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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淨灘地圖，不須登入帳號-可申請淨灘及查看相關資訊
2.統計資訊，不須登入帳號-可查看所有統計資料
3.環教專區，不須登入帳號-可檢視環境相關文章及淨灘小遊戲
4.我要認養，登入帳號-可申請認養海岸線
5.成果填報，登入帳號-可檢視與登錄該帳號淨灘成果

1. 一般民眾

2. 民間團體

3. 企業

各縣市
環保機關

提醒：若因權限問題無法使用
該功能，則會跳出警示視窗

系統權限與功能說明

1.可編輯、審核該縣市轄區內認養海岸
2.可審核該縣市轄區內淨灘申請
3.可檢視與登錄該縣市轄區內可認養海岸段淨灘成果，以及登錄
該縣市轄區內海廢調查成果(行動版)

4.可查看所有統計資料
5.可檢視環境相關文章及淨灘小遊戲

我要認養 成果填報 環教專區統計資訊淨灘地圖

無需登入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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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連結索引

我要認養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eaLineReview/SeaLineEnpSP

成果填報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MaintainResult/ResultQuery

淨灘地圖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eaApply/Select

統計資訊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tatistics/SeaClean

環教專區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eaEducation/Video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eaLineReview/SeaLineEnpSP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MaintainResult/ResultQuery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eaApply/Select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tatistics/SeaClean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eaEducation/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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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操作說明及功能介紹

1.從選單或地圖找尋欲查詢的海岸線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eaCalendar/SeaCalendar

功能介紹 淨灘地圖 統計資訊 環教專區

進入首頁後，點選「淨灘行事曆」 2.點選海岸線段，會顯示該海岸前90天到後
30天區間內的淨灘活動

無須登入帳號

淨灘申請進度查詢淨灘行事曆 淨灘活動彙整平臺淨灘申請

3.點選「查詢更多」，會顯示該海岸歷史淨
灘活動紀錄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eaApply/Select.aspx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eaCalendar/SeaCalen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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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紹 淨灘地圖 統計資訊 環教專區

系統操作說明及功能介紹

無須登入帳號

淨灘申請進度查詢淨灘行事曆 淨灘活動彙整平臺淨灘申請

2.依照你選擇海岸區域，系統會推薦
較少人申請的海岸線段

若有已經選定的海岸線可以點選
「我已有選定的海岸線」

1.進入首頁後，點選「淨灘申請」或「我要淨灘」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eaApply/Select.aspx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eaApply/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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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操作說明及功能介紹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eaApply/Select

6.填寫完成，點選送出申請

3. 進入申請資料填寫頁面，如需更換地點，
可從下拉選單或地圖重新選取

4.系統會自動帶入選擇的海岸線，填寫淨灘日期、
時間、申請單位基本資料、淨灘人數及驗證碼，

功能介紹 淨灘地圖 統計資訊 環教專區 無須登入帳號

淨灘申請進度查詢淨灘行事曆 淨灘活動彙整平臺淨灘申請

今年度新增燈號篩選功能，在挑選海岸線時
可以參考海岸清理頻率

5.選擇是否需要協助垃圾清運及是否開放一般民眾
參與淨灘及是否同意將聯絡資訊提供於「海洋廢棄
物循環利用及標章申請資訊專區」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eaApply/Select.aspx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eaApply/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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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操作說明及功能介紹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eaApply/Select

系統會依據填寫信箱寄送申請成功通知信

功能介紹 淨灘地圖 統計資訊 環教專區 無須登入帳號

淨灘申請進度查詢淨灘行事曆 淨灘活動彙整平臺淨灘申請

７.淨灘申請成功顯示頁面，提供淨灘編號
查詢進度功能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eaApply/Select.aspx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eaApply/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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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操作說明及功能介紹

進入首頁後，點選「淨灘申請進度查詢」頁面

1.可利用「淨灘編號」、「電子信箱」或「申請單位」
進行申請進度查詢
註:需至少輸入兩項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eaApply/ApplyQuery

功能介紹 淨灘地圖 統計資訊 環教專區 無須登入帳號

淨灘申請進度查詢淨灘行事曆 淨灘活動彙整平臺淨灘申請

2.審核進度將會於審核後即時更新，並寄送
審核通過／不通過信件通知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eaApply/Select.aspx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eaApply/Apply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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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操作說明及功能介紹

進入首頁後，點選「淨灘活動彙整平臺」

1.開放一般民眾參與的淨灘活動，透過地圖
上的定位點公開給一般大眾查詢

2.點選活動，於頁面右側顯示詳細資訊，
並提供相關報名連結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eaCleanEvent/SeaCleanEvent

功能介紹 淨灘地圖 統計資訊 環教專區 無須登入帳號

淨灘申請進度查詢淨灘行事曆 淨灘活動彙整平臺淨灘申請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eaApply/Select.aspx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eaCleanEvent/SeaClean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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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操作說明及功能介紹

進入首頁後，擇一處點選「統計資訊」或「淨灘成果」 進入「統計資料」頁面後，預設查詢
頁面為「認養資訊統計」

本頁面可以查詢系統內已建檔的紀錄，
主要包含：
• 認養單位查詢
• 認養資訊統計
• 淨灘成果統計
• 海廢調查成果統計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tatistics/sealineunit

功能介紹 淨灘地圖 統計資訊 環教專區 無須登入帳號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tatistics/SeaStatisticsInfo.aspx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tatistics/sealineunit


12

系統操作說明及功能介紹

2.可用縣市、企業名稱、海
岸線名稱及統計區間查詢

1.選擇「認養單位查詢」

4.點選下載資料類
型即可下載

淨灘成果統計認養單位查詢 海廢調查成果統計認養資訊統計

3. 點選「送出」，確認是否為需要的資料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tatistics/sealineunit

功能介紹 淨灘地圖 統計資訊 環教專區 無須登入帳號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tatistics/SeaStatisticsInfo.aspx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tatistics/sealine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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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操作說明及功能介紹

2.輸入查詢的行政區與時間區間
1.選擇「認養資訊統計」

4.點選下載資料類型即可下載

3. 點選「搜尋」，確認是否為需要的資料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tatistics/SeaStatisticsInfo

功能介紹 淨灘地圖 統計資訊 環教專區 無須登入帳號

淨灘成果統計認養單位查詢 海廢調查成果統計認養資訊統計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tatistics/SeaStatisticsInfo.aspx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tatistics/SeaStatistics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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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操作說明及功能介紹

1.選擇「淨灘成果統計」

2.輸入查詢的行政區與時間區間

3. 點選「搜尋」，確認是否為需要的資料 4.點選下載資料類型
即可下載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tatistics/SeaClean

功能介紹 淨灘地圖 統計資訊 環教專區 無須登入帳號

淨灘成果統計認養單位查詢 海廢調查成果統計認養資訊統計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tatistics/SeaStatisticsInfo.aspx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tatistics/SeaC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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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操作說明及功能介紹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tatistics/SeaClean

功能介紹 淨灘地圖 統計資訊 環教專區 無須登入帳號

淨灘成果統計認養單位查詢 海廢調查成果統計認養資訊統計

５ .點選圖像顯示按鈕，
成果將以圓餅圖呈現

６.點選「下載圖片」
可供下載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tatistics/SeaStatisticsInfo.aspx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tatistics/SeaClean


16

系統操作說明及功能介紹

1.選擇「海廢調查成果統計」

2.輸入查詢的行政區、時間區間及海岸線

3.點選「搜尋」，確認是否為需要的資料
4.點選下載資料類型即可下載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tatistics/SeaICC2

功能介紹 淨灘地圖 統計資訊 環教專區 無須登入帳號

淨灘成果統計認養單位查詢 海廢調查成果統計認養資訊統計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tatistics/SeaStatisticsInfo.aspx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tatistics/SeaIC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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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操作說明及功能介紹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tatistics/SeaICC2

功能介紹 淨灘地圖 統計資訊 環教專區 無須登入帳號

淨灘成果統計認養單位查詢 海廢調查成果統計認養資訊統計

５.點選圖像顯示按鈕，
成果將以長條圖呈現

６.點選「下載圖片」
可供下載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tatistics/SeaStatisticsInfo.aspx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tatistics/SeaIC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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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操作說明及功能介紹

進入首頁後，點選「環教專區」
1.選擇「影音分享區」，可檢視相關
影片及文章內容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eaEducation/Video

2.選擇「遊戲互動區」，可進行淨灘
小遊戲

功能介紹 淨灘地圖 統計資訊 環教專區 無須登入帳號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tatistics/SeaStatisticsInfo.aspx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eaEducation/Video


帳號註冊與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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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先登入方能使用以下功能：
我要認養、成果填報

系統操作說明及功能介紹

若無帳號請點選註冊帳號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ignupCoast/Default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ignupCoast/Default


1.同意服務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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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閱讀服務條款，
閱讀完畢後請點選同意

系統操作說明及功能介紹

2.填寫基本資料 3.維護帳號帳號註冊與維護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ignupCoast/Default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ignupCoast/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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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意服務條款

系統操作說明及功能介紹

2.填寫基本資料 3.維護帳號帳號註冊與維護

3.依序輸入姓名、單位、電話、電
子郵件、地址

4.輸入驗證碼

5.送出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ignupCoast/Default

2.設定密碼並再次確認

1.輸入您的帳號

6.完成註冊，可前往系統登入使用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ignupCoast/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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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操作說明及功能介紹

1.同意服務條款 2.填寫基本資料 3.維護帳號帳號註冊與維護

1.登入帳號後，點選帳號名稱臚列下拉式選項，選擇
「帳號維護」

3.填寫完畢後按下「更新」即更新成功

2. 原本的資訊會直接帶入，修改須更新
的資訊即可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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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操作說明及功能介紹

登入帳號後，擇一處點選「我要認養」
1.進入「認養申請」頁面，查詢認養地段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eaLineReview/SeaLineEnpSP

我要認養功能介紹 成果填報

2.點選地圖上的線段，確認該線段為欲認
養的海岸段後，按下「選擇」

須登入帳號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eaLine.aspx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eaLineReview/SeaLineEnp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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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操作說明及功能介紹

提醒：若同一海岸段重複
選擇，則會跳出提醒視窗

3. 填寫認養人數、認養期間及清掃頻率，完
成後按下「存檔」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eaLineReview/SeaLineEnpSP

4.儲存完畢後，該縣市環保機關審核確認認養，
可由「審核狀態」檢視認養審核進度

我要認養功能介紹 成果填報 須登入帳號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eaLine.aspx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eaLineReview/SeaLineEnp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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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操作說明及功能介紹

登入帳號後，點選「成果填報」
1.進入頁面，輸入查詢條件點選「查
詢」，可檢視過去登錄過的淨灘成果

2.點選「新增成果填報」，可填寫淨
灘成果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MaintainResult/ResultQuery

我要認養功能介紹 成果填報 須登入帳號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eaLine.aspx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MaintainResult/Result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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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操作說明及功能介紹

維護成果資料查詢一般淨灘 1.選擇「一般淨灘」

2.選擇海岸線
與監測日期

3.填寫淨灘
成果

4.上傳淨灘照
片、影片

5.按「存檔」
即完成

點選「新增成果填報」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MaintainResult/ResultQuery

我要認養功能介紹 成果填報 須登入帳號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eaLine.aspx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MaintainResult/Result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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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操作說明及功能介紹

3.點選「檢視」可
查看成果

4.點選「修改」可
編輯成果

1.可利用日期、縣市、單位、海岸線名稱進行查
詢，輸入後點選「查詢」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MaintainResult/ResultQuery

我要認養功能介紹 成果填報 須登入帳號

維護成果資料查詢一般淨灘

2.選擇資料管理方式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SeaLine.aspx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MaintainResult/ResultQue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