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負責人及主要股東資訊申報平臺

申報相關作業操作說明

2021年2月



年度申報1.

說明大綱

年度申報更正2.

補報年度申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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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度申報-操作畫面說明
 公司或其申報代理人應於每年3月1日至3月31日止，至平臺申報前一年度

12月31日止之公司資料
 年度申報範例：公司於2021(110)年3月1日至3月31日，至平臺申報

2020(109)年12月底止之公司資料，即完成“2020(109)年度申報”

 公司於當年度1月1日至3月31日期間已為變動申報者，依法得免為年度申報
 變動申報免為年度申報範例：公司於2021(110)年1月1日至2021(110)

年3月31日，因申報資料異動已於平臺辦理變動申報者，依法得免為
“2020(109)年度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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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注意事項僅限於平臺
開放年度申報期間才會
顯示

公司或其申報代理人帳
密登入皆會顯示

 帳密登入後,顯示年度申報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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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行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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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申報作業進入方式

OR
擇一方式進入
年度申報作業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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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申報作業區- 按鈕

註： 僅限年度申報期間顯示

點選頁面上方功能頁籤-
之 功能



點選申報作業區- 按鈕進入申報主畫面情境：

A-1 點選開始申報(申報類型鎖定年度申報)

A-2 平臺顯示提醒文字

A-1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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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申報作業區- 按鈕進入申報主畫面情境：

A-3 點選匯入前次申報/更正資料

A-3

A-4 匯入資料可編輯/刪除/新增一列

註：如匯入資料無異動可略過本步驟,進入A-5確認申報

(詳見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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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申報作業區- 按鈕進入申報主畫面情境：

資料編輯/刪除/新增一列說明

註：如匯入資料無異動可略過本步驟,逕入A-5
確認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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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申報作業區- 按鈕進入申報主畫面情境：

A-5 確認申報

A-5

A-6

A-7

A-6 顯示申報內容提醒文字

A-7 顯示完成申報提醒文字

A-8 導至資料查詢頁面

A-8

務必點選確認申報按鈕才算完成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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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頁面上方功能頁籤- 之
功能進入申報主畫面

情境：

B-1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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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點選申報類型：●年度申報及開始申報

B-2 平臺顯示提醒文字

接續申報方式同P.8~P.10畫面顯示



申報代理人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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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申報作業進入方式

OR
擇一方式進入
年度申報作業

OR

點選申報作業區- 按鈕

點選頁面上方功能頁籤-
之 功能



點選申報作業區- 按鈕進入申報主畫面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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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A-2

A-2 點選開始申報(申報類型鎖定年度申報)

A-3 平臺顯示提醒文字

A-3

接續申報方式同P.8~P.10畫面顯示

A-1 待申報清單選擇欲申報公司並點選申報

類別欄之 按鈕



B-2

點選頁面上方功能頁籤- 之
功能進入申報主畫面

情境：

B-1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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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輸入申報單位

接續申報方式同P.8~P.10畫面顯示

B-2 點選申報類型：●年度申報及開始申報

B-3 平臺顯示提醒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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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度申報更正-操作畫面說明
 公司或其申報代理人於完成年度申報後，欲更正該年度申報資料時，可於本平臺

辦理年度申報更正作業
註：未辦理年度申報或完成補報者，無法更正該年度申報資料



公司更正年度申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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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申報更正作業進入方式

OR
擇一方式進入
年度申報作業

OR

點選【資料補報/更正】>
我要補報/更正年度申報功能

點選頁面上方功能頁籤-
之 功能



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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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顯示畫面均相同選擇

1. 選擇欲更正年度之“更正申報”按鈕

2. 選擇更正原因>點選“開始更正”按鈕



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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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顯示畫面均相同選擇

務必點選確認申報按鈕才算完成申報

4. 確認申報

3. 點選 按鈕,更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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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 OR 顯示畫面均相同選擇

5. 確認申報後,系統顯示導入頁面訊息



代理人更正年度申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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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申報更正作業進入方式

OR
擇一方式進入
年度申報作業

OR

點選【資料補報/更正】>
我要補報/更正年度申報功能

點選頁面上方功能頁籤-
之 功能



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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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顯示畫面均相同選擇

接續更正方式同P.19~P.21畫面顯示

1. 輸入查詢欲更正公司統編

2. 選擇欲更正年度之“更正申報”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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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補報年度申報-操作畫面說明
 公司或其申報代理人未於年度申報期間，申報前一年度12月31日止之公司資料，

欲補報該年度申報時，可於本平臺辦理補報作業



公司補報年度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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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報年度申報作業進入方式

4選1

當年度未申報適用

點選【資料補報/更正】>我要補報/更正
年度申報

點選頁面上方功能頁籤-
之

點選頁面上方功能頁籤- 之

點選申報作業區>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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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 點選申報作業區> 按鈕進入補報年度主畫面

接續補報方式同P.7~P.10
畫面顯示

點選頁面上方功能頁籤- 之情境：

接續補報方式同P.7~P.10
畫面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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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 點選【資料補報/更正】>我要補報/更正年度申報

情境：

補報方式同 畫面顯示

點選頁面上方功能頁籤- 之

情境：

接續補報方式同P.8~P.10畫面顯示



代理人補報年度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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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報年度申報作業進入方式

4選1

當年度未申報適用

點選【資料補報/更正】>我要補報/更正
年度申報

點選頁面上方功能頁籤-
之

點選頁面上方功能頁籤- 之

點選申報作業區>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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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 點選申報作業區> 按鈕

接續補報方式
同P.8~P.10畫面顯示

情境： 點選頁面上方功能頁籤- 之

接續補報方式
同P.8~P.10畫面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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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資料補報/更正】>我要補報/更正年度申報情境：

點選頁面上方功能頁籤- 之

接續補報方式
同P.8~P.10畫面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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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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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Q1. 年度申報、更正年度申報、補報年度申報如何區分?

A1. 平臺會依公司申報狀態及日程，判斷提供可執行之申報類型

2020(109)1231 2021(110)0301 2021(110)0331

2020(109)1231前設立
之公司為2020(109)年
度申報之範圍

2021(110)0101

變動申報得免為2020(109)年度申報期間

2020(109)年度申報期間

2021(110)0401

補報年度申報期間

註：1.年度申報完成後發現資料有誤，可執行更正年度申報
2.當年度1月1日至年度申報迄日止，已為變動申報仍可於年度申報期間申報前一年度底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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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有一個或數個年度未辦理年度申報，須逐年補報嗎?

A2. 要逐年補報。
可點選資料補報/更正功能，選擇需補報之年度辦理補報。

Q&A(續)

Q3. 完成年度申報後，發現資料有誤，要如何更正?

A3. 年度申報或補報完成後，自行發現或經主管機關通知申報資料
有誤時，均可點選資料補報／更正功能，選擇需更正之年度辦
理更正，並點選更正原因為“自行更正誤繕資料”或“主管機
關通知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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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