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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審查功能

操作說明

N101_財產申報資料審核作業

N102_前後年度申報財產比對

N103_實質審核誤差值設定

N104_財稅資料查詢(含所得及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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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鼠游標移至N實質審核>點選【N101_財產申報資料
審核作業】。

N101 財產申報資料審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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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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審核】進入審核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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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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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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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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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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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無法順利比對，系統顯示：「漏報」或』「無查核資
料，溢報OOO單位」。

 若比對成功，系統出現：「相符」、「漏報」或「溢報
OOO單位」。

N101 系統自動比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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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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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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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選擇輸出格式DOCX或ODT，點選【列印】後，可匯

出實質審核對照報表。

N101 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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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1 列印

 若【列印】按鈕為灰色，需先點選【審核】按鈕，待審核視
窗各項財產內容帶入後，關閉審核視窗，於N101重新查詢，
【列印】按鈕即可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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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1 列印

 從審核頁面亦可進行列印，會以N101查詢頁面所選的檔案
格式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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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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N101 列印不符項目

 按下【列印不符項目】按鈕，將匯出只有不符項目的「實質
審查對照表」 PDF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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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1 列印不符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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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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如發現有欄位不符情形，請逕自認定屬何種財產類型，並
於實質審核資料比對結果表中填列。

Q： N101是否需正確維護?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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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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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緣起：
本部自104年起持續推動透過「財產申報查核平臺」取得之
財產資料，提供政風機構辦理實質審查作業及申報人辦理財
產申報，為提升查核作業效率與環保性，並降低受查詢機關
作業成本，將逐步推動免紙本函詢作業。
(本署106年8月8日廉財字第10605010540號書函)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資料查調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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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子郵件向駐點人員

進行查調資料內容確認

駐點人員以電子郵件回傳

加密原始查調資料

依本署回傳資料辦理審核作業

無需紙本函查確認

如認所提供資料有誤

請填報各年度實質審核資料比對結果表

已透過查核平台查調者
(即實質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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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透過查核平台查調者 (個案查核…)

主管機關政風機

構定期彙整查調

名單函報本署

本署定期綜整名

單透過查核平台

進行查調作業

函復主管機關政

風機構辦理審核

作業

配合每年度實質審查送
審作業期間彙整函報

配合每年度實質審查介接資料回
傳時間提供予主管機關政風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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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行紙本函查情形

如有特殊情形無法配合本部查調時程者需向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查詢財產資料時，亦應
由各主管機關統一辦理查調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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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鼠游標移至N實質審核>點選【N102_前後年度申報
財產比對】。

N102 前後年度申報財產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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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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比對年度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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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薪資所得

 薪資所得資料細項請自行透過N104財稅資料查詢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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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2 列印

 選擇輸出格式後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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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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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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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鼠游標移至N實質審核>點選【N103_實質審核誤差
值設定】。

N103 實質審查誤差值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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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103並未預設相關數值，各機關可自行設定，登打完後
點選存檔。

N103 實質審查誤差值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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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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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無超過則為黑色。

N103 實質審查誤差值設定

超過

沒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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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鼠游標移至N實質審核>點選【N104_財稅資料查詢
(含所得及財產)】。

N104 財稅資料查詢(含所得及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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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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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比對年度後，按下【查看】。

N104 財稅資料查詢顯示畫面



37

N104 財稅資料查詢顯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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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4 列印

 在查調結果頁面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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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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4 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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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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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