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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系統註冊、登入操作說明 

一、 購票網站網址 

https://news.e-land.gov.tw/ 

二、 購票網站會員註冊 

步驟一：點選網頁右上方的「加入會員/登入」 

 

步驟二：點選「註冊會員」 

 

https://news.e-land.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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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同意會員服務使用及個資蒐集同意書，並點選「下一步」 

※請詳閱會員服務使用及個資蒐集同意書，並勾選「我已閱讀並同

意上述聲明內容」，並點選「下一步」。 

 

步驟四：註冊會員 

※註冊會員可選擇在本網頁註冊或是

透過 facebook、google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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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網頁註冊 

輸入手機號碼、電子郵件並設定密碼及點選「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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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簡訊接收驗證碼、並於網頁輸入該驗證碼後點選「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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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姓名、居住地後點選「一般會員註冊完成」，即完成會員註冊。 

 

 

2. facebook註冊 

點選「以 facebook註冊」，網頁跳轉至 Facebook登入頁面，輸入帳號

密碼點選「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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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姓名、居住地後點選「一般會員註冊完成」，即完成會員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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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oogle註冊 

點選「以 google註冊」，網頁跳轉至 Google登入頁面，輸入帳號密碼

點選「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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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姓名、居住地後點選「一般會員註冊完成」，即完成會員註冊。 

 

步驟五：會員登入 

※會員登入可選擇在本網頁登

入或是透過 facebook、google登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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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網頁登入 

輸入帳號、密碼與驗證碼，並點選「登入」，即可登入購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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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acebook登入 

點選「以 facebook登入」，網頁跳轉至 Facebook登入頁面，輸入帳號

密碼點選「登入」，即可登入購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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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oogle登入 

點選「以 google登入」，網頁跳轉至 Google登入頁面，輸入帳號密碼

點選「登入」，即可登入購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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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系統購票、付款操作說明 

一、 購票操作流程 

步驟一：登入系統後，點選「電子票務」 

 

步驟二：點選現正熱售的「2022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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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點選「立即購票」 

 

步驟三：選擇欲購買的票種並點選「加入購物車」 

※確認購買項目後再點選「購物車(結帳)」，前往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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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選擇欲購買之票種數量並點選「結帳送審」 

 

步驟五：驗證資格 

※購買的票須驗證資格時，可選擇MyData驗證或戶政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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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yData驗證 

選擇MyData驗證輸入身分證號，並點選「確定」。 

 

跳轉至新分頁，並依據該網頁操作步驟進行身分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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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驗證後，將自動帶入基本資料。 

 

2. 戶政驗證 

選擇戶政驗證，並點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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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姓名，並點選「確定」。 

 

輸入基本資料，並點選「驗證是否在籍」，完成身分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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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六：填寫基本資料並點選「填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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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七：確認票卷預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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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八：點選「資料送審」，並點選「確定」 

 

 

步驟九：點選「購物車」，確認購買票卷為「待審核」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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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十：審核退件 

 

※審核退件時，可點選狀態為「審核退件」的票卷，並確認退件原因

重新填寫資料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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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十一：審核通過 

※審核通過時會寄發信件通知，可點選連結前往購票網站登入確認。 

 

 
 

二、 付款操作流程 

步驟一：點選狀態為「審核成功、尚未繳費」的票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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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選擇付款方式 

※付款方式可選擇信用卡、臨櫃付款與超商繳費。 

 

1. 信用卡 

點選「信用卡」後即跳轉到新分頁呈現第一銀行信用卡付款畫面，民

眾輸入信用卡卡號等資訊後進行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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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完成後即會於網頁顯示付款完成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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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臨櫃付款 

點選「臨櫃付款」後，請依宜蘭縣政府文化局規定方式繳費。 

 

 

3. 超商繳費 

點選「超商繳費」後，請列印或下載繳費單並至超商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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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文化局-童玩節購票網站操作手冊 

 第 30頁(共 32頁) 

參、票卷使用說明 

一、 PDF電子檔列印 

步驟一：點選「我的票卷」 

 

步驟二：點選「PDF電子檔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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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取得童玩護照電子檔 

※請於入場時出示該護照給工作人員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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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票卷驗票通關 

步驟一：點選「票卷」 

 

步驟二：截圖 QRcode 

※請於入場時提供 QRcode給工作人員做為驗票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