繼續”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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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說明  

3 

 

系統會顯示提交公用表格服務所支援的公用表格列表。 

 

當你已填妥公用表格內的資料及準備好相關附件後，請按“繼續”按鈕開始提交表

格。 

 

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此項服務，請先行在下方下載相應支援電子提交服務的公用表

格版本及查看有關申請所需的證明文件（如有），電子提交服務只支援目前可下載

的公用表格版本，舊版本的公用表格並不相容於電子提交服務。 

 

按下下拉式選項按鈕，請按右方的“下載”按鈕下載相應的公用表格的最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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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說明  

如果該公用表格支援電子簽名，將會顯示“電子簽名”按鈕。 

按“電子簽名”按鈕會顯示支援電子簽名的詳細資料。 

 

 

4 

 

輸入聯絡人資料(包括姓名，電話號碼，傳真號碼及電郵地址)和備註，選擇用作提

交的可填寫的 PDF格式的公用表格，然後按“上傳”按鈕。 

 

備註：如果提交附有合資格電子簽名的公用表格，部分標示為必需提交的附件會被

豁免。詳情請參閱提交公用表格服務所支援的公用表格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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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說明  

5 

 

有部分公用表格需要選擇提交的辦事處，此頁面會列出相應的地點及選項。請選擇

提交目的地。 

6 

 

選擇相關的證明文件（必選和可選），然後按“上載”按鈕上傳檔案。 

按“提交”按鈕提交申請。 

7 驗證電子郵件將發送到申請人提供的電子郵件地址。 按電子郵件內提供的超連結

進行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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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說明  

如果未收到驗證電子郵件，請輸入電子郵件地址並按“重發”按鈕重新發送驗證電

子郵件。 

8 如果電子郵件驗證成功，“申請結果”頁面將會顯示出來。 

 

9 通知電子郵件會傳送至申請人所提供的電子郵件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