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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目的



本法第1條：為端正政風，確立公職人員清廉之作為

✓全民監督為立法目的，即透過民眾查閱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了解公職人員之操守、

清廉及誠實度，進而增加對政府施政之信賴。

⚫ 本法第6條第2項：總統、副總統、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各院院長、副院長、

政務人員、立法委員、直轄市長、縣（市）長、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等人員之申報

資料，除應依前項辦理外，應定期刊登政府公報並上網公告至其喪失原申報身分後一年。

⚫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審核及查閱辦法第13條第1項：查閱申報人申報之財產資料者，應

填具申請書向受理申報機關（構）申請，受理申報機關（構）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資料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DEyBvLmyhU



應申報人員



1. 法定申報義務人：本法第2條第1項第1
款至第12款

2. 核定申報義務人：其他職務性質特殊，
經主管府、院核定有申報財產必要之人
員(本法第2條第1項第13款)

3. 公職候選人申報義務人：總統、副總統
及縣（市）級以上公職之候選人於申請
候選人登記時申報財產(本法第2條第3項)

4. 指定申報義務人：前三項以外之公職人
員，經調查有證據顯示其生活與消費顯
超過其薪資收入(本法第2條第4項)

類型



法定申報義務人

一、總統、副總統。

二、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各院院長、副院長。

三、政務人員。

四、有給職之總統府資政、國策顧問及戰略顧問。

五、各級政府機關之首長、副首長及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以上之幕僚長、主管；公營事業總、分

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及相當簡任第十職等以上之主管；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私法人之董事

及監察人。

六、各級公立學校之校長、副校長；其設有附屬機構者，該機構之首長、副首長。



七、軍事單位上校編階以上之各級主官、副主官及主管。

八、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選舉產生之鄉（鎮、市）級以上政府機關首長。

九、各級民意機關民意代表。

十、法官、檢察官、行政執行官、軍法官。

十一、政風及軍事監察主管人員。

十二、司法警察、稅務、關務、地政、會計、審計、建築管理、工商登記、都市計畫、金融

監督暨管理、公產管理、金融授信、商品檢驗、商標、專利、公路監理、環保稽查、

採購業務等之主管人員；其範圍由法務部會商各該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其屬國防及軍

事單位之人員，由國防部定之。

法定申報義務人



申報類型



申報類型 申報期間 申報(基準)日 備註

就到職申報 3個月 申報期間內任選1日 本法第3條第1項

代理申報 3個月 申報期間內任選1日
本法第2條第2項

代理滿3個月起3個月內申
報

兼任申報 3個月 申報期間內任選1日
細則第9條第2項

兼任滿3個月起3個月內申
報

卸(離)職申報 2個月 卸(離)職當日 本法第3條第2項

解除代理、兼任申報 2個月 解除代理、兼任當日 細則第9條第3項

定期申報
每年11月1日至12月

31日
11月1日至12月31日任

選1日
本法第3條第1項
一次性授權服務



受理申報單位



監察院 政風機構 各級選舉委員會

本法第4條

⚫ 總統、副總統
⚫ 五院正、副院長
⚫ 政務人員
⚫ 縣、市、鄉、鎮長及民意代
表

⚫ 簡任12職等以上之各級政府
機關首長

⚫ 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
長、副首長

⚫ 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私法人
之董事及監察人

上開以外申報人：
⚫ 原則上向其所屬機關之政風
機構申報

⚫ 無政風機構者，由其所屬機
關指定之機構受理(如人事室)

總統、副總統及縣(市)級以上公
職候選人



申報標的



⚫ 土地、建物、船舶、汽車

、航空器

⚫ 現金、存款、有價證券、

珠寶、古董、字畫及其他

具有相當價值之財產

⚫ 債權、債務及對各種事業

之投資

(本法第5條)

申報人本人、配偶、未成年

子女名下之國內、外財產：

未成年子女：20歲以下



財產項目 申報標準 備註

土地、建物、船舶、汽車、航
空器

不論價額多少，均應申報 5年內取得者，應填(取得)價額

現金、存款、有價證券、債權、
債務、事業投資

100萬 申報日當日數額

珠寶、古董、字畫及其他具有
相當價值之財產

每項、件達20萬

保險 不論價額多少，均應申報
儲蓄型壽險、投資型壽險、年金型

壽險



財產申報流程

1.確定申報身分
2.確認受理申報

單位
3.確定申報類型 4.確定申報期間

5.選定申報日6.查詢財產狀況7.填寫申報表
8.繳交申報表予

受理申報單位



申報內容及應注意事項



◼ 依權狀或登記謄本填寫，若一宗土地多個地號，應逐筆填寫土地資料

◼ 應依所有權狀填寫總面積，非實際持分面積(亦即不須自行申報總面積乘上持分)。如權狀登載面

積為1,000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10，申報時面積填寫 1,000平方公尺，非100平方公尺。

◼ 房屋與基地均應申報，並分別填列於土地及房屋欄



◼ 房屋已登記者，應依權狀或登記謄本填寫「建號」及建物資料

◼ 房屋未登記者，應填寫門牌號碼並加註係「未登記建物」，如無門牌號碼，應填寫「稅籍號碼」

◼ 停車位具獨立之所有權狀者，應依權狀或登記謄本確實填寫建物資料

◼ 附屬建物(陽台)、共同使用部分(公設)亦應申報

◼ 預售屋：已付款若干萬元者，因房屋尚未過戶，應填寫於備註欄中



◼ 指動力船舶及非動力船舶，如汽船、遊艇、漁船、帆船、舢板等

◼ 應註明登記或取得之時間及原因，如係申報日前五年內取得者，並應申報實際交易價額或原始

製造價額，無實際交易價額或原始製造價額者，以市價申報



◼ 含大型重型機車，亦即汽缸總排氣量250c.c.以上與最大輸出馬力逾40馬力之二輪機器腳踏車

◼ 他人借用自己名義登記之汽車亦應申報，並於備註欄註明

◼ 汽車所有人以監理機關登記資料為準



◼ 各種飛機、飛艇及滑翔機而言，無論其價值多少，均須申報

◼ 應註明登記或取得之時間及原因，如係申報日前五年內取得者，並應申報實際交易價額或原始

製造價額，無實際交易價額或原始製造價額者，以市價申報。



◼ 申報當日「各別」(申報人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名下現金(包含外幣)總額累計達新臺幣

(含)100萬以上時，即應「逐筆」申報

◼ 各別外幣現金須折合新臺幣，並以申報日之收盤匯率為計算標準。



◼ 外幣（匯）須折合新臺幣時，均以申報日之收盤匯率為計算標準

◼ 申報當日「各別」(申報人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名下存款總額累計達新臺幣(含)100萬以上時，即

應「逐筆」申報，並依實際餘額據實填寫，非僅填報概數

◼ 如存款達應報標準，他人借用申報人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名義所設帳號之存款亦應申報，並於

「備註」欄內註明

◼ 同一銀行之存、放款應分別於「存款」欄、「債務」欄內填寫

◼ 漏報配偶私房錢（存款），申報前應向配偶分析申報之重要性，如仍不配合或有所懷疑，應於「備註」

欄內註明



現金 存款

申報人 新臺幣50萬
台銀：新臺幣100萬
中信：新臺幣8萬
土銀：新臺幣150萬

配偶 新臺幣100萬 無

◼ 計算方式：申報人、配偶、未成年子女名下財產各筆計算

◼ 申報人、配偶、未成年子女名下存款、現金總額累計達到新台幣100萬以上時，即應逐筆

申報，非僅申報已達100萬之帳戶

應申報內容

• 現金：未滿100萬，無須申報
• 存款：合計共計258萬，故應
逐筆申報3筆存款

• 現金：已達100萬，故應申報
• 存款：無須申報



◼ 有價證券包含：股票、債券、基

金受益憑證及其他有價券

◼ 申報人、配偶、未成年子女名下

之股票+債券+基金受益憑證+其

他有價券，總額累計達新臺幣100

萬元以上，即應逐筆申報股票、

債券、基金受益憑證、其他有價

券等4類有價證券資料



◼ 股票包含上市（櫃）股票、興櫃股票、其他未上市（櫃）股票及下市（櫃）股票

◼ 國內股票以票面價額「1股10元」計算，國外股票以其實際票面價額申報

◼ 實凡達有價證券申報標準者，不論股票市價多寡，均應申報，因此水餃股、雞蛋股等價值低於

票面價額之股票亦應申報，另配發之股利亦應申報



◼ 上市（櫃）或未上市（櫃）之債券均應申報，並以票面價額計算



◼ 基金受益憑證之價額，應以票面價額計算，無票面價額者，以申報日之單位淨值計

算，無單位淨值者，以原交易價額計算。

◼ 受託投資機構指申報人申購基金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銀行」或「證券商」。



◼ 其他有價證券指存託憑證、認購（售）權證、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國庫券、商

業本票或匯票，或其他具財產價值且得為交易客體之證券。

◼ 其他有價證券之價額，以票面價額計算，無票面價額者，應填載申報日之收盤價、成

交價或原交易價額。



◼ 以融資方式買進有價證券者，該有價證券應申報於有價證券欄，融資金額則申報於債務欄

◼ 以融券方式賣出有價證券者，因該有價證券非本法所定之債務，申報於備註欄即可

其他應注意事項



◼ 「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產」包括礦業權、漁業權、專利權、商標專用權、著作權、黃金條塊、黃金

存摺、衍生性金融商品、結構性(型)商品(包括連動債)、高爾夫球證及會員證、植栽等具有財產價值之

權利或財物。

◼ 每項(件) 價額達新臺幣二十萬元者，即應申報。





◼保險類型：「儲蓄型壽險」、「投資型壽險」及「年金型保險」之保險契

約類型

◼要保人：為申報人本人、配偶或未成年子女者，至於被保險人、受益人為

何人，在所不問

◼保險費部分：不論為一次交付、分期交付、已繳金額多寡(是否繳費期

滿)，且只要保險契約仍在有效期內，均應申報



◼「儲蓄型壽險」商品內容含有生存保險金特性之保險契約，例如滿期保險

金、生存（還本）保險金、繳費期滿生存保險金、祝壽保險金。

◼「投資型壽險」指商品名稱含有變額壽險、變額萬能壽險、投資型保險、

投資連（鏈）結型保險等文字之保險契約

◼「年金型保險」指即期年金保險、遞延年金保險、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

勞退企業年金保險、勞退個人年金保險等商品名稱含有年金保險等文字之

保險契約。



◼申報人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各別」名下債權金額達新臺幣100萬元以上者，
即應申報。

◼「債權」之申報金額，應以「申報日」當日之債權餘額為準，須扣除債務人已清償
部分，非以原始借貸數額申報。



◼「債務」之申報金額，應以「申報日」當日之債務餘額為準，須扣除債務人已清償部分，非以原

始借貸數額申報。

◼申報人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各別」名下債務金額達新臺幣100萬元以上者，即應申報。

◼如曾向保險公司申辦保單借款，務需向該保險公司查詢申報日之實際借款餘額。



◼指對於未發行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之各種公司、合夥、獨資等事業之投資，包括儲蓄互助社之社

員股金

◼申報人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各別」名下事業投資達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者，即應申報

◼事業投資金額以「申報日」當日實際投資金額申報，並應註明取得之時間及原因



◼申報人於申報財產時，對申報表各欄應填寫之事項有需補充說明者，如某項財產之取得時間及原

因，係他人借用申報人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名義購置或存放之財產等，於「備註欄」內按填

寫事項之先後順序逐一說明。

◼申報人確有無法申報配偶或未成年子女財產之正當理由者，應於備註欄中敘明其理由，並於受理

申報機關（構）進行實質審核時，提出具體事證供審核。



申報日：
申報財產的內容，需以該日為基準

交件日：
指申報人交出財產申報表之日



新版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系統



新版「全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系統」於111年7月6日正式上線，並下架舊版申報系統：

新系統採進入網站操作，不須另外下載程式

新系統可引用申報人上次(年度)申報資料

登錄財產申報資料，未上傳前新系統會將資料暫存系統中並保留兩份版本，申報人無須自

行匯出存放於個人電腦，可直接於系統讀取未上傳暫存資料







登入方式

• 憑證須在有效期限內，憑證若過期，請自然人

憑證至內政部憑證管理中心即可查詢或展期自然人憑證

• 至「行動自然人憑證」申請行動身分識別

(https://fido.moi.gov.tw)行動身分識別

• 在網站內申請密碼，並至信箱收取新密帳號密

碼碼及修改密碼帳號密碼



登入後畫面



一次性同意授權服務

◼授權同意受理財產申報單位透過法務部財產申報查核平臺向各介接機關取得申報人、配偶及未成

年子女之財產資料，提供予申報人參考。已授權之申報人後年度仍任職於同一受理申報機關之同

一申報職務，無須再逐年辦理授權，但若基本資料有更動，仍應向受理申報單位更正，以確保財

產資料取的之正確性。

◼申請時間：每年9月5日至10月5日

◼下載申報資料時間：每年12月5日至12月31日

◼申報資料基準日：該年度11月1日

◼注意事項：受理財產申報機關（構）係基於「服務」之立場辦理授權事項，授權人若無法透過查

核平臺取得之財產相關資料，仍應善盡查詢、溝通及檢查義務，確認申報資料正確無訛後，始得

填載於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上，以符合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之規定。



登入後畫面







⚫新增資料：每新增一筆資料，應於上方資料登打區輸入資料後，點選「新增」，該筆資料出現於下方欄位，代表新增
成功

⚫修改資料：於下方欄位選取欲修改的資料，點選該筆資料前的【編】，並於資料輸入區修正後，再點選【修改】

⚫刪除資料：選取欲刪除的資料，點選該筆資料的【刪】





⚫需勾選「申報類別」與「此致機關」(受理申報單位)，並注意受理申報單位是否正確「申報日」
係指「財產查詢基準日」，並非申報表上傳日(交件日)

⚫如需更改申報日，請至「基本資料」頁籤修改申報日

⚫申報人於該年度之申報資料上傳後，如財產資料需補正、更正，可透過「更正申報」作業進行
更正、補正









⚫申報人於申報後發現申報資料錯誤時，得隨時向原受理申報機關(構)申請更正

⚫提供該年度上傳之所有申報表(畫面僅顯示申報類別及上傳時間) 

⚫可逕自選取任一申報表進行更正申報作業



裁罰



裁罰態樣 裁罰額度 法條依據

故意隱匿財產 二十萬元以上四百萬元以下 本法第12條第1項

財產來源不明

前後年度財產比對後，增加總額逾其本人、
配偶、未成年子女全年薪資所得總額一倍以
上者，經通知有提出說明，而無正當理由未
為說明、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或說明不實者，
處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本法第12條第2項

逾期申報或故意申報不實 六萬元以上一百二十萬元以下 本法第12條第3項



前行政院祕書長林益世爆出涉貪醜聞，被
控在2010年擔任立委期間收受6,300萬元
協助廠商取得合約，監察員認定其故意隱
匿財產、未據實申報，處以罰鍰400萬
元。林益世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但
在去年3月被判敗訴，林再上訴，遭最高
行政法院駁回，敗訴確定。

(資料來源：
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220701edi009/)



(資料來源：https://www.cna.com.tw/news/asoc/202108220024.aspx)



事後更正申報資料仍不得免除故意申報不實責任

行為時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11條第1項係規定：「公職人員明知應依規定申

報，無正當理由不為申報，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其故意申

報不實者，亦同。」足見，有申報財產義務的公職人員，於申報時，若有故意

申報不實之情事，即應依前開規定裁罰，不因嗣後的更正而免除其責任。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0年度簡再字第120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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