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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操作手冊（一般開課單位）

❖如 貴單位為《環境教育法》第19條列管之提報單位，
請至 首頁＞下載專區＞環境教育提報作業，
下載提報單位業務帳號系統操作手冊參考使用。

❖如 貴單位為環境教育機構或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請至 首頁＞下載專區＞環境教育提報作業，
下載活動發布操作手冊參考使用。

❖如 貴單位為前述單位以外之一般開課單位，
請參閱本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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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法》第19條列管之提報單位，請以原提報單位帳號或另行新增子帳號登入即可。

❖已經有「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帳號之單位，請以原帳號及密碼登入即可。

❖沒有「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帳號之單位，請檢附申請表及課程計畫書，行文向環保署提出申請。 4

壹 登入帳號 作業網址：
https://elearn.epa.gov.tw

輸入帳號、密碼，
點選登入進入系統



❖沒有「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帳號之單位，請檢附申請表及課程計畫書，行文向環保署提出申請。 5

壹 登入帳號

沒有帳號該如何申請？

Step 1. 點選下載專區＞申請開課單位

Step 2. 下載帳號申請表



❖本系統將於收件後2-5工作天內核發「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帳號，並透過E-Mail與貴單位聯繫。

❖核發之帳號沒有使用期限，未來皆可於系統申請發布環境教育活動。 6

壹 登入帳號

Step 3. 檢附申請單及課程計畫書，
行文至環保署申請新增帳號

沒有帳號該如何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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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有活動資料有異或其他特殊情況時，本系統客服同仁將與貴單位聯繫。 8

貳 更新資料

Step 1. 點選首頁

Step 2. 點選單位基本資料

Step 3. 更新資料

Step 4. 點選更新

聯繫窗口異動時請更新聯繫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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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於「環境教育資訊系統」(P.16)

❖該活動將在「環境教育資訊系統」公開宣傳曝光。

❖若需提供環境教育時數，請於登打活動資料時
勾選同步發布至「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

10

參 新增活動

僅發布於「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P.11)

❖該活動只發布於「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
不會在「環境教育資訊系統」發布。

❖貴單位須協助登錄環境教育時數。

❖需使用本系統線上報名功能。

依活動特性選擇發布之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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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A.2 點選新增/維護活動

參 新增活動

Step A.1 點選學習資訊維護

Step A.3 點選僅發布於「環
境教育終身學習網」

A. 僅發布於「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El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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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A.3 點選新增活動

參 新增活動

A. 僅發布於「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El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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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新增活動

A. 僅發布於「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Elearn)

Step A.4 完成登打活動資料後，點
選新增即可建立該活動

※講師為環境教育認證人員，請於查詢講師功能中，依講師姓名或
證書字號查詢。

※講師非環境教育認證人員，請直接於講師姓名欄位輸入講師姓名。

※若有多名講師，請善用新增講師功能按鈕逐筆新增。

此功能僅可查詢具環教認證之人員

點選後

※若需使用本系統線上報名功能，
請選擇線上報名，並請定期操作
報名准駁功能。

※若需核發環保綠點，請填寫統一編號，
並請確認已購買足夠的環保綠點點數。



※點選可顯示審核意見

新增活動參
A. 僅發布於「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Elearn)

❖貴單位建立之活動須通過環保署審核方可發布於「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

❖如欲申請辦理環境教育活動，請於辦理一週前於線上提出申請。

❖審查時間約需2-5工作日，將於審查後以E-mail通知貴單位。 14



❖待審核時，不可修改或刪除活動。

❖經審核後，不論通過或不通過，皆可修改及刪除活動。

❖若修改活動，將由環保署再次審核，審核期間活動暫時下架。

❖若刪除活動，將一併刪除已登錄之時數。

※點選前方編輯鈕即可針對
該活動進行修改及刪除

新增活動參

15

A. 僅發布於「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El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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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B.2 點選新增/維護活動

參 新增活動

Step B.1 點選學習資訊維護

Step B.3 點選發布於「環境教育資訊系統」

B. 發布於「環境教育資訊系統」(EE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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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活動參
B. 發布於「環境教育資訊系統」(EEIS)

Step B.4 點選新增活動

Step B.5 完成登打活動資料後，
點選新增即可建立該活動



❖ 若同步發布於「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需登錄環境教育時數。（登錄時數請參考P.25） 18

新增活動參

※若選擇同步發布於「環境教育
終身學習網」，須填寫其他欄位

B. 發布於「環境教育資訊系統」(EEIS)

若選擇是，需增填部分資料欄位，請參考P13



❖ 貴單位建立之活動須通過環保署審核方可發布於「環境教育資訊系統」，

❖若選擇同步發布於「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之活動，亦須通過環保署審核後方可發布。

※點選可顯示審核意見

19

新增活動參
B. 發布於「環境教育資訊系統」(EEIS)



❖待審核時，不可修改或刪除活動。

❖經審核後，不論通過或不通過，皆可修改及刪除活動。

❖若修改活動，將由環保署再次審核，審核期間活動將暫時下架。

❖若刪除活動，將一併刪除已登錄之時數。 20

※點選前方編輯鈕即可針對
該活動進行修改及刪除

新增活動參
B. 發布於「環境教育資訊系統」(EE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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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活動參
B. 發布於「環境教育資訊系統」(EEIS)

❖ 活動經環保署審核通過後，將於隔日發布於「環境教育資訊系統」。

※發布環境教育活動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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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活動若選擇發布至「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且選擇線上報名，開課單位務必定期進行線上准駁作業。

Step 1. 點選學習資訊維護

Step 2. 點選報名准駁
/下載名冊

Step 3. 點選前方報名准駁按鈕，
即可針對該活動進行線上
准駁作業

Step 5. 完成後點選送出

Step 4. 在此核可/駁回
學員報名

准駁報名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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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時數伍

可自行設定查詢條件

顯示課程清單

現場掃描條碼核發時數、綠點

❖如本場活動提供環保綠點，使用QRCode掃描核發時數可一併核發環保綠點。

❖請確認已購買足夠的環保綠點點數，環保綠點核發作業時間較長，須待隔日方可顯示。 25

Step 1.點選「QR code掃描」

Step 2.登入開課單位帳號

Step 3. 找到想要核發時數的活動，
點選「開啟掃描器」

❖該活動若選擇發布至「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開課單位務必線上登錄環境教育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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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時數伍
❖該活動若選擇發布至「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開課單位務必線上登錄環境教育時數。

完成核發時數

可設定核發時數數量

現場掃描條碼核發時數、綠點

Step 4.將鏡頭對準學員條碼
已核發時數學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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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時數伍
❖該活動若選擇發布至「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開課單位務必線上登錄環境教育時數。

同一名學員不可重複核發時數

作廢失效之條碼無法核發時數

無法核發時數？ 無法核發綠點？

學員未填寫手機無法核發綠點

補填手機後即可核發綠點

現場掃描條碼核發時數、綠點



❖ 若誤發或未使用掃描條碼功能核發時數，請於活動結束後彙整學員名單，提供給「環保集點平臺」統一匯發環保綠點。 28

登錄時數伍
❖該活動若選擇發布至「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開課單位務必線上登錄環境教育時數。

現場掃描條碼核發時數、綠點

匯出環保綠點，確認核發名單與狀態

Step 1. 點選學習資訊維護

Step 2. 點選環保綠點核發情形

Step 3. 點選「匯出」
下載已環保綠點核發情形



Step 1. 點選學習資訊維護

Step 2. 點選登錄/維護學習時數

29

登錄時數伍
❖該活動若選擇發布至「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開課單位務必線上登錄環境教育時數。

❖活動結束後登錄時數有2種方式：

❖單筆登錄時數：針對單一學員登錄時數。(P.30)

❖整批上傳時數：針對多項活動及多位學員登錄時數。(P.31)

活動結束後彙整登錄、上傳時數



Step 3.A.1 點選前方登錄時數按鈕
即可針對該活動登錄時數

A. 單筆登錄時數

Step 3.A.2 點選新增學習時數

Step 3.A.4 輸入學員資料，點選
確認即完成登錄時數

30

登錄時數伍

Step 3.A.3 選擇單筆加入

活動結束後彙整登錄、上傳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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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B.1 點選整批上傳學員(已開班)

Step 3.B.2 點選下載CSV格式

B. 整批上傳時數

填寫方式務必參考下載頁面
上之文字說明。

登錄時數伍 活動結束後彙整登錄、上傳時數



B. 整批上傳時數

32

Step 3.B.3 點選選擇檔案，找出編輯
好之CSV格式檔案

Step 3.B.4 點選上傳

登錄時數伍

❖檔案上傳成功後，系統將於每日08:00、12:00、17:00、19:00進行批次處理作業。

❖請於排程處理後至「學習資訊上傳進度查詢」功能中檢視處理結果。(P.33)

活動結束後彙整登錄、上傳時數



❖上傳之檔案內，有任何一個欄位資訊錯誤，即會顯示該筆檔案處理異常。

B. 整批上傳時數

33

Step 3.B.6 點選學習資訊上傳進度查詢

Step 3.B.5 點選學習資訊維護

※可進一步檢視
資料異常之處

※檢視各檔案處理結果

登錄時數伍 課後彙整登錄、上傳時數



❖同一檔案中，僅有錯誤之資料不會寫入，其餘正確資料仍會正常處理。

B. 整批上傳時數

34

開啟CSV檔，以文字說明錯誤欄位 另開網頁，標註錯誤欄位

CSV格式紀錄 HTML格式紀錄

登錄時數伍 課後彙整登錄、上傳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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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件將寄送至單位所填寫之業務承辦信箱中，若因更換承辦未修改資料或所
設定之信箱自動阻擋系統寄出之信件，請採紙本申請方式。(P.38) 36

忘記密碼陸
A. 線上申請

Step A.1 點選忘記帳號／密碼

※填寫貴單位帳號
若忘記帳號請以紙本申請

Step A.2 選擇業務帳號，並填寫下方欄位資料，
點選查詢後，即可於設定信箱中收
到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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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記密碼陸

登入帳號

登入帳號

A. 線上申請
Step A.3 至信箱收取密碼重新設定信件，

並依提示點選重新設定密碼之連結

Step A.4 可自行重新設定密碼

密碼設定規定

❖不可與登入帳號或身分證相同。

❖必須英數混合。

❖最少12位數，最多20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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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記密碼陸
B. 紙本申請

Step B.1 點選下載專區＞申請開課單位

Step B.2 下載帳號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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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記密碼陸
B. 紙本申請

Step B.4 申請人與單位主單簽
章（職章），再傳真
至表單下方傳真號碼

Step B.3 填寫基本資料，
並勾選下方詢問帳號密碼

紙本查詢注意事項

❖申請資料及項目請確實填寫，申請人與
單位主管務必簽章。

❖收到傳真後2工作天內回覆。



簡報結束

ERI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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