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sia for JESUS報名系統操作流程】

會員註冊
P.2～P.5

會員登入
P.6-P.7

個人報名
P.8-P.17

團體報名
P.18-P.24

每位欲使用Asia for JESUS網站報名活動者，包含
個人報名或團體報名者，均需有個人專屬的帳號及
密碼，才能進行網路報名。

 「個人報名者」：登入帳號和密碼後，即可報名
活動。

 「團體報名者」：團報者使用個人帳號和密碼登
入報名系統後，即可使用「欲團體報名者的帳號」
團體報名活動。

 選擇欲參加的活動，
並依操作流程指示
選擇付款方式及設
定收據，完成報名。

 團體報名者，每人均須有「Asia for JESUS報名系統會
員身份」，擁有個人「帳號」和「密碼」 。
 已是Asia for JESUS會員者：請團報者收集欲報名者之

「帳號」後報名。
 還不是Asia for JESUS會員者：請團報者收集欲報名者

之「個人資料，包含姓名、西元出生年月日、 E-
Mail(可使用作為帳號)、手機(預設為密碼) 」於團體報
名時同步申請會員註冊。

 不同身分者（牧師、傳道、神學生），需分批團體報名。
 建議每次以10人團體報名。
 團體報名需團體一起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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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 for JESUS報名系統操作流程】

會員註冊
P.2～P.5

會員登入

個人報名 團體報名

2

每位欲使用Asia for JESUS網站報名活動者，包含
個人報名或團體報名者，均需有個人專屬的帳號及
密碼，才能進行網路報名。



 若您尚未加入會員，請先
前往註冊成為會員。

 請點選「前往註冊
Register」，並依序操作。

會員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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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寫個人基本資料進行註冊
（＊為必填項目）

※帳號ID：請自行設定7碼以上
英數字。(建議使用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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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手機號碼填寫格式如下：
O：0910123123
X：0910-123123、0910-123-123

※若您沒有自行設定密碼，手機號
碼10位數字即為您的預設密碼。

請依序完成個人基本資料填寫，最後點選「選擇欲參加的活動 Enter」，即完
成個人會員註冊，並前往活動報名網頁。



點選「前往報名」，進入下一頁面後，需重新
登入個人帳號密碼，進入報名系統。

※帳號：您自訂的帳號
※密碼：若您沒有自行修改，預設密碼為您的手
機號碼10位數字

完成會員註冊，預備進行活動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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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 for JESUS報名系統操作流程】

會員註冊

會員登入
P.6-P.7

個人報名 團體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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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報名者」：登入帳號和密碼後，即可報名
活動。

 「團體報名者」：團報者使用個人帳號和密碼登
入報名系統後，即可使用「欲團體報名者的帳號」
團體報名活動。



已是會員者：請輸入帳號、
密碼，即可登入網站報名活
動

會員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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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 for JESUS報名系統操作流程】

會員註冊

會員登入

個人報名
P.8-P.17

團體報名

 選擇欲參加的活動，
並依操作流程指示
選擇付款方式及設
定收據，完成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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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報名

 滑鼠游標放在「個人報名 Register」，右側即會出現
「個人報名」、「線上選課」、「活動查詢」。

 點選「個人報名」：前往下一頁面進行活動報名。

 點選「線上選課」：若為才藝品格營或有分組課程
之特會，報名成功者可經由此進行選課。

 點選「活動查詢」：已完成網路報名但尚未繳費者，
以個人帳密登入之後，可經由此進行「線上繳費」，
或查詢個人報名活動情形。



勾選活動，並點選身
份。

！圖示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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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報名優惠方案：1.請直接輸
入優惠代碼，並點選「使用此優
惠」。2.或是選擇左列各優惠方
案，並點選「使用此優惠」，以
便取得優惠後之報名費用，點選
「下一步」進行報名費付款。

 若無使用優惠方案，請直接點選
「下一步」進行報名費付款。

！圖示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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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使用「優惠代碼Coupon」，
在點選「使用此優惠」之後將會
出現一個小視窗顯示『成功』，
請按確定，即代表您成功使用優
惠方案Coupon。

！圖示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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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確認總金額是否正
確

！圖示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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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網路報名者，
請選擇繳費方式，並
依說明方式進行付款。

 如您的應繳金額為0
元（海外地區報名特
會者或全額補助者），
可直接關閉視窗。

！圖示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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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M轉帳繳費方式說明。！圖示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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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局劃撥繳費方式說明。

！圖示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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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付款後並經大會審核通
過後，即會收到「Asia for
JESUS活動報名結果通知
函」，通知「報名成功」，
並收到報到用QR-Code。

※重要：建議您將本信件印出、
或截圖存取「左側紅框欄位」
圖檔，可做為特會報到使用。

！圖示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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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 for JESUS報名系統操作流程】

會員註冊

會員登入

個人報名
團體報名
P.18-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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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報名者，每人均須有「Asia for JESUS報名系統會
員身份」，擁有個人「帳號」和「密碼」 。
 已是Asia for JESUS會員者：請團報者收集欲報名者之

「帳號」後報名。
 還不是Asia for JESUS會員者：請團報者收集欲報名者

之「個人資料，包含姓名、西元出生年月日、 E-
Mail(可使用作為帳號)、手機(預設為密碼) 」於團體報
名時同步申請會員註冊。

 不同身分者（牧師、傳道、神學生），需分批團體報名。
 建議每次以10人團體報名。
 團體報名需團體一起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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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報名

 滑鼠游標放在「團體報名」，右側即會出現「團體報
名」、「團體報名選課」、「團體報名查詢」。

 點選「團體報名」：前往下一頁面進行活動報名。

 點選「團體報名選課」：若為才藝品格營或有分組
課程之特會，報名成功者可經由此進行選課。

 點選「團體報名查詢」：已完成網路報名但尚未繳
費者，以團報者個人帳密登入之後，可經由此進行
「團體報名線上繳費」。或查看團報者帳號報名活
動情形。



1. 填寫報名人數
2. 勾選活動，並點選

身份。(不同身份不
能一起報名) ！圖示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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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若需團報人數超過10人，建議每次以10人進行分批團體報名。藉以避免操作過程中
有任何突發情形而導致報名中斷，團報者需重新花時間再輸入報名者資料。



輸入報名者的帳號

！圖示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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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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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報名優惠方案：1.
請直接輸入優惠代碼，
並點選「使用此優惠」。
2.或是選擇左列各優惠
方案，並點選「使用此
優惠」，以便取得優惠
後之報名費用，點選
「下一步」進行報名費
付款。

 若無使用優惠方案，請
直接點選「下一步」進
行報名費付款。



選擇繳費方式。
(請由團報人繳款)

！圖示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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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付款後並經大會審核通
過後，團報者及報名者信箱
即會收到「Asia for JESUS活
動報名結果通知函」，通知
「報名成功」，並收到報到
用QR-Code。

※重要：建議您將本信件印出、
或截圖存取「左側紅框欄位」圖
檔，可做為特會「個人報到」使
用。



【Asia for JESUS报名系统操作流程】

会员注册
P.2～P.5

会员登入
P.6-P.7

个人报名
P.8-P.17

团体报名
P.18-P.24

每位欲使用Asia for JESUS网站报名活动者，包含
个人报名或团体报名者，均需有个人专属的账号及
密码，才能进行网络报名。

 「个人报名者」：登入账号和密码后，即可报名
活动。

 「团体报名者」：团报者使用个人账号和密码登
入报名系统后，即可使用「欲团体报名者的账号」
团体报名活动。

 选择欲参加的活动，
并依操作流程指示
选择付款方式及设
定收据，完成报名。

 团体报名者，每人均须有「Asia for JESUS报名系统会
员身份」，拥有个人「账号」和「密码」 。
 已是Asia for JESUS会员者：请团报者收集欲报名者之

「账号」后报名。
 还不是Asia for JESUS会员者：请团报者收集欲报名者

之「个人资料，包含姓名、公元出生年月日、 E-
Mail(可使用作为账号)、手机(默认为密码) 」于团体报
名时同步申请会员注册。

 不同身分者（牧师、传道、神学生），需分批团体报名。
 建议每次以10人团体报名。
 团体报名需团体一起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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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 for JESUS报名系统操作流程】

会员注册
P.2～P.5

会员登入

个人报名 团体报名

2

每位欲使用Asia for JESUS网站报名活动者，包含
个人报名或团体报名者，均需有个人专属的账号及
密码，才能进行网络报名。



 若您尚未加入会员，请先
前往注册成为会员。

 请点选「前往注册
Register」，并依序操作。

会员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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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写个人基本数据进行注册
（＊为必填项目）

※账号ID：请自行设定7码以上
英数字。(建议使用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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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手机号码填写格式如下：
O：0910123123
X：0910-123123、0910-123-123

※若您没有自行设定密码，手机号
码10位数字即为您的默认密码。

请依序完成个人基本数据填写，最后点选「选择欲参加的活动 Enter」，即完
成个人会员注册，并前往活动报名网页。



点选「前往报名」，进入下一页面后，需重新
登入个人账号密码，进入报名系统。

※账号：您自定义的账号
※密码：若您没有自行修改，默认密码为您的手
机号码10位数字

完成会员注册，预备进行活动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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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 for JESUS报名系统操作流程】

会员注册

会员登入
P.6-P.7

个人报名 团体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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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报名者」：登入账号和密码后，即可报名
活动。

 「团体报名者」：团报者使用个人账号和密码登
入报名系统后，即可使用「欲团体报名者的账号」
团体报名活动。



已是会员者：请输入账号、
密码，即可登入网站报名活
动

会员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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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 for JESUS报名系统操作流程】

会员注册

会员登入

个人报名
P.8-P.17

团体报名

 选择欲参加的活动，
并依操作流程指示
选择付款方式及设
定收据，完成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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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报名

 鼠标游标放在「个人报名 Register」，右侧即会出现
「个人报名」、「在线选课」、「活动查询」。

 点选「个人报名」：前往下一页面进行活动报名。

 点选「线上选课」：若为才艺品格营或有分组课程
之特会，报名成功者可经由此进行选课。

 点选「活动查询」：已完成网络报名但尚未缴费者，
以个人帐密登入之后，可经由此进行「在线缴费」，
或查询个人报名活动情形。



勾选活动，并点选身
份。

！图标为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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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报名优惠方案：1.请直接输
入优惠代码，并点选「使用此优
惠」。2.或是选择左列各优惠方
案，并点选「使用此优惠」，以
便取得优惠后之报名费用，点选
「下一步」进行报名费付款。

 若无使用优惠方案，请直接点选
「下一步」进行报名费付款。

！图标为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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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使用「优惠代码Coupon」，
在点选「使用此优惠」之后将会
出现一个小窗口显示『成功』，
请按确定，即代表您成功使用优
惠方案Coupon。

！图标为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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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确认总金额是否正
确

！图标为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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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网络报名者，
请选择缴费方式，并
依说明方式进行付款。

 如您的应缴金额为0
元（海外地区报名特
会者或全额补助者），
可直接关闭窗口。

！图标为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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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M转账缴费方式说明。！图标为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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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局划拨缴费方式说明。

！图标为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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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付款后并经大会审核通
过后，即会收到「Asia for
JESUS活动报名结果通知
函」，通知「报名成功」，
并收到报到用QR-Code。

※重要：建议您将本信件印出、
或截图存取「左侧红框字段」
图檔，可做为特会报到使用。

！图标为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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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 for JESUS报名系统操作流程】

会员注册

会员登入

个人报名
团体报名
P.18-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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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体报名者，每人均须有「Asia for JESUS报名系统会
员身份」，拥有个人「账号」和「密码」 。
 已是Asia for JESUS会员者：请团报者收集欲报名者之

「账号」后报名。
 还不是Asia for JESUS会员者：请团报者收集欲报名者

之「个人资料，包含姓名、公元出生年月日、 E-
Mail(可使用作为账号)、手机(默认为密码) 」于团体报
名时同步申请会员注册。

 不同身分者（牧师、传道、神学生），需分批团体报名。
 建议每次以10人团体报名。
 团体报名需团体一起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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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报名

 鼠标游标放在「团体报名」，右侧即会出现「团体报
名」、「团体报名选课」、「团体报名查询」。

 点选「团体报名」：前往下一页面进行活动报名。

 点选「团体报名选课」：若为才艺品格营或有分组
课程之特会，报名成功者可经由此进行选课。

 点选「团体报名查询」：已完成网络报名但尚未缴
费者，以团报者个人帐密登入之后，可经由此进行
「团体报名在线缴费」。或查看团报者账号报名活
动情形。



1. 填写报名人数
2. 勾选活动，并点选

身份。(不同身份不
能一起报名) ！图标为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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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若需团报人数超过10人，建议每次以10人进行分批团体报名。藉以避免操作过程中
有任何突发情形而导致报名中断，团报者需重新花时间再输入报名者数据。



输入报名者的账号

！图标为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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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为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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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报名优惠方案：1.
请直接输入优惠代码，
并点选「使用此优惠」。
2.或是选择左列各优惠
方案，并点选「使用此
优惠」，以便取得优惠
后之报名费用，点选
「下一步」进行报名费
付款。

 若无使用优惠方案，请
直接点选「下一步」进
行报名费付款。



选择缴费方式。
(请由团报人缴款)

！图标为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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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付款后并经大会审核通
过后，团报者及报名者信箱
即会收到「Asia for JESUS活
动报名结果通知函」，通知
「报名成功」，并收到报到
用QR-Code。

※重要：建议您将本信件印出、
或截图存取「左侧红框字段」图
檔，可做为特会「个人报到」使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