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質審查
抽籤名單維護功能

法務部廉政署 防貪組廉政規範科



F 實質審查抽籤

點選F實質審查抽籤>【F101 抽籤作業】



F101抽籤作業

STEP 1 請勾選欲參與抽籤單位



F101抽籤作業

STEP 2 統計參與抽籤總人數



F101抽籤作業

STEP 3 瀏覽參與抽籤人員名單



F101抽籤作業-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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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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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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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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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參考「操作說明」後，審慎使用本功能，所有抽
籤歷程將予以詳細紀錄備查。

可利用C功能確認該年度狀態是否完成申報作業!



F102 抽籤名單維護

點選F實質審查抽籤>【F102抽籤名單維護】



F102 抽籤名單維護-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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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使用系統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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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02 抽籤名單維護-已抽出之名單

1.如【使用系統抽籤】進入系統後下方即顯示年度已抽中之名單。

2.如【未使用系統抽籤】，按下【新增中籤名單】按鈕可開始將抽
中名單鍵入系統。



F102 抽籤名單維護-鍵入名單

1.輸入中籤人員姓名或身分證字號。

2.確認是否須進行前後年度比對。

3.按下【挑選入抽籤名單】按鈕，即將申報人挑入抽籤名單。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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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送至
M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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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報人無法直接傳送至M101。



F102 抽籤名單維護-注意事項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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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02 抽籤名單維護-手動輸入申報日

需先手動輸入申報日後再點選【傳送至M101】



• 至【A101申報人
基本資料維護】
新增申報人基本
資料

110年
未建立基
本資料

• 至【C各機關申
報狀態查詢】新
增109年申報紀
錄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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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申
報紀錄，請在進
入【C各機關申
報狀態查詢】後，
按下【新增】按
鈕



F102 抽籤名單維護-注意事項

1.實質審查的查調名單，無法直接進入「M101查調(
授權)名單管理」來新增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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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才完成查
調名單之審查作業。



M功能
歸戶授權管理



授權名單管理功能流程圖

M101
查調名單管理
(1,2,3,4級機

關用)

M102
查調名單彙整

(1級機關用)

M103
查調名單匯出

(廉政署用)

查核平臺
送審 送審

110年3月12日星期五下班前

注意：如為1級機關角色仍需逐
級送審至M103廉政署彙整。



M101授權名單管理

，

進入功能：M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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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一點選
[授權管理]進行審核



M101-列表說明

已送出人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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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權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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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101-授權編輯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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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修改/刪除人
員，授權/取消
授權，送審(送
至一級機關)



M101-新增紙本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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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會加入下方名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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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必確認各欄位應填內容



M101-授權/取消授權

取消授權：按下[取消授權]，將會變為未授權之狀態，授權時間則會被清空

授權：按下[授權]按鈕，系統自動紀錄授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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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102授權名單彙整(一級機關用)

進入功能：
M102查調名
單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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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逐一點選
「授權管理」
進行審查
B 整批送審至廉
政署



M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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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權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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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102授權名單管理-A送審(逐一)

送審：確認後逐一按[送審]按鈕，系統自動紀錄送審時間，將資料送至廉政署統整



M102授權名單管理-B送審(整批)

整批送審：勾選欲送審的主申報人，按下[整批送審]按鈕，系統將會
整批送至廉政署統整



N101進入功能

點選N實質審查>【N101財產申報資料審核作業】



N101財產申報資料審核作業

(1)查詢條件：可選擇
申報年度、服務機關、
受理申報機關、身分
證字號、姓名。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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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審查】
進入審核頁面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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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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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供各政風機構重新審核編輯使用。



N101系統自動比對說明

比對結果：
系統根據各財產key值進行判斷連結(例如:土地利用[地號],建物利用[建號],汽車利
用[牌照]或[引擎]號碼,存款利用銀行分行代碼..)
若無法順利比對，系統顯示：[無查核資料]或[漏報]
若比對成功，系統出現：[短報]、[溢報]或[相符]，並顯示兩者差額(例如：單位
數短報120單位)



N101[新增]查核結果

使用時機: 外部提供查核資料有缺漏
點選[新增比對資料],跳出填寫視窗
點選[儲存]後，視窗將關閉，並新增一列查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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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跳出編輯視窗,可進行資料修改
點選[儲存]後，視窗將關閉，系統將自動重新計算比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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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跳出編輯視窗,可進行資料修改
點選[刪除]後，視窗將關閉，並移除查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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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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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儲存】按鈕進行儲存



N101列印

按下【列印】按
鈕，可匯出「實
質審查對照表」
word檔



法務部廉政署

N101之列印產
製之對照表
亦已同步調整

本部自104年度定期申報起推動申報人授權查詢財產資料作業，
為便利各政風機關(構)於實質審查作業時，可將使用授權提供資
料情形列入參考。



常見問題

Q：查調之財產資料類型與查核結果財產欄位不符(

如股票置放於其他相當價值財產欄)如何處理?

如發現有欄位不符情形，請逕自認定屬何種財產
類型，並於本署函發之109年實質審核資料比對
結果表中填列。

Q：N101是否需正確維護?

本功能設置目的為提供所屬政風機構查調之財
產資料，採直接對照表方式提供係為利於實質審
查作業，並未強制各單位維護。

法務部廉政署



常見問題

Q：如查調資財產資料中保險累積已繳
保費顯示為零元，是否應進行審核比
對作業?

因現行保險公司提供之財產資料屬現
況資料，請輔以保險起(迄)日期確認
，是否屬申報人應申報之保險。

法務部廉政署



實質審查注意事項

• 地政司提供之土地、建物資料，係現況資料，如
經審查認有異動情形，請自行向地政機關查調異
動清冊或索引以確認是否屬應申報之財產項目。

• 各級政風機構辦理財產申報實質審查作業，須針
對少部分個案查核或釐清法務部公職人員財產申
報系統所提供查核資料之正確性，而向有關機關( 

構)查詢申報人財產資料，請依格式產制查調名單
(紙本或光碟)，俾利受查詢機關(構)作業。

(本署104年11月5日廉財字第10405016760號書函)

法務部廉政署



N102-前後年度申報財產功能

進行前後年度申報財產

點選N實質審查>【N102 前後年度財產申報比對】



N102 查詢頁

(1)查詢條件：可選
擇申報年度、服務機
關、受理申報機關、
身分證字號、姓名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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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比對年度後，
按下【比對審核】

(1)

(2)



N102 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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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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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102填寫審核結果

政風人員可各別填寫審核結果，按下【儲存】按鈕進行儲存



N102-全年薪資所得

法務部廉政署

薪資所得資料細項請自行透過N104財稅資料查詢確認

請參照N104財稅資料查詢。
全年薪資所得係指職務上或工作上所取得之薪金、俸給、工資、津貼、歲費、獎金、紅利及補助費
等各種薪資收入。



N102列印

按下【列印】按鈕，
可將匯出「財產申
報審核作業比對表」
word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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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廉政署



N103-實質審查誤差值設定

點選N實質審查>【N103 實質審查誤差值設定】



N103 系統畫面
本署並未預設相關數值
各機關請自行設定



N103欄位介紹

本功能為N101實質
審查之輔助功能，可
設定N101實質審查
時的警示範圍
當N101功能似申報
人申報資料與查核結
果的差值超過本功能
之設定值時，將以紅
色顯示



N104財稅資料查詢

法務部廉政署

點選N實質審查>【N104 財稅資料查詢(含所得及財產)】



N104財稅資料查詢顯示畫面

法務部廉政
署



如有系統操作問題需要協助時…

財產申報系統客服(宏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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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宣蘋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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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