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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登入系統後，網頁宣告
機構作業相關規定資訊。 

Step2.按下「登入」，即可登入系統。 

Step1.鍵入帳號、密碼及驗證碼。 

系統網址：https://eecs.epa.gov.tw/front/ 

若重新設定密碼，密碼最少
須設定12碼，混合英文字母
大小寫、數字、特殊符號其
中3種 



壹 

設施場所活動管
理子系統 

核定課程資料 

開辦活動建檔 

開辦活動成果填報 

年度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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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 今年度優化後 

活動成果填報方式整併 
統一各項名稱 
功能自110/1/1開始開通 
109年度執行方式不變 

重複填報情形 
項目名稱不一致 
成果無法同步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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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現況功能相同部分畫面調整 

Step1.點選「檢視」，可瀏覽課
程資料，不可修改。 

提供通過認證課程資料列表 

若需變更通過認證之課程方案資料，
請至「變更作業線上申請 ( 簡報
P.40~P.45)」提出申請並行文至核發
機關備查。 

課程詳細資料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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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點選「查詢」，可瀏覽年
度已開辦課程資料。 

系統提供2項活動資料建
檔頁面，請依活動類別
選擇分頁。 

活動類別： 
核定課程：通過核發機關審核之課程 
其他環教活動：未經核發機關審核通過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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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與編輯核定課程 

Step1.選擇「核定課程)」分頁。 

Step2.可選擇「新增核定課程方案(通過認證)」
或「編輯」輸入活動資料。 

管理： 
如中止或取消，需

點選停辦，停辦案

件點選啟用後可重

勳編輯修改 

新增之課程，建立

後以未辦呈現 

活動確定辦理，點

選啟用，則顯示未

填寫成果 

已完成成果填報案

件則無法修改課程

內容，僅可更新講

師資訊及學員資訊 

其他環教活動開辦活動建檔功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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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核定課程/課程內容 

Step3.填入活動相關資訊。 

Step4.選擇是否將訊息發布至環境
教育終身學習網發布資訊(隔日匯入)。 

Step5.請先確認活動資料無誤，
再點選「儲存」完成建檔作業。 

建立之案件，經啟用後將呈現於本系統(EECS)

前台，供民眾查詢，且可設定線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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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核定課程/講師資訊 

Step1.點選講師資訊 
Step2.填寫講師資訊 

Step3.點選儲存 
講師資訊建檔，不影響開課程序。 
有助於講師運用及未來環境教育人員資源管理 



 新增核定課程/學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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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點選學員資訊 

Step2.點選新增學員，
可單筆新增 

Step3.填寫學員資訊 

Step4.點選儲存 

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匯入 

EECS報名系統匯入 

開課單位自行填報 



 新增核定課程/學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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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點選整批新增學員，
可整批新增 

Step2.範例下載 

Step3.選擇檔案上傳 



 新增核定課程/學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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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錯誤會顯示錯誤提醒 
無法儲存 

檔案正確出現儲存鍵 

完成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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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辦活動建檔後課
程匯入「開辦活動
成果填報」 

功能與前台「開辦
活動填報」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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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點選成果填報 

Step2.填寫課程內容，
並上傳照片檔 其他環教活動填報方式相同 

人數為必填欄位，不得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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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選擇欲填報的年度及季別。 

Step2.點選「帶入上傳人數」或
自行輸入人數。 

Step3.確認資料無誤後，
按下「新增」。 

若已完成「開辦活動成果填報」(P14-P15)上傳成果可點選「帶入上傳人數」

系統將自動計算「戶外學習人數」及「其他環境教育活動人數」 。 



提供年度成果報告內容編輯、報告書產出及上傳服務。 

需於每年3月底以前上傳前一年度之成果報告書。 

提醒： 
可以系統編輯功能進行年度

成果報告撰寫或直接以

Word、PDF自行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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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 點選「新增」建立該年度資料。 

Step2.點選「編輯成果報告
書」進入成果資料編輯介面。 

系統提供9項成果報告編輯項目，請依序進行資料建檔僅

「7.學習成效分析」為非必填項目 

「4.課程活動成果」、「5.成果照片」完成活動成果建檔，

相關資料即可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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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進入「1.專業人力配置」。 
Step4.新增專業人力配置詳
細資料或以匯入方式。 

Step4-1-2.針對今年度之人力
配置表進行「修改」或「刪除」。 

Step4-2-1.輸入人
力配置之人員資料。 

Step4-2-2.確認資料無誤後，
按下「新增」。 

Step4-1-1.點選「匯入上一年
度專業人力配置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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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6.填入成果摘要、關鍵字，
或以匯入上一年度資料方式進
行編修。 

Step5.進入「2.年度成果摘要」。 

Step7.點選「儲存」完成資料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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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9.填入「本階段營運目標」
及「本年度工作目標」內容。 

Step8.進入「3.工作事項及執行方法」。 

Step10.點選「儲存」完成資料編輯。 

Step11.新增年度工作項目內
容及進度，或以匯入上一年度
資料方式進行編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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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2.進入「4.課程活動成果」。 

Step13.可選擇「核定課程」、「其他
環教活動」及「展延」進行成果填寫 。 

22 

「開辦活動成果填報(簡報P.14~P.15)」上傳資料，系統自動計算

並帶入數值。 



 展延 

Step13-1.點選「新增展延課程」新增資料 。 

Step13-2.填入課程名稱及成果(簡述即可)。 

Step13-3.點選「儲存」完成編輯 。 
23 



Step14.進入「5.成果照片」。 

 通過認證課程，以核定課程為單位，每一課程提供2張照片。 

 其他環教活動及展延課程，每一活動/課程僅需提供1張照片。 

每頁有6筆資料，需所有欄位填入資料並選好照片，才能夠儲存成功。 

均自「開辦活動填報(簡報P.14~P15)」自動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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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5.填入照片內容說明
及日期。 

Step16.如需更換，請點選「選擇檔案」
上傳課程/活動照片。 

Step17.點選「儲存」完成編輯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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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8.進入「6.滿意度調查」。 區分核定課程、其他環教相關
活動2類。 

僅核定課程方案(通過認證)，需要選擇問卷調查

模式。 

問卷模式分4種：使用環訓所問卷、新增自訂問

卷、使用其他模式問卷、未進行問卷。其中，選

擇「使用環訓所問卷」及「新增自訂問卷」需編

輯問卷。 

Step19.填入該課程，問
卷發放總份數，及回收
總份數。 

Step20.可選擇「使用環訓
所問卷」、「新增自訂問卷」
及「使用其他模式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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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0-1-1. 點選「編輯問卷」。 

 使用環訓所問卷 

Step20-1-2.填入各項目滿意度
調查結果。 

Step20-1-3.點選「儲存」完成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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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0-2-1. 點選「編輯問卷」。 

 新增自訂問卷 

Step20-2-2.點選「新增調查項目」。 

Step20-2-3.選擇項目類型及輸入調查項目，及各項目滿意度調
查結果。 

Step20-2-4.點選「儲存」完成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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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其他模式問卷 Step20-3.僅直接輸入成果資料。 

其他環教活動 Step21.填入該活動，問卷發
放總份數，及回收總份數。 

Step22.點選「儲存」完成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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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3.進入「7.學習成效評估」。 

此項非必填！ 

Step25.點選「儲存」完成資料編輯。 

Step24.填入當年度學習成效評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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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6.進入「8.檢討與展望」。 

Step27.填入檢討與展望內容。 

Step28.點選「儲存」完成資料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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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0.點選「選擇檔案」。 

Step31.按下「上傳附件」。 

如需另外檢附年度成果相關佐證資料，可將相關資料/文件進行上傳。 

Step29.進入「9.附件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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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完成成果報告書所需資料後(分頁項目1~6
及8)，「成果報告書產出」功能才會開啟。 

Step32.點選「成果報告書產出」匯出成果
報告。 

報告書下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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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上傳 

成果報告書「年度」由系統帶入 

Step1.按下「選擇檔案」，選
擇編輯完成的成果報告。 

Step2.點選「上傳新
文件」上傳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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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點選「列印」按鈕，即
可輸出線上成果申報證明。 

Step3.按下「線上成果申報證明
列印」預覽列印成果申報證明。 

請連同「線上成果申報證明」一併發文至環訓所備查 

經環訓所確認，提交狀態即為已鎖定，無法重新上傳 

申報證明列印 



貳 
變更作業
線上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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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及管理辦法第11條規範，設施場所申請認證之所送文件及認證

證明文件記載事項有變更時，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位置：EECS > 變更作業線上申請 

Step2.可針對單位全銜、負責人、
全職環教人員進行資料異動。 

Step1.點選「Step1.基本資料」。。 

Step3.修改完成按下「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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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點選「Step2.佐證資料上傳」 

Step5.選擇要提供文件的檔案類別，點選「選擇
檔案」上傳檔案。 

檔案上傳後，可再進行「刪除」或「新
增」該項目之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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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7.點選「確認送出變更申請」，才算完
成申請作業。 

提供操作及備查應檢
附文件說明 

Step6.點選「Step3.申請文件套印」 

Step8.點選「匯出變更申請文件」及「線上變更
作業申請證明」。請連同公文、佐證文件提送環訓
所備查。 

審查狀態在「待審核」階段，
才可進行「取消變更申請」

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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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點選「Step1.課程方案規劃」。。 

Step2.選擇應變更之課程可選擇「變更」、
「刪除」及「新增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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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課程方案 

Step2-1-1.點選「新增課程」。 

Step2-1-2.填入新增之課
程方案資料。 

Step2-1-3.點選「新增」儲
存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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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更課程方案 

Step2-2-1.點選「變更」。 

Step2-2-2.填入課程變更後之
資訊，及修正摘要說明。 

Step2-2-3.點選「更新」儲
存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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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除課程方案 

Step2-3-1.點選「刪除」
資料則刪除。 

Step3.課程新增、修改或刪除作業都完成，
即可點選「變更後課程預覽」檢視變更資料 

提供檢視核定課程變更前、後差
異，確保資料修改之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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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點選「Step2.佐證資料上傳」。 

Step5.選擇要提供文件的檔案類別，點選
「選擇檔案」上傳檔案。 

檔案上傳後，可再進行「刪除」或
「新增」該項目之檔案 。 

課程試教紀錄.doc 上傳時間：2020/10/8
上午08;23:30:30 

刪除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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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7.點選「確認送出變更申請」，才算完成
申請作業。 

提供操作及備查應檢附文件說明 

Step6.點選「Step3.申請文件套印」。 

Step8.點選「匯出變更申請文件」及「線上變更作
業申請證明」。請連同公文、佐證文件提送環訓所
備查。 

審查狀態在「待審核」階段，
才可進行「取消變更申請」

動作。 



叁 
補(捐)助
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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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輔導獎勵辦法第五條規範，為鼓勵設施場所之設置或推動環境教育，
得依每年編列之預算數訂定補(捐)助計畫，接受設施場所申請補(捐)助其與認證或辦理

環境教育有關項目之費用。 

位置： 
EECS > 補(捐)助申請 

Step1.勾選方框。 

補(捐)助作業相關事項 

提供操作及備查
應檢附文件說明 

Step2.點選「開始申請」按鈕。 

至少須閱讀5秒鐘，才可進行勾選及

點選「開始申請」按鈕。 



48 Step4.確認資料無誤後，點選「下一步」按鈕。 

Step3.填寫申請資料，包括計畫名稱、申請
項目及經費等。 

原承辦人相關基本資料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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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9.點選「OK」按鈕，自動導
引至BAF系統。 

Step6.按下「選擇檔案」，選擇編輯完成的計
畫書。 

Step7.點選「上傳」上傳檔案。 

Step8.點選「儲存送出」， 
完成申請。 

配合環保署管理作業，請務必至「預算會計暨財務管理
資訊整合平臺(BAF)」填寫詳細經費編列資料！ 

配合補助計畫可上傳5個檔案 

 請以公文函送申請資料！ 
 需檢附：申請表、計畫書、及計畫規範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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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會計暨財務管理資訊整合平臺(BAF)」 https://bafweb.epa.gov.tw/tcixw/ext/ap/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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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可於「待審核」(3日內)及「修正計
畫」狀態，才能修改申請資料！ 

如需修改資料或重新上傳計畫書，需
於申請日期後3日內完成！超過時間則
無法修改！ 

申請補(捐)助時間截止後，則無法進行
資料修改或上傳動作！ 

核定補助後，核定計畫將呈現於計畫
內容內 

 

如欲調整內容，請點
選「修改」按鈕。 

修改申請資料。 

完成修改後，點選「資料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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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點選「成果」，進入編輯頁面。 

Step2.點選「新增活動明細」填寫成果。  

 填寫「新增活動明細」及「性別平等檢核」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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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選擇活動名稱。 

  選擇核定課程 

Step3-1.自動帶出認證通過之核定課程，並
已下拉式選單供選擇！ 

  自行輸入 

Step3-2.直接輸入課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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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填寫活動辦理成果。 

Step5.資料無誤後，點選「送出」。 

Step6.點選「性別平等檢核」。 



Step10.確認活動明細及性平檢核都
完成後，點選「提交」。 

案件進入成
果待審核階
段！ 

Step11.系統告知資料已送出！ 
點選「OK」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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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8.填入檢核
結果或說明(說明
內容非必填)。 

Step9.完成後
點選「儲存」。 

Step7.填寫性平
檢核表-基本資料
內容。 



肆 
認證展延
申請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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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及管理辦法第9條規範，設施場所之認證有效期限為五年；期限屆滿前三至

六個月內得申請展延；每次展延之有效期限為五年。 

申請展延者應繳交新臺幣二千五百元之展延審查費；其應檢具文件及審查程序準用第四條至第七

條規定。 

Step1.詳閱系統訊息。 

Step2.點選「OK」，
進入資料填寫頁面。 

 依法規規範之申請時間，點選「新申請」時，系統自動判斷是否符合認證展延申請資格。 
 如尚未到展延申請時間，系統會出現「您的證書認證有效期限尚未屆滿，請於000年00

月00日後提出申請！」 

新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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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可針對負責人、全職環教人員及聯
絡資訊等進行資料更新。 

Step5.詳閱注意事項後點選
「OK」鈕，進入附表頁面。 

Step4.資料更新與確認無誤後，
點選「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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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6.點選「匯入前一次申請認證通過的課
程方案資料」。 

系統帶出核定課程資料！點選「檢視」，
可瀏覽課程資料。 

 以原核定或變更備查課程為主，未核定之課程請至變更管理子系統，申請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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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7.點選「Step3.附件上傳及申請書列
印 」。 

Step8.點選「相關附件資料上傳」。 

Step9.選擇要提供文件的檔案類別，點選「選擇檔
案」上傳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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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0.上傳完成後，點選「送出」。 

Step11.點選「申請書列印」，套印認證展延申請
書及附表。 

 列印之申請書共有4份文件：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
證申請書、核定之課程方案彙總表、經營管理計畫
書、檢核清單。 

 用印簽章後，連同公文送至環訓所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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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各分頁，進行資料修改或查詢動作。 

各分頁資料如有修改，請點選下方
「儲存」按鈕。 

點選「送出」並列印申請書。 

 案件如已進入審查階段或已結案，則不能修改資料！ 



Step1.依環訓所或委員審查意見，進入各分頁修
改資料。 

Step2.各分頁資料修改完成後，請點選下
方「儲存」按鈕。 

Step3.至「Step3.附件上傳及申請書列
印」分頁，依審查意見上傳相關佐證文
件。 

 案件狀態如為程序審查通知補正、書面審查通知補正、擇期再審
待補正或大會審查通知補正，才可使用提送補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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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場所可查詢，該單位
申請展延之歷程資料。 



簡報完畢 
謝謝聆聽 

系統操作問題 
電話： (03)4020-789#623、(02)6630-9988#129 

信箱： eecs@er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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