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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系統

後台管理端操作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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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系統請使用以下瀏覽器:

Chrome、新版Edge、FireFox、Opera、Safari

 請勿使用IE瀏覽器

環境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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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登入畫面及網址

新系統網址:
https://pdps.nat.gov.tw/PdpsCli/BackStage/PDIS/Login

https://pdps.nat.gov.tw/PdpsCli/BackStage/PDIS/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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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申請

 僅主管機關帳號申請/
異動(例如：增設一級
單位或改制)係向本署
申請，其餘各級單位由
各主管政風機關協助維
護。

 新系統正式上線後：
※ 各鄉鎮市民代表會之

帳號申請/異動，將
委請各該縣(市)政府
主管政風機關協助維
護。

※各縣市議會之帳號申
請/異動，仍係向本署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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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碼申請

 後臺管理建置管理者帳號後須先進行申請密碼作業，請於登
入頁點選申請密碼，畫面將導引至S306密碼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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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記密碼

 如忘記密碼可於登入頁點選忘記密碼，畫面將導引至S303
忘記密碼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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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密碼

 系統要求6個月即變更密碼1次，若距上次變更密碼已逾6個
月者，上線後，首次登入者須先修改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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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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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1 申報人基本資料維護

 可查詢/新增各機關所有申報義務人之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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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使用【編】、【刪】、【機關變動】進行修改、異動

A101 申報人基本資料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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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1申報人基本資料維護
-管理/新增

 必須於此功能新增申報人基本資料並儲存，申報人才能使用
申報系統進行財產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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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1申報人基本資料維護
-現職狀況

 新增3種常見因競合產生之現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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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1申報人基本資料維護
-管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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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1申報人基本資料維護
-管理/機關變動

 申報人異動了都要做機關變動嗎?
 機關變動的時間點?
 機關變動跟A103整批移轉哪裡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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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變動注意事項

 機關變動功能係移轉「申報人申報資料」，並不會同步移
轉「申報人基本資料」，故新機關受理申報單位仍需新增該
申報人之基本資料

申報人

基本資料

申報人

申報資料

財產申報

後台管理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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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變動注意事項

 請原受理申報單位移轉作業完成後，暫不刪除申報資料，因
該年度或前一年度實質審查抽籤及查調名單所需，申報人基
本資料請最少保留1年

 新機關受理申報單位應「新增」申報人基本資料，新增完成
後，系統會自動將原機關移轉之該申報人申報資料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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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1 申報人基本資料維護-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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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3 申報人資料整批移轉

 本功能適用於整個單位申報人的資料整批移轉；若申報人因
職務異動，調任至其他機關時，請使用A101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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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3 申報人資料整批移轉

 可全選或部分勾選需要做資料移轉的申報人，進行整批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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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3 申報人資料整批移轉

 請填完申報人去職狀況及新服務機關、新受理申報機關後，
輸入新受理機關政風人員帳號及密碼，方能完成整批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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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1 申報資料明細查詢

 B101僅能查詢近五年內申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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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1 申報人資料明細查詢

 瀏覽申報表：為最新之上傳資料
 民眾查詢列印：已設定隱藏應遮蓋資訊，供民眾申請查閱申

報人申報表使用
 上傳紀錄：歷年歷次上傳紀錄，包含其他機關移轉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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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1 申報人資料明細查詢-上傳紀錄

 更正申報與一般申報可由上傳時間欄位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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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2 申報資料紙本上傳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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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2 申報資料紙本上傳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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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4 歷年申報資料明細查詢

 B104僅能查詢超過五年之申報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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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1 各機關申報狀態查詢

 當年度資料無法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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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1 各機關申報狀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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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1 各機關申報狀態查詢

 系統依A101現職狀況及B101申報資料，即時統計申報人數
如下表，供各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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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01 應申報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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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03 已逾期申報人員表



32

D103 N日後逾期申報人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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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06 公職人員實質審核中籤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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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07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人數
及抽查比例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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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11 授權狀況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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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01 抽籤作業

1. 勾選欲參與抽籤單位(可勾選多機關共同抽籤)

2. 點選「統計參與抽籤人數」確認人數是否正確
3. 透過「瀏覽參與抽籤人員名單」功能確認名單是否正確
4. 填寫「實質審查抽籤比例」及「前後年度財產比對抽籤比例」

百分比(110年分別為10%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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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01 抽籤作業名單產製

1. 點選【抽籤】按鈕，進行抽籤作業
2. 若本年度已有抽過籤時 ，系統顯示提示訊息，點選【確定】

進行重抽。抽籤完畢後，系統會將抽中的名單產製成PDF檔
案

3. 抽籤結果亦可由「F102 抽籤名單維護」中得知並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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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01 抽籤作業-注意事項

 「參與抽籤總人數」係以該年度上傳成功者(含紙本上傳)為抽籤基數

 可利用「C101各機關申報狀態查詢」功能確認該年度狀態是否完成
申報作業

 使用本項抽籤功能前，應先針對紙本申報者以「B102紙本上傳維護」
功能維護上傳申報人紙本資料，俾利正確統計人數

 如使用系統功能「F101抽籤作業」進行抽籤，抽籤結果之名單會於
此功能顯示

 若「未使用F101抽籤作業」，仍須將抽籤結果之名單用「F102 抽籤
名單維護」輸入系統，才可進行後續之財產資料查調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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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02 抽籤名單維護
-已抽出之名單

 如使用「F101抽籤作業」進行抽籤，進入系統後下方即顯
示年度已抽中之名單

 如未使用「F101抽籤作業」進行抽籤，按下【新增中籤名
單】按鈕即可開始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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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02 抽籤名單維護-鍵入名單

1. 輸入中籤人員姓名或身分證統一編號
2. 確認是否須進行前後年度比對
3. 按下【挑選入中籤名單】按鈕，即將申報人挑選入中籤名

單



41

F102 抽籤名單維護
-手動輸入申報日

 若無顯示申報日，可手動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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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02 抽籤名單維護
-送至M101審查

1. 確認抽籤名單已維護正確
2. 按下【送至M101審查】，將名單送至「M101查調(授權)名

單管理」開始逐級審核
3. 傳送成功後，列表狀態會顯示「已送出」

 注意：列表無顯示申報日之申報人，代表該年度未合法完成
申報，該申報人無法送至M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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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02 抽籤名單維護-注意事項

110年政風人員若如實建立申報人基本資料及紙本上傳維護，且
申報人如期完成申報(包含線上申報及紙本申報)，則系統將自
動抓取合法申報成功之申報日及其親屬資料

若無申報日代表未如期完成申報
 可能係申報人未於期限內上傳或是政風人員未於期限內上傳

紙本
 需在傳送至M101前手動輸入申報日後再進行傳送(流程參看

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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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送至M101前應檢視項目

已確實建立中籤人基本資料

【新增中籤名單按鈕】

勾選中籤者後，按下「挑選入中籤名單」按鈕

確認申報日欄位是否有輸入

傳送至M101進行查調名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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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籤人基本資料

• 至【A101申報人基

本資料維護】新增申

報人基本資料

111年未建

立基本資料

• 至【C101各機關申

報狀態查詢】新增

110年申報紀錄

111年已建

立基本資料

中籤者即使目前已卸

離職或轉至別的機關

單位，仍須於A101建

立基本資料，現職狀

態可選擇「卸離職」

欲新增110年申報紀

錄，請在進入【C101

各機關申報狀態查

詢】後，按下【新

增】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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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02 抽籤名單維護-注意事項

 實質審查的查調名單，無法直接以「M101查調(授權)名單
管理」新增

 僅能透過上述方式於抽籤名單維護後送至M101查調(授權)

名單管理開始進行審查
 抽籤名單送至「M101查調(授權)名單管理」後，各單位政

風人員仍須依M101~M103功能逐級送審，最後由廉政署將
名單送至查核平台，始完成查調名單之審查作業



47

F103 抽籤歷程查詢

 可查詢歷年的抽籤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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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05 抽籤名單匯入

 匯入檔案請存Excel活頁簿版本，檔名為xlsx ，或檔名為xls

之檔案，否則將無法上傳
 匯入成功後無法刪除或修改單筆資料，如需修改，請重新匯

入檔案以覆蓋舊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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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05 匯出抽籤名單

 匯出的Excel檔，即為F105目前的抽籤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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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05 匯出上傳筆數

 匯出的Excel檔，即為F105目前紀錄該機關的上傳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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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01 申報類別勾選錯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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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02 卸離職/解除代理(兼任)

申報日與卸離職日不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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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03 申報日非於申報期間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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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04 一年以上不須申報人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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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功能流程圖

M101

授權名單管

理(1,2,3,4

級機關用)

M102

授權名單彙

整(1級機關

用)

M103

授權名單匯

出(廉政署

用)

查核

平台

送審 送審

名單編輯
新增/修改/刪除
授權/取消授權

名單不可編輯
如有錯誤，需退
回給M101修改

注意：如為1級機關
角色仍需逐級送審
至M103廉政署彙整

退回 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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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1 查調(授權)名單管理

 政風人員進入本功能系統會帶出該機關所有申報人
 下拉【查調類別】並【查詢】後，逐一進行查調(授權)名單

管理及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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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1 列表說明

 已送人數：即本功能中已完成送審之人數
 已授權總人數：即本功能中已完成授權之總人數(包括申報人及其親屬之資料)

 注意：於【已送出人數/已授權總人數】欄，紅字顯示即為「應送審，但還
未送審」之案件

 當申報人的申報種類非屬不須申報，且申報人有辦理過一次性授權，則於授
權年度顯示為【編】，反之顯示為【查】

 【編】：可連結至授權編輯頁，查看、編輯申報人及眷屬資料
 【查】：可連結至授權編輯頁但只可查看申報人及眷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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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1 列表說明

 上方-紙本授權輸入區：政風人員可鍵入紙本授權之基本資料
 下方-授權名單區：可編輯/刪除人員，授權/取消授權，送審

(送至一級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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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1 新增紙本授權名單

 紙本授權新增：於上方輸入相關親屬之基本資料，按下【新
增】按鈕，即加入下方名單列表

 務必確認各欄位應填內容
 各受理申報單位於建置紙本授權資料時務必逐筆與以往年度

申報表(任一)核對授權人之身分證統一編號，避免產生查調
錯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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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1 授權/取消授權

 授權：按下【授權】按鈕，系統自動紀錄授權時間
 取消授權：按下【取消授權】按鈕，將會變為未授權之狀態，

授權時間則會被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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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1 查調(授權)名單管理-送審

 送審：確認後逐一按【送審】按鈕，系統自動紀錄送審時間，
將資料送至一級機關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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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級機關進入本功能，系統會帶出「1,2,3,4級機關送審資料」
 送審作業

1.逐一點選【編】進行審查
2.勾選欲送審之申報人，整批送審至廉政署

M102 查調(授權)名單彙整
(一級機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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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2 查調(授權)名單彙整
-列表說明

 已送出人數：即本功能中已完成送審之人數(送至廉政署審核)

 已授權總人數：即1,2,3,4級送至一級機關之總人數
(包括申報人及其親屬之「線上授權」及「紙本授權」之資料)

 【編】：可連結至授權編輯頁面
 注意：於【已送出人數/已授權總人數】欄，紅字顯示即為

「應送審，但還未送審」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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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2 查調(授權)名單彙整
-逐一送審

 送審：確認後逐一按【送審】按鈕，將資料送至廉政署統整，
系統會自動在歷程記錄送審時間，並顯示於表格中的一級機
關送審時間。

 退回:確認需退回項目，按【退回】按鈕，將資料送回M101，
系統會自動在歷程記錄退回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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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2 查調(授權)名單彙整
-整批送審

 整批送審：勾選欲送審的申報人，按下【整批送審】按鈕，
系統將會整批送至廉政署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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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6 取消一次性授權

 申報人欲取消一次性授權者，須填寫申請書，送交受理申報
單位，由受理申報單位進入M106取消一次性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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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6 取消一次性授權

 上傳取消一次性授權書後，即可執行取消授權
 取消一次性授權後，可至M101/M102查詢授權歷程
 該年度已過授權期間且已送審者，不受影響
 隔年度申報人如欲再次申請授權，須自申報人端重新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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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M功能點選申報人的編或查進入後，點選【查看歷程】
 可查詢申報人及眷屬的 新增、修改、刪除、授權、取消授

權、送審、退回、取消一次性授權的紀錄

M功能-授權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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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功能-授權歷程查詢(1/2)

 M101執行修改、新增、刪除、M101及M102的送審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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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功能-授權歷程查詢(2/2)

 M103及M102退回、取消授權、授權、M106取消一次性授
權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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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1 財產申報資料審核作業

查詢條件：可選擇申報年度、受理申報機關、身分證字號、姓名。
資料顯示列表依據查詢條件過濾出之資料。
申報基準日：申報人該年度上傳之申報基準日。
上傳日期：申報人該年度上傳申報表時間。
管理：點選【審核】進入審核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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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1 新增查核資料

 使用時機：外部提供查核資料有缺漏
 點選【新增查核資料】，跳出填寫視窗
 點選【存檔】後，視窗將關閉，並新增一列查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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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1 編輯查核結果

 使用時機：
1.查核資料有誤
2.需進行「人工比對」調整資料時

 點選【編】，跳出編輯視窗，可進行資料修改
 點選【存檔】，視窗將關閉，系統將自動重新計算比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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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1 刪除查核結果

 使用時機：
1.查核資料有誤
2.需進行「人工比對」調整資料時

 點選【編】，跳出編輯視窗，可進行資料修改
 點選【刪除】，視窗將關閉，並移除查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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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1 欄位介紹

 申報內容：申報人自行上傳之申報內容(不可編輯)

 查核結果：外部各機關提供之財產資料(可編輯)

 比對結果：系統自動比對後之判定結果(系統自動運算)

 審核結果：政風人員填寫查核意見

可與同項目財
產序號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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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1 欄位介紹-回溯原查核資料

 因應查核資料重新轉檔及使用需求，建置「回溯原查核資料」
功能，提供各政風機構重新審核編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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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無使用授權提供資料人員：灰色
2.使用授權提供資料人員
(1)資料無調整：藍色
(2)資料逕行修正：橙色
(3)自行新增資料：綠色
3.各項加總小計：粗體無特殊底色
4.比對結果異常：紅色粗體字

N101 欄位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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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1 填寫審核結果

 政風人員可下拉選擇審核結果
 審核結果預設有：相符/ 備查/逕行認定非故意申報不實/不

符，請申報人附佐證資料說明/未達申報標準
 於自由輸入的區塊，可填寫審查情形及備註等文字
 按上方【存檔】按鈕進行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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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1列印

 按下【列印】按鈕，將匯出「實質審查對照表」
DOCX/ODT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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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2 前後年度申報財產比對

 查詢條件：可選擇申報年度、受理申報機關、身分證統一編
號、姓名

 資料顯示列表：依據查詢條件過濾出之資料
申報基準日：申報人該年度上傳之申報基準日
上傳日期：申報人該年度上傳申報表時間
管理：確認比對年度後，按下【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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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2 欄位介紹

 申報項目：各財產種類項目名稱
 OOO年申報內容：申報人該年度上傳之申報內容，若該年

度有「線上實質審查」，則以實質審查資料為統計依據
 比對財產增減情形：系統自動比對兩年度財產之增減情形
 審核結果：政風人員填寫查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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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2 系統自動比對說明

 比對結果：系統根據兩個年度財產之增減情形進行自動比對
 比對結果可能出現「增加」、「減少」或「財產申報內容相

同，無增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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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2 填寫審核結果

 政風人員可各別填寫審核結果，按下【存檔】按鈕進行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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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2 列印

 按下【列印】按鈕，將匯出「跨年度財申審核作業比對表」
DOCX/ODT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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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2 注意事項

 比對作業表統計來源有申報人申報、實質審查與無資料(紙
本申報)等3種情形，來源如為實質審查係帶入N101之資料，
進行前後年度比對作業時，請再次確認是否為應比對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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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4 財稅資料查詢(含所得及財產)

 可查詢財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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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4 財稅資料查詢顯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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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4 列印

 按下【列印】按鈕，將匯出「財稅資料 (含所得及財產) 」
PDF檔

 財稅資料 (含所得及財產) PDF檔案，設有密碼加密，密碼
為下載之管理者身分證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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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01 使用者帳號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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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02 使用者密碼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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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04 服務機關資料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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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04 服務機關資料維護

修改機關

修改受理申報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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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04 服務機關資料維護-新增

填寫機關資訊並【存檔】

新增完機關後，請繼續填寫
「受理申報單位」並【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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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05 政風單位資料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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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05 政風單位資料維護-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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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05 政風單位資料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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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05 政風單位資料維護-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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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問題諮詢

 法務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系統客服
客服專線：(02)2784-5053 
電子信箱：pdpsmoj@gmail.com

 本署委外人員
李嘉華小姐
電話：02-2314-1000轉2190
電子郵件：aac2190@mail.moj.gov.tw
蔡秀瀅小姐
電話：02- 2314-1000轉2191
電子郵件：aac2191@mail.moj.gov.tw

mailto:pdpsmoj@gmail.com
mailto:aac2190@mail.moj.gov.tw
mailto:aac2191@mail.moj.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