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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選手的使用帳號 

    在登錄 IOF賽事管理系統之前，你必須先建立自己的使用者帳號。

請依以下的步驟進行操作： 

(一) 點選「建立使用者帳號 Create user account」。 

 

 

(二) 然後，再點選「我是即將參與賽事的選手 I am an athlete 

participating in events」。 

 

 

 

 

(三) 會出現兩個下拉式選單，請分別選擇「國家 Country」和「俱

樂部 Club」。 

※如果你同時隸屬好幾個俱樂部，你可以稍後在「我的專頁 My 

pages」選項中，建立或增加俱樂部。(詳見第二部分—「編輯個

人檔案 Edit my profile」。) 

 

 

我是賽事籌備者，隊職員，貴賓或媒體人員。 

我已經申請過帳號，但是我忘記我的使用者名稱與(或)密碼。 

我是即將參與賽事的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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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此時，有兩種狀況。 

A. 在名單中有找到自己的俱樂部，選擇後，點選「繼續

Proceed」。然後，接續 步驟(七)。 

B. 在名單中找不到自己的俱樂部，就勾選「我的俱樂部不在

名單內 My club cannot be found in the list」。再點選「繼續

Proceed」，接著進行下一個步驟。 

※注意！在點擊繼續之前，要確認「國家 Country」已經完成點選。 

(五) 畫面會轉換，出現「已經登錄的俱樂部」。如果你在名單中

有找到你的俱樂部，就點擊「取消 Cancel」，否則，點擊「我

的俱樂部不在名單內 My club cannot be found in the list」，以

利繼續操作。 

 

 

 

 

 

 

我的俱樂部不在名單內。 

繼續 取消 

取消 我的俱樂部不在名單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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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登錄俱樂部：提供俱樂部名稱 Register club: provide the 

club’s name」的畫面會出現。鍵入你的俱樂部名稱，然後點

選「儲存 Save」。 

 

 

 

 

 

※如果你同時隸屬好幾個俱樂部，你可以稍後在「我的專頁

My pages」選項中，建立或增加俱樂部。(詳見第二部分—「編

輯個人檔案 Edit my profile」。) 

(七) 步驟(七) 填寫「個人資料 Personal details」。至少要將 *星

型註記的必填欄位，填寫完成。接著在「登入資料 Login 

details」的部分，鍵入「使用者名稱 Username」(將採用你

的 e-mail)，與「密碼 Password」。這個部分，將是你下次登

入 IOF 賽事管理系統，必須要鍵入的資料。 

 

 

 

 

 

 

 

 

 

 

 

取消 儲存 

英文名字 

(這裡可用中文輸入法鍵入中文姓名) 

英文姓氏 

中華臺北 

出生日期:日/月/西元年 

(這裡可輸入任何說明) 

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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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當你按下「下一步 Next」。如果在 IOF 賽事管理系統資料庫

中，有相同的資料被認證，或是有很相似的資料，此時會顯

示出來。你可以在這些資料中，點選符合你身分的一個。或

是點選「以上皆非本人 None of the above persons」。最後，

再點選「下一步 Next」。 

 

 

 

 

 

 

 

※在先前的世界排名系統中沒有出生日期的人，在本系統裡，將全部

預設為 01/01/YYYY。選手請暫時不要理會，註冊完成後，可再進行

調整。 

 

使用者名稱 (e-mail) 

密碼 

密碼再確認 

我了解並接受上述之情況。 

取消 下一步 

您在此提供的個人資料，將被儲存在 IOF 賽事管理系統的資料庫中，由國際定向越野運動

總會管理。您不可故意提供您知曉之不實訊息。您的名字，俱樂部或國籍，甚至有時出生
年份，將會在網路上，公開顯示在您參與的賽事出發時間表與賽事成績結果中。在您的個

人專頁中，您的照片，出生日期，個人網站和社交媒體鏈結，任何人都將可以瀏覽。其他

個人資料，只能被您自己，您的俱樂部和協會管理者，以及 IOF 賽事管理系統的管理員瀏
覽。我們保留隨時更改此聲明的權利，因為我們認為有必要。如果您接受並繼續使用 IOF 賽

事管理系統，則表示您接受本聲明。 (中文僅供參考，請以原文為主。) 

取消 上一步 下一步 

你是下列其中一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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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確認填寫的資料內容，然後點選「儲存 Save」。 

 

 

(十) 這樣就完成 IOF 賽事管理系統的註冊了！ 

你會收到一封 E-mail，內容有你註冊的使用者名稱，以及連

結 IOF 賽事管理系統的超連結。點選連結，就會自動連結至

「IOF 賽事管理系統 賽事年曆」 的網頁。 

 

二、編輯個人檔案 

    當你首度登入 IOF 賽事管理系統時，你應該更新你的個人資料。

你可以在頁面左方選單中，找到「我的專頁 My pages」，點擊後，你

就可以看到你個人所有資料的選單。 

(一) 檢視你的公開檔案 

點選「我的專頁 My pages」中的「檢視公開檔案 View 

public profile」。 

右方頁面就會顯示你個人檔案的摘要。你也可以利用

上方的選單，快速連結到你的世界排名，並檢視相關成

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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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編輯個人介紹文字 

              點選「我的專頁 My pages」中的「編輯個人檔案 Edit  

profile」。右方頁面就會顯示五個工作表。 

A. 個人資料 (Personal details) 

在這個欄位，你可以更改你的個人資料，並且可以用

中文輸入法，在 「Full name in other alphabet」欄位，鍵

入中文姓名。 

「名字 First name」和「姓氏 Last name」欄位，只能

輸入 拉丁字母 (A~Z 或 a~z)。 

B. 聯絡資訊 (Contact details) 

    在此欄位，你可以更換 E-mail。也可以增加連結，連

接至你個人的其他網路社群。 

C. 登入資料 (Login) 

    在此欄位，你可以更改你的登入資料(使用者名稱和

密碼)。此系統是以你的 E-mail 作為預設的使用者名稱。 

D. 競賽資料 (Competitor details) 

    在此欄位，你可以選擇你的競賽項目。每當你選擇一

個競賽項目，你就要選取一個或多個你代表的俱樂部。如

果你找不到你的俱樂部名稱，你可以點選「增加 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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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點選「增加一個不在名單內的組織 Add an 

organization that does not exist in the list」，來建立新的俱樂部

名稱。 

    如果你有填寫 SPORTident 或 Emit 或 Emit Tag 的

指卡編號，當你報名賽事時，此編號將會自動編入報名資

料。(當你進行報名時，仍可以鍵入其他指卡編號。) 

E. 訊息通知(Information) 

    如果你想要接收到額外的訊息，可以勾選下列一個或

多個選項。 

□「我想接收到 IOF 關於定向越野的訊息。 

I would like to receive information about orienteering from 

the International Orienteering Federation. 」 

□「我想接收到 IOF 和它的合作夥伴所提供的任何訊息。 

I would like to receive offer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Orienteering Federation and its co-partners. 」 

(三) 增加或變更你的照片 

點選「我的專頁 My pages」中的「編輯照片 Edit 

photo」。 

你選取的照片檔，其寬度或高度至少要有 200 畫素，

而且格式必須是 JPG 檔 ( .jpg 或 .jpeg)，或是 PNG 檔 ( .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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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好照片檔案後，點選「上傳 Upload」。 

會有照片的預覽(Preview)出現。如果滿意目前的照片，

就點選「儲存 Save」。如果你點選「取消 Cancel」，你就可以再

選擇其他的照片檔案。 

點選「儲存 Save」後，會看到一個訊息通知，告訴你

照片已經儲存。點選「我的專頁 My pages」中的「檢視公開

檔案 View public profile」，就可以看到你的公開檔案。 

(四) 顯示個人參與過的賽事 

    點選「我的專頁 My pages」中的「我參與過的賽事 My 

events」。 

    右方會出現訊息欄，此訊息欄是顯示你已經報名的賽

事，以及你已經完成的個人賽事之成績結果。(你在個人的

公開檔案中也可以看到。)這些賽事在賽事年曆中，也會以

亮綠色顯示。 

 

三、如何進行報名 

    IOF 大型賽事，如世界錦標賽(WOC)和世界盃(World Cup)，報名

仍是由國家協會進行。而其他賽事，如世界排名賽(WRE)和世界長青

錦標賽(WMOC)，報名則可以由選手自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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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手自行報名賽事的程序如下： 

    首先，登入 IOF 賽事管理系統後，會看到賽事年曆(Event calendar)。

從年曆中，點選欲參加的比賽。 

    此時，頁面會轉換，可以看到關於賽事的更多訊息，而在頁面的

右方，可以找到「立即報名 Enter」，點擊後，就會進入填寫報名資

料的頁面。確認「俱樂部名稱 Club」、「組別 Class」、「指卡編號」正

確後，點選「儲存 Save」。就完成報名的初步程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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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如何在同一時間報名數個賽事 

    相同的方式，登入 IOF 賽事管理系統後，會看到賽事年曆(Event 

calendar)。從年曆中，勾選欲參加的每一場比賽。 

    然後在頁面的上方或下方，點選「報名所選的賽事 Enter selected 

events」。此時，頁面會轉換。確認「俱樂部名稱 Club」、「組別 Class」、

「指卡編號」正確後，點選「儲存 Save」。就完成報名的初步程序了。 

 

 

 

 

 

 

 

    (二) 如何輸入多個賽事參與者 

進入確認「俱樂部名稱 Club」、「組別 Class」、「指卡編號」的頁

面時，可以看到下方有「輸入、取消或更改另一位選手的報名 Enter, 

cancel or change entry for another member」，以及「輸入、取消或更改另

好幾位選手的報名 Enter, cancel or change entry for multiple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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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上述功能鍵後，會出現如下圖的頁面。此時，就可以在「人

員 Person」中，增加另一位選手，或是一次增加好幾位選手，選擇後，

點擊「確認 OK」。所選擇的人員，就會進入確認「俱樂部名稱 Club」、

「組別 Class」、「指卡編號」的頁面。最後確認完畢後，點選「儲存

Save」。就完成報名的初步程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