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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匯入人員資料作業 

執行者：普查處/部會幹事 

 

說明1：請依CAS操作手冊第25-26頁一、(一)【前置作業\人員資料維護】執行「匯出網填設

定檔」匯出調查人員名冊。 
說明2：將CAS匯出之調查人員名冊依操作手冊第33頁五、(二)【系統管理\帳號批次匯入】

說明執行匯入。 
說明3：請依CAS操作手冊第24-25頁一、(一)【前置作業\人員資料維護】修正人員資料。另

行政院主計總處依排程統一將各市（縣）異動（修正）資料，匯入網路填報系統進

行人員資料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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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分配名冊作業 

執行者：普查處幹事 

 
說明1：請依操作手冊第42頁六、(五)【名冊管理\名冊分配：審核輔助作業】

進行分配作業。 
說明2：請依操作手冊第44頁六、(六)【名冊管理\名冊分配：資料輸入作業】

進行分配作業。 
說明3：請依CAS操作手冊第52頁二、(四)【劃分配置作業\指導區劃分與人員配

置】執行「列印調查人員配置名冊(Excel)」匯出調查人員配置名冊。 
說明4：將CAS匯出之配置資料依操作手冊第36頁六、(一)【名冊管理\名冊

分配匯入】說明執行匯入作業。 
說明5：請依操作手冊第38頁六、(二)【名冊管理\名冊分配】進行異動或修

正作業。 
說明6：請依操作手冊第46頁六、(七)【名冊管理\名冊分配：名冊編修登錄】

進行分配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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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地訪查及回表註記作業 

執行者：普查員 

 
說明1：請依操作手冊第48頁六、(九)【名冊管理\新增普查對象】。 
說明2：請依操作手冊第52頁六、(十一)【名冊管理\回表記錄作業】進行回

表情形記錄。 
說明3：請依操作手冊第51頁六、(十)【名冊管理\換表作業】。 
說明4：請參照前臺受訪者操作手冊進行填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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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線上審核作業：普查員 

（部會普查員請參考操作手冊第 65-72 頁內容進行普查表資料審核作業） 

執行者：縣市普查員 

 

說明1：請依操作手冊第65頁八、(二)【回表及審核作業\普查審核：傳送檢查

未過】、第70頁八、(三)【回表及審核作業\普查審核：傳送檢查完成】

進行普查表資料審核作業。 
說明2：審核過程需要查詢受訪者原填寫之資料時，請依操作手冊第60頁七、

(二)【受訪單位相關作業\網填資料查詢】進行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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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線上審核作業：指導員 

執行者：縣市指導員 

 

說明：(1)請依操作手冊第73頁八、(四)【回表及審核作業\指導員審核】進行

普查表資料審核作業。 
(2)審核過程需要查詢受訪者原填寫之資料時，請依操作手冊第60頁

七、(二)【受訪單位相關作業\網填資料查詢】進行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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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線上審核作業：審核員 

執行者：縣市審核員 

 

說明：(1)請依操作手冊第76頁八、(五)【回表及審核作業\審核員審核】進行

普查表資料審核作業。 
(2)審核過程需要查詢受訪者原填寫之資料時，請依操作手冊第60頁

七、(二)【受訪單位相關作業\網填資料查詢】進行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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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名冊編修登錄作業 

執行者：名冊編修登錄人員 

 

說明：請依操作手冊第55頁六、(十二)【名冊管理\名冊編修登錄作業】進行

名冊資料編修登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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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審核輔助作業 

執行者： (一)輸入人員 
 (二)審核輔助人員 

 
說明1：請依操作手冊第78頁八、(六)【回表及審核作業\普查表輸入】進行資

料輸入作業。 
說明2：請依操作手冊第81頁八、(七)【回表及審核作業\快速輸入】進行資料

輸入作業。 
說明3：請依操作手冊第84頁八、(八)【回表及審核作業\普查表輸入及單筆檢

誤】進行資料輸入及審核作業。 
說明4：請依操作手冊第87頁八、(九)【回表及審核作業\整批檢誤】進行資料

審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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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查詢及匯出回表進度作業 

執行者： (一)普查處幹事 
 (二)普查所幹事 

 
說明1：請至【回表及審核作業\稽催作業】或【統計報表作業\判定結果統計表】

查詢訪查進度。 
說明2：請依操作手冊第93頁八、(十二)【回表及審核作業\稽催作業】進行稽催

作業。 
說明3：請依操作手冊第97頁九、(一)【統計報表作業\判定結果統計表】匯出回

表統計表。 
說明4：請參考操作手冊第12頁作業流程「拾、回收數處理作業」進行CAS回

收數填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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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回收數處理作業 

執行者：普查所幹事 

 

說明1：請依操作手冊第97頁九、(一)【統計報表作業\判定結果統計表】匯出

回表統計表。 
說明2：請依CAS操作手冊第55-56頁二、(七)【劃分配置作業\回收數資料處理】

於CAS更新填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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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匯出判定結果家數造冊酬勞費作業 

執行者：普查處/部會幹事 

 

說明1：請依操作手冊第99頁九、(二)【統計報表作業\經費項目統計表】匯出經

費項目統計表。 
說明2：請依CAS操作手冊第80～91頁四、(九)～(十三)【經費登帳及編印\調查費、

專案調查費、指導費、審核費、名冊編修登錄費】分別匯入各項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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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文件目的 

本文件「網路填報系統操作手冊」撰寫目的，在提供使用「109 年農林

漁牧業普查網路填報系統」之作業說明，協助各縣市管理者、審核員、指

導員及普查員（本網填系統標示「訪問員」，以下稱普查（訪問）員）等使

用者，了解系統各項功能作用及操作方法。 

二、文件範圍 

本文件的範圍在描述文件目的、文件範圍、使用者功能、環境需求及

使用者操作各功能說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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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使用者功能及環境需求 

一、使用者功能 

本系統依使用者群組功能及角色區分可使用權限，此「網路填報系

統操作手冊」針對縣市及專案調查辦理機關（以下簡稱專案機關）普查

工作人員使用，受訪戶（單位）則請閱讀「受訪單位使用者操作手冊」

（為電子檔案，放置於本網填系統登入頁面「操作手冊」項下。 

各使用者群組與系統功能權限對應，如下表所示。各群組設定可使

用功能範圍由總處管理者依實際狀況調整其角色及功能權限，以下為主

要角色，其餘角色及確實功能依系統設定為主。 

主功能 畫面（程式）功能 

使用者角色 

縣市 
管理者 

部會 
縣市專案  
管理者 

公所 
管理者 審核員 指導員 普查 

(訪問)員 

首頁 系統登入（含忘記密碼）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系統 
管理 

使用者維護 Ｖ Ｖ     

帳號批次匯入 Ｖ Ｖ     

名冊 
管理 

名冊分配匯入 Ｖ      

名冊分配 Ｖ      

名冊分配：訪問員  Ｖ     

名冊分配：審核員  Ｖ     

名冊分配：資料輸入作業  Ｖ     

名冊分配：審核輔助作業  Ｖ     

名冊分配：名冊編修登錄  Ｖ     

名冊查詢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新增普查對象 Ｖ Ｖ  Ｖ Ｖ Ｖ 

換表作業 Ｖ Ｖ  Ｖ Ｖ Ｖ 

回表記錄作業    Ｖ Ｖ Ｖ 

名冊編修登錄作業 限分配名冊編修登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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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功能 畫面（程式）功能 

使用者角色 

縣市 
管理者 

部會 
縣市專案  
管理者 

公所 
管理者 審核員 指導員 普查 

(訪問)員 

受訪 
單位 

重設受訪戶（單位）密碼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網填資料查詢 Ｖ Ｖ  Ｖ Ｖ Ｖ 

回表 
及 
審核 
作業 

回表及審核情形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普查審核：傳送檢查未過      Ｖ 

普查審核：傳送檢查完成      Ｖ 

指導員審核     Ｖ  

審核員審核    Ｖ   

普查表輸入 限分配輸入人員 

快速輸入 限分配輸入或審核輔助人員 

普查表輸入及單筆檢誤 限分配審核輔助人員 

整批檢誤 限分配審核輔助人員 

複查員審核 限有功能權限者（專案機關/辦理專案調查縣市） 

填報資料查詢 Ｖ Ｖ     

稽催作業 Ｖ Ｖ Ｖ    

詞庫查詢作業 Ｖ Ｖ  Ｖ Ｖ Ｖ 

統計報
表作業 

判定結果統計表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經費項目統計表 Ｖ Ｖ     
行政 
管理 表件資料下載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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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者作業環境需求 

（一）作業系統：Microsoft WindowsXP（含以上版本） 

（二）CPU：Pentium Ⅲ 1.0GHz 以上 

（三）硬碟空間：30 MB 以上 

（四）記憶體：128 MB 以上 

（五）網路卡：10/100 Mbps 

（六）網際網路瀏覽器：Microsoft Edge、Mozilla FireFox、Google 

Chrome、Internet Explorer（IE 11 版本以上） 

（七）顯示介面：解析度 1,024x768 像素（含以上） 

（八）應用軟體：Office 2000 （含以上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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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使用者功能作業說明  

一、共用操作介紹 

（一）共用介面說明 

後臺網填系統登入後如下圖畫面介紹。 

 
 

1.上方列：固定顯示在上方。 

(1) 顯示登入者姓名及系統即將自動登出的時間（預設自動登出時

間為 60 分鐘）。 

(2) 重新計時：若需重新計算系統自動登出時間，按下 會

重新計算。 

(3) 登出：登出系統，回到網填系統登入畫面。 

(4) 重要訊息：以跑馬燈方式顯示訊息，滑鼠移在文字上會停止文

字跑動。 

(5) 訂閱電子報：可連結至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訂閱電子報畫面。 

(6) 變更密碼：按下 進入變更密碼畫面（如下圖畫面），進

行變更密碼。 

 

上方列 

功能目錄區 程式作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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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輸入原密碼、輸入新密碼及確認新密碼。 

② 與 eBAS 帳號：如需綁定，在此輸入 eBAS 帳號。 

③ 密碼提示：當使用者登入系統密碼輸入錯誤時，會顯示此提示。 

④ 每頁顯示筆數：可設定每頁顯示資料筆數。 

2.功能目錄區：固定顯示在左方，基本分為二層結構，第一層稱為「主

功能」，第二層稱為「畫面（程式）功能 」，依使用者角色顯示具有

權限之功能，各使用者角色可使用之功能詳見第 18、19 頁。 

3.程式作業區：依功能目錄區選擇而顯示，依程式決定分為一層及二層

設計，如下說明。 

(1) 第一層： 

 

① 查詢區：依程式決定查詢條件項目，按篩選資料鈕，系統自動

將符合的資料顯示在[顯示作業區]中，當[查詢區]各欄位皆空白

時，表示查詢全部資料。顯示筆數及頁數如下說明（以上圖為

例）： 

I. 表示總共查到 4 筆資料。 

II. 目前在第 1 頁，共有 1 頁。 

② 顯示作業區：依查詢條件或預設值顯示資料，使用者再依顯示

資料進行作業，如新增、檢視、修改、刪除等。 

※補充說明：當查詢條件及顯示欄位不足時，可請系統管理者設

定開放欄位（視程式而定，非所有程式皆可由系統管理者設定）。 

顯示作業區 

查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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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層： 

 
 
 

① 編輯資料作業區：依程式決定可編輯及作業之欄位項目，按存

檔鈕將資料儲存，按回上一層鈕回到程式作業區。 

② 新增及修改資訊：在頁面最下方，左邊顯示本筆資料第一次新

增的人員姓名及日期時間，右邊顯示最後修改人員姓名及日期

時間。（本系統基本程式皆會顯示此項資訊） 
 

編輯資料作業區 

新增及修改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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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用共用按鈕說明 

1.[1] [2] [3] [4]：為表別代號，[1]農牧業普查表；[2]農事及畜牧服務業

普查表；[3]林業普查表；[4]漁業普查表。 

2. ：針對畫面所設定的查詢條件篩選符合條件資料，並顯示查

詢結果。 

3. ：當資料分頁顯示時，可利用此組功能按鈕切換至不同頁

面，依序分別為首頁、上一頁、下一頁、末頁，也可使

用下拉選單或直接鍵入頁數跳至指定的頁面。 

4. ：進入資料新增介面。 

5. ：進入資料修改介面。 

6. ：進入資料檢視介面。 

7. ：複製此筆資料。 

8. ：進入資料刪除介面，在目錄顯示頁中統一放在最右方欄位。（一

旦刪除即不可救回，請小心使用） 

9. ：可多筆勾選資料。 

10. ：將頁面所有勾選核取確認欄位的資料進行儲存，此按鈕通

常出現在列表畫面。 

11. ：一般出現在新增、修改、刪除畫面，分別代表新增存檔、

修改存檔、刪除存檔。 

12. ：係指回到上一層介面，一般出現在新增、修改、刪除或查

詢畫面。 

13. ： 插入空行、 刪除此行、 此行向上移、 此行

向下移，一般出現在新增、修改、刪除或查詢畫面。 

14. ：依畫面顯示，可將資料列印出，依功能決定列印為何格式，

如 PDF、EXCEL 等。 

15. ：為輸入日期欄位，點選後開啟日期表供使用者選擇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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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首頁（系統登入） 

進入網填系統後臺登入畫面，首頁畫面呈現如下： 

 

（一）登入作業說明 

1.依畫面輸入帳號、密碼（英、數及特殊符號混合 12 碼，英文需

大小寫各 1 碼以上）及驗證碼。 

2.點選登入鈕，進入網路填報系統管理畫面。 

（二）密碼處理說明 

1.第一次啟用密碼時，系統會要求您變更密碼才能開始使用，密碼

不可與前 3 次相同，第 1 次登入及密碼使用滿 90 天時會強迫更

換密碼。 

2.登入失敗：當連續登入失敗 5 次（次數由子系統管理者設定之）

則無法再登入，請由忘記密碼重新取得新密碼，或聯絡相關人員

進行重設密碼，方可再次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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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忘記密碼：點選忘記密碼鈕，進入密碼查詢畫面。 

(1) 輸入帳號及原電子郵件信箱（如忘記 E-mail 請洽相關人

員），按送出鈕後系統自動發 Email 通知設定密碼。 

 

（2）請至電子郵件信箱（同密碼查詢之信箱），按連結處進行

密碼重設，重設後即可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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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首頁輔助說明 

（一）公佈欄 

1.點選首頁 鈕，開啟如下訊息頁面。 

 

2.再點選各項公告事項，進入詳細說明內容，如有附件則可點選開

啟，如下頁面。 

 

（二）常見問題 FAQ 

點選首頁下方 鈕，即開啟檔案，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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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操作手冊 

點選首頁下方 鈕開啟畫面，點選左方書籤選擇欲

觀看的主題，右方顯示該主題的操作說明，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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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檔案資料下載加解密使用 

所有功能之檔案資料下載加、解密操作皆相同，在此使用【系統管

理\帳號批次匯入】為操作示範。 

 

（一）按 或 下載檔案時，顯示

設定密碼畫面，請輸入欲開啟下載檔案的密碼後，按確定鈕。 

 

（二）至下載檔案儲存的位置開啟檔案，出現如下畫面，請輸入上述

所設定的開啟檔案密碼後，按確定鈕。資料使用結束時，請務

必刪除所下載的檔案，不可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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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系統管理 

（一）使用者維護（由縣市\部會管理者操作） 

縣市\部會管理者分別可維護縣市\部會所有普查工作人員帳號

（含新增、刪除、修改等），異動人員資料請至行政作業管理系統

（以下簡稱 CAS）修正，再由總處管理者更新於網填系統。 

若縣市普查（訪問）員（或其他普查工作人員）兼辦專案調查，

該人員會有另 1 組帳號及密碼（由 CAS 給定），俾利執行專案調查

受訪對象相關作業。 

※補充說明：例如縣市普查（訪問）員原帳號為「K02000088」，

兼辦專案調查時，其另 1 組帳號即為「P02000088」。 

1.進入【系統管理\使用者維護】程式，出現如下畫面。 

 

2.作業說明 

(1) 顯示作業區：進入後顯示所有人員名單，各項目說明如下： 

① 帳號代號：使用者登入網填系統之帳號，為英數字。 

② 帳號名稱：對應此使用者帳號代號之中英文名稱。 

③ 上層帳號：此使用者上層管理者之帳號。 

④ 電子郵件信箱：為使用者之電子郵件信箱，可直接於此畫

面修改其電子郵件信箱。 

⑤ 是否啟用：設定使用者是否啟用系統，「是」為啟用。 

⑥ 啟用時間：當新增使用者帳號或重新再啟用使用者帳號

時，系統會記錄該使用者帳號啟用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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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停用時間：使用者帳號由啟用轉為停用時，系統記錄的停

用時間。 

⑧ 備註：可填寫說明文字。 

(2) 使用者帳號維護作業： 

縣市\部會管理者請至 CAS 增刪修使用者資料，再由總處管

理者更新於網填系統。 

① 修改：在顯示作業區中「修」按 進入畫面，如下圖所示；

管理者依下方說明內容，進行各欄位資料修改作業： 

 

I. 上層帳號：輸入上層帳號（為使用者上層管理者的帳

號），系統自動顯示中文名稱，如宜蘭縣政府帳號為

「02」（此為宜蘭縣管理者帳號，亦為宜蘭縣一般調查

使用者之上層管理者），因此宜蘭縣一般調查使用者皆

於此欄位輸入「02」即可。（縣市/部會管理者上層帳

號則由總處管理者設定） 
※補充說明 1：辦理專案調查縣市上層帳號，請於縣市帳

號前加「A6」，如宜蘭縣為「A602」、高雄市為「A664」。 

※補充說明 2：若為專案機關，其上層帳號如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A1」、教育部「A2」、法務部「A3」、
經濟部「A4」、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A5」。 

使用者資料 

所屬群組 

所屬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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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密碼」及「密碼確認」：為顧及使用者資料安全性，

該欄位會顯示空白，管理者不會知道使用者密碼，但

如果使用者忘記密碼時，管理者可在此 2 個欄位重新

輸入一組新密碼，再通知使用者依此密碼重新登入後

再修改密碼。 

III. 密碼提示：密碼提示不可與密碼完全相同，例如可設

定生日、手機等為提示內容。 

IV. 分工機關：依登入者顯示其縣市或機關名稱。 

V. 是否啟用：「是」表示此帳號可使用，「否」表示此帳

號不可使用。 

VI. 所屬群組：設定使用者可使用之功能（可複選、聯集），

各群組功能內容由總處管理者至【系統管理\使用者功

能群組】設定之。 

VII. 所屬角色：設定使用者之角色（可複選），請確實選

擇，設定結果會影響後續名冊分配作業及資料呈現。 

VIII. 修改完成後按存檔鈕，出現「完成」訊息即完成修改。 

② 新增：按 開啟空白畫面，畫面及操作方式如同上方修

改作業。 

③ 刪除：在顯示作業區中，欲刪除之使用者最右邊按 進入

內頁，再按存檔鈕，看到「完成」訊息即刪除完成。 

④ 檢視：在顯示作業區中「視」按 進入內頁，只能觀看無

法修改。 

⑤ 選取：於顯示作業區直接修改使用者資料後，系統將自動

於該筆資料「選」 作勾選，如不想修改可再按 取消

勾選；確認勾選再按多筆存檔鈕完成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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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帳號批次匯入（由縣市\部會管理者操作） 

可按 下載制式格式資料進行修正或新增使

用者資料，或按 下載空白表單填寫後，

再利用本程式整批匯入使用者資料。 

1.進入【系統管理\帳號批次匯入】程式，出現如下畫面。 

 

2.作業說明 

(1) 由 CAS 匯出人員帳號檔匯入： 

※補充說明：縣市一般調查人員資料請於 CAS【前置作業\人員

資料維護】按 匯出檔案，部會\縣市專案調查

人員資料則按 匯出檔案。 

① 匯出後表格如下，各欄位說明請參閱「(3)下載帳號批次新增

空白檔建檔後匯入」之各欄位填寫說明（本手冊第 34 頁）。 

 
 

② ：匯入人員資料時，當系統已有

與準備匯入之 EXCEL 檔案相同之人員帳號代號是否要更

新，如要更新，下拉選「是」，則系統原存在與 EXCEL 相同

帳號代號使用者資料會被更新；選擇「否」則略過不更新。 

③ 請選擇要上傳的檔案：按選擇檔案鈕開啟準備匯入之

EXCEL 檔，再按執行鈕進行整批匯入，完成後請至【系

統管理\使用者維護】查看是否完成使用者資料匯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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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下載人員帳號檔增修後匯入： 
① 按 匯出網路填報系統所有人員帳號代

號等資料，依欄位修改資訊或新增使用者，完成後存檔；

若欲刪除人員資料請至【系統管理\使用者維護】中刪除。 

② 點下方[說明]書籤參考填寫範例，如下圖示。 

 

③ 匯入方式同上述「(1) 由 CAS 匯出人員帳號匯入」之②、

③說明。 

(3) 下載帳號批次新增空白檔建檔後匯入： 
① 按 下載空白 EXCEL 檔案，點

選[匯入資料]頁籤，參考下一段「②各欄位填寫說明」，將

欲匯入之使用者帳號代號等資料完成輸入後存檔。 

 

各欄位說明，請詳
見本手冊第 3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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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各欄位填寫說明：（以下為必填欄位） 

I. 帳號代號：即 CAS 匯出之人員代號（共 9 碼，第 1
碼為英文字母）。 
※補充說明：若為縣市一般調查人員，帳號代號第 1

碼為「K」；若為專案調查人員第 1 碼為「P」。 

II. 帳號名稱：請輸入使用者姓名。 

III. 密碼：初次設定之密碼為使用者身分證統一編號後 4 碼。 

IV. 電子信箱：請輸入使用者電子郵件信箱，提供日後忘

記密碼時查詢、稽催作業等使用。 

V. 群組代碼、角色代碼：使用者擔任多項職務時，請用

半形分號「;」區隔；若僅担任縣市行政人員或專案機

關輔導員者，角色代碼請保留空白不必填寫，其餘請

參考下方對照表。 

一般調查（縣市） 專案調查（縣市、專案機關） 
群組代碼 角色代碼 群組代碼 角色代碼 

COUNTY 縣市管理者 E 縣市/部會/
公所管理員 MINISTRY 專案調查 

管理者 E 縣市/部會/
公所管理員 

TOWN 公所管理者 E 縣市/部會/
公所管理員 MINIAUDITOR 專案調查 

輔導員   

ADMINI 行政人員   MINIINSTRUCTO
R 

專案調查 
幹事 B 審核員 

AUDITOR 審核員 B 審核員 MINISURVEY 專案調查 
普查員 A1 普查員 

INSTRUCTOR 指導員 D 指導員 MINIKEYIN 專案調查 
審核輔助作業 K 輸入人員 

SURVEY 普查員 A1 普查員 MINIKEYIN 專案調查 
審核輔助作業 L 審核輔助人員 

KEYIN 審核輔助作業 K 輸入人員 MINIROSTER 專案調查 
名冊編修登錄 M 名冊編修登錄 

KEYIN 審核輔助作業 L 審核輔助人員     

ROSTER 名冊編修登錄 M 名冊編修登錄     

VI. 上層帳號：請輸入使用者所在縣市代號，相關說明參

考本手冊第 31 頁內容（如宜蘭縣一般調查使用者請輸

入「02」、宜蘭縣專案調查使用者請輸入「A602」）。 

③ 匯入方式同上述「(1) 由 CAS 匯出人員帳號匯入」之②、③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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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名冊管理 

（一）名冊分配匯入（由縣市管理者操作） 

該項功能提供縣市管理者首次分配使用，請先至【名冊管理\

名冊分配】確認是否已有匯入資料，如未匯入請先執行本程式，名

冊分配匯入後再至【名冊管理\名冊分配】確認，後續分配異動請

至【名冊管理\名冊分配】更新（詳見本手冊第 38 頁「（二）名冊

分配」相關內容）。 

1.進入【名冊管理\名冊分配匯入】程式，出現如下畫面。 

 

2.作業說明 

(1) 準備好『調查人員配置名冊』檔案匯入檔案格式如下，並注

意以下事項。 

※補充說明：請由 CAS【劃分配置作業\指導區劃分與人員配置】

執行 匯出檔案。 

 

① 第 4 筆為開始匯入的資料。 

② 請保留本制式表單格式，不可新增或刪除欄位，以免匯入

格式不符造成資料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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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人員代號皆統一使用帳號代號（非中文名字）。 
名冊編修登錄作業人員代號：請填寫此普查區「名冊編

修登錄作業」人員帳號代號。 

審核輔助人員代號：請填寫此普查區「審核輔助作業」

人員帳號代號。 

備註：若另指派人員執行「審核輔助作業」資料輸入工

作（僅輸入不作檢誤），請填寫輸入人員代號，如由審

核輔助人員輸入資料者，則此欄位「空白」。 

(2) 匯入前請先確認使用者帳號代號等資料是否已完備，可至

【系統管理\使用者維護】確認，若尚未建立，請至 CAS 建

立人員資料後再行匯出、匯入。（詳見本手冊第 30 頁「（一）

使用者維護」相關內容） 

※補充說明 1：首次人員資料建立請由 CAS 匯出人員帳號檔案

後匯入網填系統；後續人員異動請縣市\部會管理者至 CAS

增修使用者資料，再由總處管理者於網填系統更新使用者資

料作業。 

※補充說明 2：首次名冊分配（包括利用上述匯出的調查人員

配置名冊填寫「名冊編修登錄作業人員代號」、「審核輔助人

員代號」或「備註」）請執行本程式，後續異動請縣市\部會

管理者於網填系統更新（縣市管理者詳見本手冊第 38頁「（二）

名冊分配」相關內容；部會管理者詳見本手冊第 39-41 頁「（三）

名冊分配：訪問員」及「（四）名冊分配：審核員」相關內容）。 

(3) 再選擇欲匯入的『調查人員配置名冊』檔案後，按執行鈕

匯入普查區劃分與人員配置資料，匯入後請至【名冊管理\

名冊分配】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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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冊分配（由縣市管理者操作） 

縣市依普查區分配使用，首次名冊分配應先自【名冊管理\名
冊分配匯入】執行整批匯入；之後若需異動名冊分配時，利用本項

功能依普查區異動分配資料。 

1.進入【名冊管理\名冊分配】程式，出現如下畫面。 

 

2.作業說明 
(1) 顯示作業區：進入後畫面顯示縣市所有普查區分配資料，包

括訪問員、指導員、審核員、名冊編修登錄、資料輸入、審

核輔助審核及劃分家數等欄位。 

(2) 分配維護作業： 
① 可調整普查（訪問）員、指導員、審核員、名冊編修登錄

人員及審核輔助人員。 

 名冊編修：指此普查區名冊編修登錄人員，自匯入『調

查人員配置名冊』檔案「名冊編修登錄作業人員代號」

欄位代入。 

 資料輸入：指此普查區審核輔助作業輸入人員，自匯入

『調查人員配置名冊』檔案「備註」欄位代入。若無指

派其他人員執行「審核輔助作業」資料輸入工作（僅輸

入不作檢誤）者，此欄請保持空白。 

 審核輔助審核：指此普查區審核輔助人員，自匯入『調

查人員配置名冊』檔案「審核輔助人員代號」欄位代入。 

② 調整後系統自動在「選」 欄位打勾（表示此筆資欲存檔）。 

③ 按 ，系統依所勾選 存檔變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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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冊分配：訪問員（由部會管理者操作） 

※補充說明：縣市普查員名冊分配請至【名冊管理\名冊分配匯入】

或【名冊管理\名冊分配】作業（詳見本手冊第 36-38 頁）。 

此程式為部會管理者使用，進行名冊分配或異動，係配合受訪

單位網路填報【回表及審核作業\普查審核：傳送檢查未過】及【回

表及審核作業\普查審核：傳送檢查完成】使用。 

1.進入【名冊管理\名冊分配：訪問員】程式，出現如下畫面。 

 
 

2.作業說明 

(1) 顯示作業區：進入後顯示所有名冊，說明如下： 

「已分配筆數：4」，「未分配筆數：4」，顯示名冊已分配數

及未配數。 

(2) 分配作業： 

① 依條件查詢欲分配的名冊，若「是否已分配」欄位選擇 

「否」則顯示尚未分配名冊。 

② 自查詢後顯示名冊勾選欲進行分配的名冊。 

③ 分配方式， 下拉選單有 2 個選項： 

I. 已選取：表示將已勾選的名冊進行分配。 

II. 查詢條件內：表示利用篩選查詢後的名冊進行分配。 

查詢未分配名冊 

分配方式 將所選擇之名冊分配至普查（訪問）員 

執行分配 勾選欲分配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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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選擇將這些名冊分配給 （下拉選取欲分配

的普查（訪問）員）。 

⑤ 按 ，系統即依此規則進行名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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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冊分配：審核員（由部會管理者操作） 

※補充說明：縣市審核員名冊分配請至【名冊管理\名冊分配匯入】

或【名冊管理\名冊分配】作業（詳見本手冊第 36-38 頁）。 

此程式為部會管理者使用，進行名冊分配或異動，係配合受訪

單位網路填報【回表及審核作業\審核員審核】使用。 

1.進入【名冊管理\名冊分配：審核員】程式，出現如下畫面。 

 
 
 

2.作業說明 

(1) 顯示作業區：進入後顯示所有名冊，說明如下： 

「已分配筆數：3」，「未分配筆數：5」，顯示名冊已分配數及未

配數。 

(2) 分配作業： 
① 依條件查詢欲分配的名冊，若「是否已分配」欄位選擇 

「否」則顯示尚未分配名冊。 

② 自查詢後顯示名冊勾選欲進行分配的名冊。 

③ 分配方式， 下拉選單有 2 個選項： 

I. 已選取：表示將已勾選的名冊進行分配。 

II. 查詢條件內：表示利用篩選查詢後的名冊進行分配。 

④ 選擇將這些名冊分配給 （下拉選取欲分配

的審核員）。 

⑤ 按 ，系統即依此規則進行名冊分配。 

查詢未分配名冊 

分配方式 將所選擇之名冊分配至審核人員 

執行分配 勾選欲分配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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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名冊分配：審核輔助作業（由縣市\部會管理者操作） 

此程式係進行名冊分配或異動，配合【回表及審核作業\快速

輸入】、【回表及審核作業\普查表輸入及單筆檢誤】及【回表及審

核作業\整批檢誤】使用；若名冊未分配給審核輔助人員，則無法

進行書面回表審核輔助作業，如為網路填報無需作此分配。 

※補充說明：若另指派人員執行書面回表輸入作業，請先至【名冊

管理\名冊分配：資料輸入作業】進行分配（詳見本手冊第 44

頁「（六）名冊分配：資料輸入作業」）。 

1.進入【名冊管理\名冊分配：審核輔助作業】程式，出現如下畫面。 

 

 

  

2.作業說明 

(1) 顯示作業區：進入後顯示所有名冊，說明如下： 

「已分配筆數：33」，「未分配筆數：13」，顯示名冊已分配

數及未配數。 

(2)分配作業： 
① 依條件查詢欲分配的名冊，如 「是否已分配」欄位選擇 

「否」則顯示尚未分配之名冊。 
② 自查詢後顯示名冊勾選欲進行分配的名冊。 

分配方式 將所選擇之名冊分配至審核輔助人員
者 

執行分配 勾選欲分配名冊 

查詢未分配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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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分配方式， 下拉選單有 2 個選項： 
I. 已選取：表示將已勾選的名冊進行分配。 
II. 查詢條件內：表示利用篩選查詢後的名冊進行分配。 

④ 選擇將這些名冊分配給 （下拉選取欲分配

的審核輔助人員）。 

⑤ 按 ，系統即依此規則進行名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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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名冊分配：資料輸入作業（由縣市\部會管理者操作） 

※補充說明：若審核輔助作業由 1 人執行，即同時進行書面回表輸

入及審核工作，毋須執行本程式。 

此程式係進行名冊分配或異動，配合【回表及審核作業\快速

輸入】及【回表及審核作業\普查表輸入】使用；若名冊未分配給

輸入人員，則無法進行書面回表輸入作業，如為網路填報無需作此

分配。 

1.進入【名冊管理\名冊分配：資料輸入作業】程式，出現如下畫面。 

 
 
 

2.作業說明 

(1) 顯示作業區：進入後顯示所有名冊，說明如下： 

「已分配筆數：16」，「未分配筆數：30」，顯示名冊已分配

數及未分配數。 

(2) 分配作業： 

① 依條件查詢欲分配的名冊，若「是否已分配」欄位選擇 

「否」則顯示尚未分配名冊。 
② 自查詢後顯示名冊勾選欲進行分配的名冊。 

③ 分配方式， 下拉選單有 2 個選項： 
I. 已選取：表示將已勾選的名冊進行分配。 
II. 查詢條件內：表示利用篩選查詢後的名冊進行分配。 

查詢未分配名冊 

分配方式 將所選擇之名冊分配至輸入人員 

執行分配 勾選欲分配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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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選擇將這些名冊分配給 （下拉選取欲分配

的輸入人員）。 

⑤ 按 ，系統即依此規則進行名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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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名冊分配：名冊編修登錄（由縣市\部會管理者操作） 

此程式係進行名冊分配或異動，配合【名冊管理\名冊編修登

錄作業】使用；若名冊未分配給名冊編修登錄人員，則無法進行名

冊編修登錄作業。 

1.進入【名冊管理\名冊分配：名冊編修登錄】程式，出現如下畫面。 

  
 

2.作業說明 

(1) 顯示作業區：進入後顯示所有名冊，說明如下： 

「已分配筆數：5」，「未分配筆數：5」，顯示名冊已分配數及未

配數。 

(2) 分配作業： 
① 依條件查詢欲分配的名冊，如 「是否已分配」欄位選擇 

「否」則顯示尚未分配之名冊。 

② 自查詢後顯示名冊勾選欲進行分配的名冊。 

③ 分配方式， 下拉選單有 2 個選項： 

I. 已選取：表示將已勾選的名冊進行分配。 

II. 查詢條件內：表示利用篩選查詢後的名冊進行分配。 

④ 選擇將這些名冊分配給 （下拉選取欲分配

的名冊編修登錄人員）。 

⑤ 按 系統即依此規則進行名冊分配。 

查詢未分配名冊 

分配方式 將所選擇之名冊分配至名冊編修登錄人員 

執行分配 
勾選欲分配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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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名冊查詢 

為提供查詢觀看受訪戶（單位）資料，如統一編號、單位名稱、

負責人姓名、電話等，依責任區名冊分配顯示資料（不含名冊編修

登錄分配），可查詢之名冊欄位由總處管理者設定。 

1.進入【名冊管理\名冊查詢】程式，出現如下畫面。 

 

2.作業說明 

(1) 顯示作業區：進入後顯示可查詢之名冊。 

(2) 名冊查詢作業： 

① 在顯示作業區中按 進入該筆受訪戶（單位）畫面，如下

所示： 

 

② 所讀取之名冊資料，依總處管理者設定而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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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新增普查對象 

※補充說明：專案調查對象由縣市\部會管理者操作；縣市一般調

查對象依普查區分配權限。 

此功能為新增受訪戶（單位）對象，縣市一般調查新增對象依

普查區分配權限使用，即普查（訪問）員、指導員、審核員於責任

普查區新增普查對象；專案調查新增對象則由縣市\部會管理者執

行本程式，且須經名冊分配後才可進行網路填報或書面回表註記使

用。 

1.進入【名冊管理\新增普查對象】程式，出現如下畫面。 

 

2.電腦版操作說明 

(1) 依畫面欄位輸入 

① 統一編號：12 碼，以下分別說明縣市一般調查對象及專案

調查對象新增編碼原則，統一編號不可重覆： 

I. 縣市一般調查對象：前 9 碼由村里代碼 7 位與普查區編

號 2 位組成，後 3 碼連續編號由 A01、A02、A03…接

續編列。 

II. 專案調查對象：前 7 碼為村里代碼，普查區編號依專案

調查辦理機關代碼填寫（如下方對照表），後 3 碼連續

編號由 Y90、Y91、Y92…接續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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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調查辦理機關名稱 專案調查辦理機關代碼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A1 
教育部 A2 
法務部 A3 
經濟部 A4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A5 
直轄市、縣市政府 A6 

② 單位名稱：依實際情形填寫，或可空白。 

③ 負責人姓名：依實際情形填寫，不可空白。 

④ 網填：若新增對象採網路填報，請勾選；如書面回表不須

勾選，系統自動於【名冊管理\回表記錄作業】註記該新增

對象「書面」。 

⑤ 表別：依普查（訪問）員判定結果勾選業別，可複選。 

(2) 再按 。 

① 如為縣市一般調查對象，新增對象後系統依普查區自動分配。 

② 如為專案調查對象，請縣市/部會管理者執行本程式新增

對象後，再至相關程式進行名冊分配作業，即可進行後續

網路填報及回表註記等工作。 

(3) 請至【名冊管理\名冊查詢】，查詢是否有成功新增普查對象。 

(4) 新增對象登入網填系統時，判定編號空白不必填寫，密碼首

次亦為空白（登入後再自行變更密碼）。 

3.手機版作業說明 

(1) 登入方式同電腦版（普查（訪問）員登入帳號及密碼），執

行【名冊管理\新增普查對象】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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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移至適當位置，如下頁畫面（示範 Android 作業系統），操作

方式同上述電腦版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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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換表作業 

若受訪戶（單位）原列名冊之表別異動時，可於本程式進行換

表作業；輸入統一編號後，系統先行判斷「統一編號」是否正確及

是否屬操作者責任普查區範圍，如為正確即可修改受訪戶（單位）

表別代號。 

1.進入【名冊管理\換表作業】程式，出現如下畫面。 

 

2.操作說明 

(1) 輸入統一編號，按篩選資料鈕顯示如下畫面。 

 

(2)勾選正確表別後（可複選），再按 進行表別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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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回表記錄作業 

普查（訪問）員（或具權限人員）依所分配之名冊，顯示可記

錄回表之受訪戶（單位）統一編號及戶長姓名，亦可使用手機操作。 

1.進入【名冊管理\回表記錄作業】程式，出現如下畫面。 

 

2.電腦版作業說明 

(1) 回表記錄作業： 

① 普查區：輸入欲查詢普查區代號，如「01」普查區。 

② 統一編號後 3 碼：輸入欲記錄回表之受訪戶（單位）統一

編號後 3 碼，再按篩選資料鈕。 

③ 依此受訪戶（單位）填表方式實際註記「書面」、「網路」，

如下圖示為書面回表註記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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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選：當選取「未能回表」代號及「書面」時， 會自

動勾選（如上圖示），表示此筆資料係欲存檔之資料。 

II. 未能回表：下拉選擇未能回表原因代號。 

※補充說明：若有下列情形，請記得於紙本名冊備註欄寫

下原因，後續由名冊編修登錄人員執行【名冊管理\名

冊編修登錄作業】程式時登打原因。 

II-1 縣市一般調查對象：未能回表原因代號為「3 未符

合普查對象標準」、「4 重複、併入他戶（單位）」

或「8 其他」。 

II-2 專案調查對象：未能回表原因代號為「2 未符合普

查對象標準」、「4 其他」。 

III. 書面：書面回表者，請勾選。 

IV. 網路：當受訪戶（單位）網路填報後，系統會自動勾

選，普查（訪問）員不用勾選。 

④ 完成後按存檔鈕即可。 

3.手機版作業說明 

(1) 登入方式同電腦版（普查（訪問）員登入帳號及密碼），執

行【名冊管理\回表記錄作業】程式。 

(2) 移置適當位置，如下頁畫面（示範 Android 作業系統），操作

方式同上述電腦版操作方式。 
   

 



 

54 
 

 

  

 

未符合普查對象標準 

 

符合普查對象標準未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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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名冊編修登錄作業 

名冊編修登錄人員（以下簡稱名冊作業人員）依分配顯示可作

業之名冊，編修登錄之欄位包括負責人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出

生年次、電話、手機號碼、單位名稱、地址、備註，以及判定後表別

從事或未從事農林漁牧業情形等。 

1.進入【名冊管理\名冊編修登錄作業】程式，出現如下畫面。 

 

2.操作說明 

(1) 顯示作業區：進入後顯示可編修登錄之名冊，主要欄位說明

如下。 

① 名冊編修登錄人員：名冊編修登錄作業完成後，本欄位會

顯示完成名冊作業人員姓名。 

※補充說明：完成名冊編修登錄作業後若再次修改普查表，

系統將會自動清除該欄位之人員姓名，名冊作業人員必須

重新作業，建議完成網路填報審核作業及書面回表審核輔

助作業後再執行名冊編修登錄作業。 

② 回表方式：依【名冊管理\回表記錄作業】所記錄之回表方

式顯示。 

(2) 名冊編修登錄作業： 

① 修改：在顯示作業區中按 進入修改畫面，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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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名冊作業人員依照紙本名冊進行資料編修及登錄。 

II. 地址：修改時請按 進行編修。 

III. 填表方式：由【名冊管理\回表記錄作業】代入，其中

「2.網路填報」不可修改，其餘「0.未回表」及「1.
書面填報」依實際情形修改。 

IV. 表別：為名冊原列或經【名冊管理\換表作業】程式變

更後之表別代號。 

V. 判定後表別：當完成網路填報審核或審核輔助作業，

系統將自動由普查表業別及【問項二】從事、未從事

結果代入，或由名冊作業人員於本程式點選各業別從

事或未從事「 」之結果。 

VI. 未能回表：請輸入未能回表原因代號。 

※補充說明：若有下列情形請於相關欄位說明或填寫統一編號： 

VI-1 原因代號為 3、4、8 時，請於「備註」欄輸入原因

（依紙本名冊備註內容輸入）。 

VI-2 原因代號為 4 時，請於「重複、併入戶（單位）之

統一編號」欄輸入併入戶之統一編號（如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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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3 若為分戶新增對象，請於「分戶新增之原戶統一編

號」欄輸入分戶新增之原戶統一編號（如下圖示）。 

 

VII. 年底有可耕作地出租或委託他人經營：請依照紙本名

冊註記情形點選。 

VIII. 完成名冊編修登錄作業後按存檔鈕，畫面將自動切

換至下一筆名冊資料。 

② 查閱：在顯示作業區中按 進入內頁，只能觀看無法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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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檢核：完成名冊編修登錄作業按 ，即進入查詢區及

顯示作業區，檢核鈕在查詢區。 

① 按檢核鈕顯示責任區名冊對象資料已完成及未完成筆

數，若未完成筆數為 0，即表示責任區名冊已全部完成檢

核；下列圖示表示尚未完成名冊編修登錄作業。 

 

② 請使用查詢區 查詢尚未完成名冊編修登錄之

對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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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受訪單位相關作業 

（一）重設受訪戶（單位）密碼 

當受訪戶（單位）忘記密碼或 E-mail 時，請先向受訪戶（單

位）確認留存之 E-mail 無誤後，利用此功能發送密碼通知郵件給

受訪戶（單位）；若受訪戶（單位）電子郵件信箱需要變更，請先

行變更。 

1.進入【受訪單位相關作業\重設受訪戶（單位）密碼】程式，出現

如下畫面。 

 

2.作業說明 
(1) 顯示作業區：進入後顯示所分配的受訪戶（單位）資料。 

(2) 重設密碼作業： 

① 在查詢區中輸入「統一編號」、「單位名稱」或「負責人姓

名」（輸入關鍵字即可），按 即會顯示符合條件之

受訪戶（單位）資料。 

② 請勾選 欲重設密碼受訪戶（單位），直接按 會出

現訊息「是否確定重設問卷密碼？若點選「確定」請於 30
分鐘內至設定信箱進行重設。」按確定後系統即自動發信

通知該受訪戶（單位）重設新密碼。 

※補充說明：若受訪戶（單位）一直收不到信或無其它電子郵件

信箱，可先將電子郵件信箱設定為操作者本身，俟產生密碼

後，再電話告知受訪戶（單位）密碼，並請其登入系統再行變

更密碼；或以總處公務信箱「109censusf@dgbas.gov.tw」作為

重設密碼之電子郵件信箱，請操作者致電總處（0800-007589
轉 11、12、13）產生密碼後再轉知受訪戶（單位）。 

查詢區 

顯示作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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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填資料查詢 

此功能係查閱受訪戶（單位）於系統前臺填報之普查表資料，

此查詢程式係方便操作者與受訪戶（單位）溝通或協助其填寫普查

表，填報方式同受訪戶（單位）操作模式。 

1.進入【受訪單位相關作業\網填資料查詢】程式，出現如下畫面。 

 

 

2.作業說明 

(1) 顯示作業區：進入後，顯示責任區受訪戶（單位）曾經登入

系統填寫過之普查表。（未曾登入過之受訪戶（單位）不會

在此顯示）。 

(2) 操作作業：點選欲查詢之受訪戶（單位）的表別代號，如 ，

顯示受訪戶（單位）普查表畫面，如下所示（以農牧業普查

表為例）。 

 
 

查詢區 

顯示作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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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填答畫面：同受訪戶（單位）填報畫面。 

② ：可按顯示檢誤訊息鈕與受訪戶（單位）確認

普查表資料未通過檢誤之訊息進行溝通，若未顯示檢誤訊

息表示該受訪戶（單位）未按過傳送鈕，可請其按傳送鈕，

即能查詢普查表檢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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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回表及審核作業 

（一）回表及審核情形 

此功能可以看到普查工作人員責任普查區（或指導區）名冊每

一筆普查對象回表進度及審核情形，即依普查（訪問）員、指導員、

審核員及審核輔助人員等責任區分配顯示；如為專案機關之複查員

或縣市管理者，則可看到所屬部會或縣市全部名冊對象資料，總處

管理者可查詢全部縣市及部會名冊對象資料。 

1.進入【回表及審核作業\回表及審核情形】程式，出現如下畫面。 

 

2.作業說明 
(1) 查詢區：依查詢條件過濾名冊，顯示每筆受訪戶（單位）應

填之普查表回表及審核狀態，如統一編號、單位名稱、負責

人姓名、回表方式、普查表狀態及各層級檢誤通過情形等。 

① 審核員通過：「是」代表受訪戶（單位）應填之普查表回

表方式為網路填報，且已通過審核員線上檢誤，「否」則

代表尚未通過審核員檢誤。 

② 審核輔助通過：「是」代表受訪戶（單位）應填之普查表

回表方式為書面回表，且已經審核輔助檢誤通過，「否」

則代表尚未通過審核輔助檢誤。 

③ 回表方式：下拉選項有「0 未回表」、「1 書面回表」或「2

網路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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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顯示作業區主要欄位說明： 

① 新增對象：該欄位若為空白，代表此筆受訪戶（單位）

為名冊原列對象；代號 1、2 表示此筆受訪戶（單位）為

新增對象且其回表方式分別為書面回表、網路填報。 

② 回表方式：顯示此筆受訪戶（單位）回表情形，配合【名

冊管理\回表記錄作業】呈現「0 未回表」、「1 書面回表」、

「2 網路填報」，若該欄位為空白，代表普查（訪問）員

尚未執行回表註記作業。 

I.「2 網路填報」：受訪戶（單位）於系統前臺網路填報後，

系統自動註記「2 網路填報」。 

II.「1 書面填報」：由普查（訪問）員於【名冊管理\回表

記錄作業】註記書面之結果，若此欄位顯示錯誤請至

【名冊管理\回表記錄作業】修正。 

III.「0 未回表」：由普查（訪問）員於【名冊管理\回表記

錄作業】註記未能回表的結果，可至【名冊管理\回表

記錄作業】查詢未能回表原因。 

③ 普查表狀態：此為名冊每一筆受訪戶（單位）普查表回表、

審核等作業狀態，依書面回表或網路填報而有差異。 

I. 「回表方式」=「2 網路填報」時： 

 訪問員修改中：該筆資料於普查（訪問）員線上審

核或修改階段。 

 指導員初審中：該筆資料於指導員線上審核或修改

階段。 

 審核員修改中：該筆資料於審核員線上審核或修改

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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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問員未讀：該筆資料已線上送至普查（訪問）員，

惟普查（訪問）員尚未檢視或審核。 

 指導員未讀：該筆資料已線上送至指導員，惟指導

員尚未檢視或審核。 

 審核員未讀：該筆資料已線上送至審核員，惟審核

員尚未檢視或審核。 

 審核完成：該筆網路填報普查表通過審核員線上審

核。 

II. 「回表方式」=「1 書面回表」時： 

 資料輸入修改中：該筆資料於資料輸入作業階段。 

 審核輔助審核中：該筆資料於審核輔助作業階段。 

 資料輸入未讀：係指該筆資料經由審核輔助人員退

表，惟尚未檢視或作業。 

 審核輔助未讀：係指該筆資料經由輸入人員送表，

惟尚未檢視或作業。 

 審核完成：該筆書面回表普查表完成審核輔助作業

且通過檢誤。 

(3) 匯出電子檔（EXCEL、ODS）： 

① 按 。 

② 下載資料皆會加密，操作方式如下： 

I.「匯出回表及審核情形清冊」功能：產生 EXCEL 表如下。 

 

II.匯出檔案後可自行參考或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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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普查審核：傳送檢查未過 

普查（訪問）員依責任區名冊進行網填普查表之線上讀取及審

核，進入畫面顯示受訪戶（單位）填寫之普查表惟尚未通過檢誤。 

※補充說明 1：【普查審核：傳送檢查未過】係指受訪戶（單位）

登入且按過暫存或傳送，惟未通過檢誤條件；【普查審核：傳送

檢查完成】係指受訪戶（單位）網路填報之普查表已通過檢誤條

件。 

※補充說明 2：普查表經普查（訪問）員、指導員及審核員線上審

核通過後，若受訪戶（單位）再次登入網填系統修改或傳送等動

作時，該筆資料將回復尚未審核狀態，普查（訪問）員必須重新

線上審核。 

1.進入【回表及審核作業\普查審核：傳送檢查未過】程式，出現如下

畫面。 

 

2.作業說明 
(1) 顯示作業區：依查詢條件可過濾名冊資料，主要欄位說明如下。 

① ：當普查表皆線上審核通過時 才會顯示（即「審核

通過（訪問員）」欄位顯示「Y」），可選取打勾後按

，即「審核通過（訪問員）」欄位皆為「Y」

才可以送下一階段由指導員審核。 

 

② 修：依受訪戶（單位）應填報之業別普查表顯示表別代號

[1]、[2]、[3]、[4]。 
 



 

66 
 

③ 審核通過（訪問員）：顯示受訪戶（單位）填寫之普查表

是否通過普查（訪問）員線上審核，「Y」代表通過審核，

「N」代表尚未通過審核。 

④ 審核通過時間：為普查（訪問）員最後線上審核通過的時

間。 

⑤ 普查表狀態：顯示目前此表狀態，包括訪問員未讀、訪問

員修改中、指導員未讀、指導員初審中、審核員修改中、

審核員未讀及審核完成。（狀態項目說明請詳見本手冊第

63-64 頁） 

⑥ 退表時間：為指導員最後一次線上退表的時間。 

⑦ 指導員退表說明：當指導員線上退表有輸入說明文字時才會

顯示。 

⑧ 審核員退表說明：當審核員線上退表有輸入說明時文字才會

顯示。 

(2) 執行作業說明： 

① 在顯示作業區，按欲審核對象之表別[1]～[4]進入普查表審

核畫面，如下圖所示（以農牧業普查表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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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普查（訪問）員進行線上檢誤審核。 
I. ：按此鈕儲存修正後普查表，並執行檢誤審核。 

II. ：按此鈕開啟未通過檢誤條件的訊息說明，

請依訊息內容進行修改，直到普查表通過審核（「審核

通過（訪問員）」欄位會顯示「Y」）。 

③ 普查表檢誤訊息處理作業說明： 
I.審核完成後按 ，若出現下圖所示「顯示錯誤訊

息」，請按 。 

 

II.按下 會新增「檢誤結果」頁面，列出所有未

通過檢誤之訊息（如圖示 B 標籤）；修改問項資料請按

回普查表問項頁面（如圖示 A 標籤）進行修改，修改

後按 儲存並檢誤，直到無錯誤訊息。 

 

III.各業別普查表問項最後皆列有合理性確認檢核表，審

核資料遇有檢核表所列情形，請再次確認並於相關項

目打勾註記，普查作業手冊審核注意事項所列須於附

記欄補充說明之情形，亦須於附記欄說明。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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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合理性確認檢核表所列項目若未經確認打

勾，將會出現於「檢誤結果」，如：符合農牧業標準之

受訪戶（單位）飼養之家畜於年底全部出售，普查表【問

項五】年內有飼養家畜資料，但年底數量為零，請於該

檢核表 05106 項次打勾註記，並將原因填寫在附記欄

「年底已全部出售」。 

 

IV.資料完成檢誤審核會出現「此問卷資料已經審核通過」

訊息畫面（如下方圖示），此時點選確定鈕即完成普查

（訪問）員線上檢誤審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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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若受訪戶（單位）有兼業（如農牧業及漁業，「修」欄位

顯示[1]、[4]），必須所有普查表皆審核通過，即「審核通

過（訪問員）」欄位「YY」，   才會顯示供選取勾選，再

按                 將資料送至下一關指導員審核。 

⑤ 傳送至下一階段之普查表不會出現於顯示作業區，可至

【回表及審核作業\回表及審核情形】查詢已傳送之「普查

表狀態」。 

(3) 專案調查對象網填普查表審核流程與縣市一般對象不同，專

案調查對象普查表經普查（訪問）員線上審核後，下一階段

將傳送至幹事（專案機關幹事為審核員角色），其作業流程

差異說明如下： 

① 名冊分配作業：縣市/部會管理者進入【名冊管理\名冊分

配-訪問員】程式執行專案調查對象分配普查（訪問）員。 

② 受訪戶（單位）所有普查表「審核通過（訪問員）」欄位

皆為「Y」，再勾選該筆 後按 ，將資料

送至下一關幹事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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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普查審核：傳送檢查完成 

普查（訪問）員依責任區名冊進行網填普查表之線上讀取及審

核，進入畫面顯示受訪戶（單位）填寫之普查表資料且通過檢誤。 

※補充說明 1：【普查審核：傳送檢查未過】係指受訪戶（單位）

登入且按過暫存或傳送，惟尚未通過檢誤條件；【普查審核：傳

送檢查完成】係指受訪戶（單位）網路填報之普查表已通過檢誤

條件。 

※補充說明 2：普查表經普查（訪問）員、指導員及審核員線上審

核通過後，若受訪戶（單位）再次登入網填系統修改或傳送等動

作時，該筆資料將回復尚未審核狀態，普查（訪問）員必須重新

線上審核。 

1.進入【回表及審核作業\普查審核：傳送檢查完成】程式，出現如

下畫面。 

 

2.作業說明 
(1) 顯示作業區：依查詢條件可過濾名冊資料，主要欄位同上述

「（二）【普查審核：傳送檢查未過】」說明。 

(2)執行作業說明： 

① 在顯示作業區，按欲審核對象之表別[1]～[4]進入普查表審

核畫面，如下圖所示（以農事及畜牧服務業普查表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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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普查（訪問）員進行線上檢誤審核，普查表檢誤訊息處理

作業說明請參閱本手冊第 67-68 頁相關說明。 

I. ：按此鈕儲存修正後普查表資料，並執行檢誤審

核。 

II. ：按此鈕開啟未通過檢誤條件的訊息說明，

請依訊息內容進行修改，直到普查表通過審核（「審核

通過（訪問員）」欄位會顯示「Y」）。 

③ 若受訪戶（單位）有兼業（如農牧業及漁業，「修」欄位

顯示[1]、[4]），必須所有普查表皆通過線上審核，即「審

核通過（訪問員）」欄位為「YY」， 才會顯示供選取勾

選，再按 ，將資料送至下一關指導員審核。 

④ 傳送至下一階段之普查表不會出現於顯示作業區，可至

【回表及審核作業\回表及審核情形】查詢已傳送之「普查

表狀態」（各狀態項目說明請詳見本手冊第 63-64 頁）。 

(2) 專案調查對象網填普查表審核流程與縣市一般對象不同，專

案調查對象普查表經普查（訪問）員線上審核後，下一階段

將傳送至幹事（專案機關幹事為審核員角色），其作業流程

差異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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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名冊分配作業：縣市/部會管理者進入【名冊管理\名冊分

配：訪問員】程式執行專案調查對象分配普查（訪問）員。 

② 受訪戶（單位）所有普查表「審核通過（訪問員）」欄位皆

為 「Y」，再勾選該筆 後按 ，將資料送

至下一關幹事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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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指導員審核 

指導員依責任區名冊，普查（訪問）員送審及審核員退表之普

查表進行普查表線上讀取及審核。 

※補充說明：普查表經普查（訪問）員、指導員及審核員線上審核

通過後，若受訪戶（單位）再次登入網填系統修改或傳送等動作

時，該筆資料將回復尚未審核狀態，指導員必須重新審核。 

1. 進入【回表及審核作業\指導員審核】程式，出現如下畫面。 

 

2. 作業說明 
(1) 顯示作業區：依查詢條件可過濾名冊資料，主要欄位說明如下。 

① ：當普查表皆線上審核通過時 才會顯示（「審核通

過（指導員）」欄位顯示「 Y」），可選取打勾後按

；退表時，請勾選欲退表之 ，按

退回至普查（訪問）員。 

 

② 修：依受訪戶（單位）應填報業別普查表顯示表別代號[1]、
[2]、[3]、[4]。 

③ 審核通過（指導員）：顯示該筆普查表是否通過指導員線

上審核，「Y」代表通過審核，「N」代表未通過審核；全

部的普查表皆為「Y」才可以送下一階段。 

④ 審核通過時間：為指導員最後線上審核通過的時間。 

⑤ 普查表狀態：顯示目前此表狀態，包括訪問員未讀、訪問

員修改中、指導員未讀、指導員初審中、審核員修改中、

審核員未讀及審核完成。（各狀態項目說明請詳見本手冊

第 63-6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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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退表時間：顯示審核員最後一次退表的時間。 

⑦ 指導員退表說明：指導員退表需說明退表情形時，請直接

在此輸入文字，再勾選 後，按 即會退回至普查（訪

問）員。 

⑧ 審核員退表說明：當審核員退表時有輸入說明文字才會顯

示。 

(2) 執行作業說明： 

① 在顯示作業區，按欲審核對象之表別[1]～[4]進入普查表審

核畫面，如下圖所示（以農事及畜牧服務業普查表為例）： 

 

② 指導員進行線上檢誤審核，普查表檢誤訊息處理作業說明

請參閱本手冊第 67-68 頁相關說明。 

I. ：按此鈕儲存修正後普查表資料，並執行檢誤審

核。 

II. ：按此鈕開啟未通過檢誤條件的訊息說明，

請依訊息內容進行修改，直到普查表通過審核「審核通

過（指導員）」欄位會顯示「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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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若受訪戶（單位）有兼業（如農牧業及漁業，「修」欄位

顯示[1]、[4]），必須所有普查表皆審核通過，即「審核通

過（指導員）」欄位為「YY」，    才會顯示供選取勾選，

再按                ，將資料送至下一關審核員審核。 

④ 傳送至下一階段之普查表不會出現於顯示作業區，可至

【回表及審核作業\回表及審核情形】查詢已傳送之「普查

表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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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審核員審核 

審核員依責任區名冊，指導員送審之普查表進行普查表線上

讀取及審核。 

※補充說明：普查表經普查（訪問）員、指導員及審核員線上審核

通過後，若受訪戶（單位）再次登入網填系統修改或傳送等動作

時，該筆資料將回復尚未審核狀態，審核員必須重新審核。 

1.進入【回表及審核作業\審核員審核】程式，出現如下畫面。 

 

2.作業說明 
(1) 顯示作業區：依查詢條件可過濾名冊資料，主要欄位說明如下。 

① ：退表時，請勾選欲退表之 ，再按 即會退回至指

導員。 

② 修：依受訪戶（單位）應填報業別普查表顯示表別代號[1]、
[2]、[3]、[4]。 

③ 審核通過（審核員）：顯示該筆普查表是否通過審核員線

上審核，「Y」代表通過審核，「N」代表未通過審核。 

④ 審核通過時間：為審核員最後線上審核通過的時間。 

⑤ 普查表狀態：顯示目前此表狀態，包括訪問員未讀、訪問

員修改中、指導員未讀、指導員初審中、審核員修改中、

審核員未讀及審核完成。（各狀態項目說明請詳見本手冊

第 63-64 頁） 

⑥ 退表時間：顯示該筆普查表最後被退表時間。 

⑦ 指導員退表說明：當指導員退表時有輸入說明文字才會顯示。 

⑧ 審核員退表說明：審核員退表需說明退表情形時，請直接

在此輸入文字，再勾選 按 即會退回至指導員。 

(2) 執行作業說明：在顯示作業區，按欲審核對象之表別[1]～[4]
進入普查表審核畫面，如下圖所示：（以農事及畜牧服務業

普查表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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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審核員進行檢誤審核，普查表檢誤訊息處理作業說明請參

閱本手冊第 67-68 頁相關說明。 

I. ：按此鈕儲存修正後普查表資料，並執行檢誤審

核。 

II. ：按此鈕開啟未通過檢誤條件的訊息說明，

請依訊息內容進行修改，直到普查表通過審核，「審核

通過（審核員）」欄位顯示「Y」。 

② 可於顯示作業區查詢到全部通過審核之普查表，亦可至

【回表及審核作業\回表及審核情形】查詢「普查表狀態」。 

 (3) 專案調查對象網填普查表審核流程與縣市一般對象不同，

專案調查普查表經普查（訪問）員線上審核後，下一階段

將傳送至幹事（專案機關幹事為審核員角色），其作業流程

差異說明如下： 

① 名冊分配作業：縣市/部會管理者進入【名冊管理\名冊分

配：審核員】程式執行專案調查對象分配審核員。 

② 幹事退表需說明退表情形時，請直接在「審核員退表說明」

欄輸入文字，再勾選 後，按 即會退回至普查（訪

問）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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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普查表輸入 

審核輔助作業若另派專人僅作輸入工作不檢誤，可利用本程

式或「（七）快速輸入」依責任區名冊執行書面普查表輸入作業。 

※補充說明 1：派專人僅作資料輸入工作不檢誤者，縣市一般調

查對象請先至「名冊管理\名冊分配」進行名冊分配，專案調查

對象則至「名冊管理\名冊分配：資料輸入作業」進行名冊分配；

後續審核輔助作業之審核檢誤工作，請搭配【回表及審核作業\

普查表輸入及單筆檢誤】或【回表及審核作業\整批檢誤】執行

審核檢誤。 

1.進入【回表及審核作業\普查表輸入】程式，出現如下畫面。 

 

2.作業說明 
(1) 顯示作業區：依責任區名冊顯示可執行書面普查表輸入作業

之清單，主要欄位說明如下。 

① ：當普查表資料輸入作業完成後 才會顯示供選取勾

選，再按 ，將資料送至下一關審核輔助人

員。 

② 修：依受訪戶（單位）應填報業別普查表顯示表別代號[1]、
[2]、[3]、[4]。 

③ 分配審核輔助作業：顯示責任區名冊對象資料應執行審核

輔助作業之人員姓名。 

④ 回表方式：顯示此筆受訪戶（單位）回表情形，配合【名

冊管理\回表記錄作業】呈現「0 未回表」、「1 書面回表」、

「2 網路填報」，若該欄位為空白，代表普查（訪問）員尚

未做回表註記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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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資料輸入作業通過：顯示書面普查表資料輸入作業是否完

成，「Y」代表已完成資料輸入。 

⑥ 資料輸入作業通過時間：為該筆書面普查表完成資料輸入

作業最後一次的時間。 

⑦ 普查表狀態：顯示該筆書面普查表狀態，如：資料輸入未

讀、資料輸入修改中、審核輔助未讀、審核輔助審核中等。 

⑧ 退表時間：顯示審核輔助人員最後一次退表的時間。 

⑨ 審核輔助作業退表說明：當審核輔助人員退表時有輸入說

明文字才會顯示。 

 (2) 執行作業說明： 

① 在顯示作業區，按欲輸入對象之表別代號[1]～[4]進入普查

表輸入畫面，如下圖所示（以農牧業普查表例）： 

 

② 請依照書面普查表內容進行輸入，按 儲存普查表資

料，按「回上一層」至顯示作業區選取下一筆進行輸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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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完成輸入之普查表顯示作業區頁面「資料輸入作業通過」

欄位應皆為「Y」才可勾選 ，按 將資

料送至下一關審核輔助人員進行審核檢誤。 

④ 傳送至下一階段之名冊對象不會出現於顯示作業區，可至

【回表及審核作業\回表及審核情形】查詢已傳送之「普

查表狀態」。 



 

81 
 

（七）快速輸入 

審核輔助人員可以利用本程式執行責任區名冊審核輔助作業

之輸入工作；若另派專人僅作輸入工作不檢誤，可利用本程式或

上述「（六）普查表輸入」依責任區名冊執行書面普查表輸入作業。 

※補充說明 1：另派請專人僅作輸入工作不檢誤者，縣市一般調

查對象請先至「名冊管理\名冊分配」進行名冊分配，專案調查

對象則至「名冊管理\名冊分配：資料輸入作業」進行資料輸入

名冊分配；後續審核輔助作業之審核檢誤工作，請搭配【回表

及審核作業\普查表輸入及單筆檢誤】或【回表及審核作業\整批

檢誤】執行資料審核作業。 

※補充說明 2：若由審核輔助人員輸入書面普查表資料，利用本

程式完成輸入工作後，請搭配【回表及審核作業\整批檢誤】執

行資料審核作業。 

1.進入【回表及審核作業\快速輸入】程式，出現如下畫面。 

 

2.作業說明 
(1) 顯示作業區：依責任區名冊顯示可執行書面普查表資料快速

輸入作業之對象清單，主要欄位說明如下。 

① 修：依受訪戶（單位）應填報之業別普查表顯示表別代號

[1]、[2]、[3]、[4]。 
 

② 回表方式：顯示此筆受訪戶（單位）回表情形，配合【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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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管理\回表記錄作業】呈現「0 未回表」、「1 書面回表」、

「2 網路填報」，若該欄位為空白，代表普查（訪問）員尚

未做回表註記作業。 

③ 資料輸入作業通過：顯示書面普查表輸入作業是否完成，

「Y」代表已完成資料輸入。 

④ 資料輸入作業通過時間：為該筆書面普查表完成輸入作業

最後一次的時間。 

⑤ 審核輔助作業通過：顯示該筆資料是否通過審核輔助人員審

核檢誤，「Y」代表通過審核，「N」代表未通過審核。 

⑥ 審核輔助通過時間：為該筆資料審核輔助作業最後一次通

過審核檢誤的時間。 

⑦ 普查表狀態：顯示該筆資料的狀態，如：資料輸入未讀、

資料輸入修改中、審核輔助未讀、審核輔助審核中等。 

(2) 執行作業說明： 

① 在顯示作業區，按欲輸入對象之表別[1]～[4]進入快速輸入

畫面，如下圖所示（以農牧業普查表例）： 

 
 

② 請依照書面普查表內容進行輸入，以下說明鍵盤快速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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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不存檔，回前一頁。 

II. 鍵盤 Tab 鍵 ：按此鈕跳下一欄。 

III. 鍵盤方向鍵 ：按此鈕跳下一題。 

IV. ：資料輸入完成後，按此鈕儲存普查表資料。 

※補充說明：另派請專人僅作輸入工作不檢誤者，於本程式完成

輸入作業後，請至【回表及審核作業\普查表輸入】將資料送至

下一關審核輔助人員（詳見上述「（六）普查表輸入」第 79-80

頁(2)執行作業說明之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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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普查表輸入及單筆檢誤 

審核輔助人員可以利用本程式執行責任區名冊書面普查表審

核輔助輸入及單筆檢誤工作。 

1.進入【回表及審核作業\普查表輸入及單筆檢誤】程式，出現如下

畫面。 

 

2.作業說明 
(1) 顯示作業區：依責任區名冊或輸入人員（僅做資料輸入不做

審核檢誤）送審，進行審核輔助作業資料審核，主要欄位說

明如下。 

① ：若另派專人僅作輸入工作不檢誤，審核輔助人員如

欲退表，請勾選欲退表之 ，再按 即會退回至輸入

人員。 

② 修：依受訪戶（單位）應填報業別普查表顯示表別代號[1]、

[2]、[3]、[4]。 

③ 資料輸入作業：顯示責任區名冊對象書面普查表輸入工作

人員之姓名。 

④ 回表方式：顯示此筆回表情形，配合【名冊管理\回表記錄

作業】呈現「0 未回表」、「1 書面回表」、「2 網路填報」，

若該欄位為空白，代表普查（訪問）員尚未做回表註記作

業。 

⑤ 資料輸入作業通過：顯示書面普查表資料輸入作業是否完

成，「Y」代表已完成資料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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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審核輔助作業通過：顯示該筆資料是否通過審核輔助人員

審核檢誤，「Y」代表通過審核，「N」代表未通過審核。 

⑦ 審核輔助作業通過時間：為該筆資料審核輔助作業最後一

次通過檢誤的時間。 

⑧ 普查表狀態：顯示該筆資料的狀態，如：資料輸入未讀、

資料輸入修改中、審核輔助未讀、審核輔助審核中等。 

⑨ 退表時間：顯示審核輔助人員最後一次退表的時間。 

⑩ 審核輔助作業退表說明：若另派專人僅作輸入工作不檢

誤，審核輔助人員如退表，退表時有輸入說明文字才會顯

示。 

(2) 執行作業說明：  

① 在顯示作業區，按欲執行審核輔助作業對象之表別代號[1]

～[4]進入普查表畫面，如下圖所示（以漁業普查表為例）： 

 

② 審核輔助人員依照書面普查表內容進行輸入及單筆檢誤

審核，普查表檢誤訊息處理作業說明請參閱本手冊第

67-68 頁相關說明。 

I. ：按此鈕儲存普查表資料並執行檢誤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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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按此鈕開啟未通過檢誤條件的訊息說明，

依訊息內容進行修改直到普查表通過審核，「審核輔助

作業通過」欄位顯示「Y」。 

③ 可於顯示作業區查詢全部完成審核輔助作業之普查表，亦

可至【回表及審核作業\回表及審核情形】查詢「普查表狀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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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整批檢誤 

進行書面普查表快速輸入或普查表輸入（未通過檢誤審核者）

之整批檢誤作業，依表別及普查區執行整批檢誤，亦可依「問卷

更新日期」、「統一編號」之條件篩選進行整批檢誤處理。 

1.進入【回表及審核作業\整批檢誤】程式，出現如下畫面。 

 

2.作業說明 
(1) 主要欄位說明： 

① 表別：此為單選，請先選擇 1 種表別執行，再執行其它表別。 

② 普查區：輸入欲整批檢誤之普查區。 

③ 問卷更新日期：輸入欲整批檢誤之期間範圍，可為空白，

空白即表示執行所有期間之整批檢誤。 

④ 統一編號：輸入欲整批檢誤之統一編號範圍，可為空白，

空白即表示執行責任區名冊所有選取之表別對象資料整

批檢誤。 

⑤ ：按此鈕執行整批檢誤作業，若有未通過檢誤

者，請按畫面上方 ，即出現下列檢誤結果畫

面，各表別檢誤訊息內容請至【回表及審核作業\普查表

輸入及單筆檢誤】進行查閱及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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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複查員審核 

此程式係提供專案機關複查員執行普查表複查作業，採抽查

方式，針對專案調查對象已通過審核的普查表進行複查，複查員

可查詢普查表內容及註記複查結果。 

1.進入【回表及審核作業\複查員審核】程式，出現如下畫面。 

 

2.作業說明 

(1 ) 顯示作業區：顯示所有辦理專案調查之縣市或部會已通過審

核之名冊清單，主要欄位說明如下。 

① 複查註記：複查員完成複查作業之註記，本欄位會顯示

「Y」，未執行者為空白。 

② 複查人員：完成執行複查註記者，本欄位顯示複查員姓

名，未執行者為空白。 

③ 複查時間：記錄完成執行複查的時間，未執行者為空白。 

④ 複查說明：複查員執行複查時，若有輸入文字將顯示在本

欄位。 

(2) 執行作業說明：  

① 在顯示作業區，按欲執行複查對象之表別代號[1]～[4]進入普

查表畫面，如下圖所示（以農事及畜牧服務業普查表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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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複查員完成複查作業，請於普查表下方複查結果「複查註

記」欄位下拉選擇「Ｙ已複查」，並於「複查說明」欄位

輸入說明文字。 

③ 按存檔鈕後，系統將自動記錄複查結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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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填報資料查詢（由縣市\部會管理者操作） 

為縣市\部會管理者使用，可查詢所有原列名冊或新增對象之

普查表填報或審核情形，主要提供管理者查詢是否有尚未通過審

核之普查表，本程式只能查看、檢誤，不可修改資料。 

1.進入【回表及審核作業\填報資料查詢】程式，出現如下畫面。 

 

2.作業說明 

(1) 顯示作業區：依「普查表狀態」顯示未通過檢誤之名冊，主

要欄位說明如下。 

① 審核員通過：下拉選項有「是」、「否」；針對回表方式為

網路填報者，「是」代表已通過審核員檢誤，「否」代表尚

未通過審核員檢誤。 

② 審核輔助通過：下拉選項有「是」、「否」；針對回表方式

為書面回表者，「是」代表已通過審核輔助作業之檢誤，

「否」代表尚未通過審核輔助作業之檢誤。 

③ 回表方式：下拉選項有「0 未回表」、「1 書面填報」或「2

網路填報」。 

(2) 執行作業說明：  

① 在顯示作業區，按欲查詢對象之表別代號[1]～[4]進入普查

表畫面，如下圖所示（以漁業普查表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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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按此鈕開啟該筆普查表檢誤結果。 
I. 顯示「此筆資料未能通過檢誤」，按確定鈕。 

 

II. 產生「檢誤結果」頁面，列出所有未通過檢誤之訊息（如

圖示 B 標籤），可按普查表問項頁面（如圖示 A 標籤）

進行查閱。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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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若顯示「此問卷資料尚未執行檢誤」，表示此筆普查

表資料尚未執行檢誤，可至【回表及審核作業\回表

及審核情形】查看「普查表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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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稽催作業 

由縣市管理者依普查區進行稽催使用，總處得視情形檢視或

發送稽催通知，本程式得依查詢條件及設定完成率傳送 E-mail 稽

催訪問進度，亦可匯出稽催名單。 

1.進入【回表及審核作業\稽催作業】程式，出現如下畫面。 

 

2.作業說明 

(1) 輸入完成率後，按直接顯示，如下顯示。 

 

(2) 當電子郵件信箱為空白時則無法勾選，請至【系統管理\使

用者維護】補填電子郵件信箱，勾選後按電子郵件催報鈕，

系統將發送稽催郵件通知。 

(3) 普查（訪問）員收到信件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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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下載 EXCEL 檔鈕匯出稽催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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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詞庫查詢作業 

提供普查（訪問）員、指導員及審核員等查詢農牧業普查表

【問項四】農作物代號。 

1.由【回表及審核作業\詞庫查詢作業】進入程式，或由農牧業普查

表【問項四】作物代號旁 進入查詢（如下圖畫面）。 

 

2.進入程式後出現如下畫面。 

 

 

 

查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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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進入後顯示詞庫內所有作物資料，包括代號、作物名稱及說

明。 

(2) 在「過濾條件」欄位輸入欲查詢作物之關鍵字，例如：輸入

「大豆」，則會列出包含有「大豆」的「作物名稱」及「說

明」，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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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統計報表作業 

（一）判定結果統計表 

依擔任職務角色產生責任區之「回表統計表」及「判定結果家數

統計表」，並可下載 EXCEL 檔。 

1.進入【統計報表作業\判定結果統計表】程式，出現如下畫面。 

 

2.操作說明 
(1) 由「類別」下拉選單選取「回表統計表」，此表單內容係依

【名冊管理\回表記錄作業】執行結果統計。 

① 按 顯示統計表內容，如下圖所示。 

 

② 按 依加解密動作後匯出 EXCEL 檔，如下圖所示。 

 
※補充說明：請將此 EXCEL 檔利用 CAS【劃分配置作業\

回收數資料處理】程式匯入各期別訪查回收數（詳見 CAS
操作手冊第 55-56 頁）。 

(2) 由「類別」下拉選單選取「判定結果家數統計」，此表單內

容係依【名冊管理\名冊編修登錄作業】統計。 
 

 



 

98 
 

① 按 顯示判定結果家數統計表，如下圖所示。 

 

② 可按 依加解密動作後轉出 PDF 表單如下。 

※補充說明 1：普查（訪問）員完成實地訪問工作，可由本

程式下載「判定結果家數統計表」，系統將自動帶出統計

表①至④數字，請依紙本名冊註記結果確認統計表數值是

否正確。 

※補充說明 2：統計表⑤及實際填表數各欄位係依【名冊管

理\名冊編修登錄作業】結果計算之，請普查（訪問）員

下載本表時將 打勾註記，該各欄位數值請

自行由紙本名冊計算後填寫於「判定結果家數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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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費項目統計表 

縣市\部會管理者可於本程式下載計算普查工作酬勞費項目資

料，用以匯入 CAS 計算調查費、專案調查費、指導費、審核費、書

面填表資料審核輔助費及名冊編修登錄費等之依據。 

※補充說明 1：縣市僅有一般調查對象，請下載「普查處（所）CAS

經費」1 個檔案；若另有辦理專案調查對象，請再下載「專案調

查 CAS 專案調查費」及「專案調查 CAS 名冊編修登錄費」，共計

3 個檔案。 

※補充說明 2：專案機關請下載「專案調查 CAS 專案調查費」及「專

案調查 CAS 名冊編修登錄費」共計 2 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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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行政管理：表件資料下載 

使用者可於系統下載管理者提供之表件資料檔。 

1.進入【行政管理\表件下載】程式，出現如下畫面。 

 

 

2.作業說明 
(1) 顯示作業區：依「檔案類別」顯示表件清單。 

(2) 操作說明： 

① 由「檔案類別」下拉選單選取工作日程、經費核銷、作業

事項及普查表件等。 

② 點選欲下載「標題」，按 執行檔案下載。 
 

選擇檔案類別 

執行下載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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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匯入方式同上述「(1) 由CAS匯出人員帳號匯入」之②、③說明。


	六、名冊管理
	（一）名冊分配匯入（由縣市管理者操作）
	① 第4筆為開始匯入的資料。
	② 請保留本制式表單格式，不可新增或刪除欄位，以免匯入格式不符造成資料不正確。
	③ 人員代號皆統一使用帳號代號（非中文名字）。

	（二）名冊分配（由縣市管理者操作）
	① 可調整普查（訪問）員、指導員、審核員、名冊編修登錄人員及審核輔助人員。
	② 調整後系統自動在「選」欄位打勾（表示此筆資欲存檔）。
	③ 按，系統依所勾選存檔變更資料。

	（三）名冊分配：訪問員（由部會管理者操作）
	① 依條件查詢欲分配的名冊，若「是否已分配」欄位選擇 「否」則顯示尚未分配名冊。
	② 自查詢後顯示名冊勾選欲進行分配的名冊。
	③ 分配方式，下拉選單有2個選項：
	I. 已選取：表示將已勾選的名冊進行分配。
	II. 查詢條件內：表示利用篩選查詢後的名冊進行分配。
	④ 選擇將這些名冊分配給（下拉選取欲分配的普查（訪問）員）。
	⑤ 按，系統即依此規則進行名冊分配。

	（四）名冊分配：審核員（由部會管理者操作）
	① 依條件查詢欲分配的名冊，若「是否已分配」欄位選擇 「否」則顯示尚未分配名冊。
	② 自查詢後顯示名冊勾選欲進行分配的名冊。
	③ 分配方式，下拉選單有2個選項：
	I. 已選取：表示將已勾選的名冊進行分配。
	II. 查詢條件內：表示利用篩選查詢後的名冊進行分配。
	④ 選擇將這些名冊分配給（下拉選取欲分配的審核員）。
	⑤ 按，系統即依此規則進行名冊分配。

	（五）名冊分配：審核輔助作業（由縣市\部會管理者操作）
	① 依條件查詢欲分配的名冊，如 「是否已分配」欄位選擇 「否」則顯示尚未分配之名冊。
	② 自查詢後顯示名冊勾選欲進行分配的名冊。
	③ 分配方式，下拉選單有2個選項：
	I. 已選取：表示將已勾選的名冊進行分配。
	II. 查詢條件內：表示利用篩選查詢後的名冊進行分配。
	④ 選擇將這些名冊分配給（下拉選取欲分配的審核輔助人員）。
	⑤ 按，系統即依此規則進行名冊分配。

	（六）名冊分配：資料輸入作業（由縣市\部會管理者操作）
	① 依條件查詢欲分配的名冊，若「是否已分配」欄位選擇 「否」則顯示尚未分配名冊。
	② 自查詢後顯示名冊勾選欲進行分配的名冊。
	③ 分配方式，下拉選單有2個選項：
	I. 已選取：表示將已勾選的名冊進行分配。
	II. 查詢條件內：表示利用篩選查詢後的名冊進行分配。
	④ 選擇將這些名冊分配給（下拉選取欲分配的輸入人員）。
	⑤ 按，系統即依此規則進行名冊分配。

	（七）名冊分配：名冊編修登錄（由縣市\部會管理者操作）
	① 依條件查詢欲分配的名冊，如 「是否已分配」欄位選擇 「否」則顯示尚未分配之名冊。
	② 自查詢後顯示名冊勾選欲進行分配的名冊。
	③ 分配方式，下拉選單有2個選項：
	I. 已選取：表示將已勾選的名冊進行分配。
	II. 查詢條件內：表示利用篩選查詢後的名冊進行分配。
	④ 選擇將這些名冊分配給（下拉選取欲分配的名冊編修登錄人員）。
	⑤ 按系統即依此規則進行名冊分配。

	（八）名冊查詢
	① 在顯示作業區中按進入該筆受訪戶（單位）畫面，如下所示：
	② 所讀取之名冊資料，依總處管理者設定而顯示。

	（九）新增普查對象
	① 統一編號：12碼，以下分別說明縣市一般調查對象及專案調查對象新增編碼原則，統一編號不可重覆：
	I. 縣市一般調查對象：前9碼由村里代碼7位與普查區編號2位組成，後3碼連續編號由A01、A02、A03…接續編列。
	II. 專案調查對象：前7碼為村里代碼，普查區編號依專案調查辦理機關代碼填寫（如下方對照表），後3碼連續編號由Y90、Y91、Y92…接續編列。
	② 單位名稱：依實際情形填寫，或可空白。
	③ 負責人姓名：依實際情形填寫，不可空白。
	④ 網填：若新增對象採網路填報，請勾選；如書面回表不須勾選，系統自動於【名冊管理\回表記錄作業】註記該新增對象「書面」。
	⑤ 表別：依普查（訪問）員判定結果勾選業別，可複選。
	① 如為縣市一般調查對象，新增對象後系統依普查區自動分配。
	② 如為專案調查對象，請縣市/部會管理者執行本程式新增對象後，再至相關程式進行名冊分配作業，即可進行後續網路填報及回表註記等工作。

	（十）換表作業
	（十一）回表記錄作業
	① 普查區：輸入欲查詢普查區代號，如「01」普查區。
	② 統一編號後3碼：輸入欲記錄回表之受訪戶（單位）統一編號後3碼，再按篩選資料鈕。
	③ 依此受訪戶（單位）填表方式實際註記「書面」、「網路」，如下圖示為書面回表註記結果。
	I. 選：當選取「未能回表」代號及「書面」時，會自動勾選（如上圖示），表示此筆資料係欲存檔之資料。
	II. 未能回表：下拉選擇未能回表原因代號。
	※補充說明：若有下列情形，請記得於紙本名冊備註欄寫下原因，後續由名冊編修登錄人員執行【名冊管理\名冊編修登錄作業】程式時登打原因。
	II-1 縣市一般調查對象：未能回表原因代號為「3未符合普查對象標準」、「4重複、併入他戶（單位）」或「8其他」。
	II-2 專案調查對象：未能回表原因代號為「2未符合普查對象標準」、「4其他」。
	III. 書面：書面回表者，請勾選。
	IV. 網路：當受訪戶（單位）網路填報後，系統會自動勾選，普查（訪問）員不用勾選。
	④ 完成後按存檔鈕即可。

	（十二）名冊編修登錄作業
	① 名冊編修登錄人員：名冊編修登錄作業完成後，本欄位會顯示完成名冊作業人員姓名。
	※補充說明：完成名冊編修登錄作業後若再次修改普查表，系統將會自動清除該欄位之人員姓名，名冊作業人員必須重新作業，建議完成網路填報審核作業及書面回表審核輔助作業後再執行名冊編修登錄作業。
	② 回表方式：依【名冊管理\回表記錄作業】所記錄之回表方式顯示。
	① 修改：在顯示作業區中按進入修改畫面，如下所示。
	I. 名冊作業人員依照紙本名冊進行資料編修及登錄。
	II. 地址：修改時請按進行編修。
	III. 填表方式：由【名冊管理\回表記錄作業】代入，其中「2.網路填報」不可修改，其餘「0.未回表」及「1.書面填報」依實際情形修改。
	IV. 表別：為名冊原列或經【名冊管理\換表作業】程式變更後之表別代號。
	V. 判定後表別：當完成網路填報審核或審核輔助作業，系統將自動由普查表業別及【問項二】從事、未從事結果代入，或由名冊作業人員於本程式點選各業別從事或未從事「」之結果。
	VI. 未能回表：請輸入未能回表原因代號。
	※補充說明：若有下列情形請於相關欄位說明或填寫統一編號：
	VI-1原因代號為3、4、8時，請於「備註」欄輸入原因（依紙本名冊備註內容輸入）。
	VI-2原因代號為4時，請於「重複、併入戶（單位）之統一編號」欄輸入併入戶之統一編號（如下圖示）。
	VI-3若為分戶新增對象，請於「分戶新增之原戶統一編號」欄輸入分戶新增之原戶統一編號（如下圖示）。
	VII. 年底有可耕作地出租或委託他人經營：請依照紙本名冊註記情形點選。
	VIII. 完成名冊編修登錄作業後按存檔鈕，畫面將自動切換至下一筆名冊資料。
	② 查閱：在顯示作業區中按進入內頁，只能觀看無法修改。
	① 按檢核鈕顯示責任區名冊對象資料已完成及未完成筆數，若未完成筆數為0，即表示責任區名冊已全部完成檢核；下列圖示表示尚未完成名冊編修登錄作業。
	② 請使用查詢區查詢尚未完成名冊編修登錄之對象資料。


	七、受訪單位相關作業
	（一）重設受訪戶（單位）密碼
	① 在查詢區中輸入「統一編號」、「單位名稱」或「負責人姓名」（輸入關鍵字即可），按即會顯示符合條件之受訪戶（單位）資料。
	② 請勾選欲重設密碼受訪戶（單位），直接按會出現訊息「是否確定重設問卷密碼？若點選「確定」請於30分鐘內至設定信箱進行重設。」按確定後系統即自動發信通知該受訪戶（單位）重設新密碼。
	※補充說明：若受訪戶（單位）一直收不到信或無其它電子郵件信箱，可先將電子郵件信箱設定為操作者本身，俟產生密碼後，再電話告知受訪戶（單位）密碼，並請其登入系統再行變更密碼；或以總處公務信箱「109censusf@dgbas.gov.tw」作為重設密碼之電子郵件信箱，請操作者致電總處（0800-007589轉11、12、13）產生密碼後再轉知受訪戶（單位）。

	（二）網填資料查詢
	① 填答畫面：同受訪戶（單位）填報畫面。
	② ：可按顯示檢誤訊息鈕與受訪戶（單位）確認普查表資料未通過檢誤之訊息進行溝通，若未顯示檢誤訊息表示該受訪戶（單位）未按過傳送鈕，可請其按傳送鈕，即能查詢普查表檢誤訊息。


	八、回表及審核作業
	（一）回表及審核情形
	(1) 查詢區：依查詢條件過濾名冊，顯示每筆受訪戶（單位）應填之普查表回表及審核狀態，如統一編號、單位名稱、負責人姓名、回表方式、普查表狀態及各層級檢誤通過情形等。
	① 審核員通過：「是」代表受訪戶（單位）應填之普查表回表方式為網路填報，且已通過審核員線上檢誤，「否」則代表尚未通過審核員檢誤。
	② 審核輔助通過：「是」代表受訪戶（單位）應填之普查表回表方式為書面回表，且已經審核輔助檢誤通過，「否」則代表尚未通過審核輔助檢誤。
	③ 回表方式：下拉選項有「0未回表」、「1書面回表」或「2網路填報」。

	(2) 顯示作業區主要欄位說明：
	① 新增對象：該欄位若為空白，代表此筆受訪戶（單位）為名冊原列對象；代號1、2表示此筆受訪戶（單位）為新增對象且其回表方式分別為書面回表、網路填報。
	② 回表方式：顯示此筆受訪戶（單位）回表情形，配合【名冊管理\回表記錄作業】呈現「0未回表」、「1書面回表」、「2網路填報」，若該欄位為空白，代表普查（訪問）員尚未執行回表註記作業。
	I. 「2網路填報」：受訪戶（單位）於系統前臺網路填報後，系統自動註記「2網路填報」。
	II. 「1書面填報」：由普查（訪問）員於【名冊管理\回表記錄作業】註記書面之結果，若此欄位顯示錯誤請至【名冊管理\回表記錄作業】修正。
	III. 「0未回表」：由普查（訪問）員於【名冊管理\回表記錄作業】註記未能回表的結果，可至【名冊管理\回表記錄作業】查詢未能回表原因。
	③ 普查表狀態：此為名冊每一筆受訪戶（單位）普查表回表、審核等作業狀態，依書面回表或網路填報而有差異。
	I. 「回表方式」=「2網路填報」時：
	II. 「回表方式」=「1書面回表」時：

	(3) 匯出電子檔（EXCEL、ODS）：
	① 按。
	② 下載資料皆會加密，操作方式如下：
	I. 「匯出回表及審核情形清冊」功能：產生EXCEL表如下。
	II. 匯出檔案後可自行參考或編輯。


	（二）普查審核：傳送檢查未過
	(1) 顯示作業區：依查詢條件可過濾名冊資料，主要欄位說明如下。
	① ：當普查表皆線上審核通過時才會顯示（即「審核通過（訪問員）」欄位顯示「Y」），可選取打勾後按，即「審核通過（訪問員）」欄位皆為「Y」才可以送下一階段由指導員審核。
	② 修：依受訪戶（單位）應填報之業別普查表顯示表別代號[1]、[2]、[3]、[4]。
	③ 審核通過（訪問員）：顯示受訪戶（單位）填寫之普查表是否通過普查（訪問）員線上審核，「Y」代表通過審核，「N」代表尚未通過審核。
	④ 審核通過時間：為普查（訪問）員最後線上審核通過的時間。
	⑤ 普查表狀態：顯示目前此表狀態，包括訪問員未讀、訪問員修改中、指導員未讀、指導員初審中、審核員修改中、審核員未讀及審核完成。（狀態項目說明請詳見本手冊第63-64頁）
	⑥ 退表時間：為指導員最後一次線上退表的時間。
	⑦ 指導員退表說明：當指導員線上退表有輸入說明文字時才會顯示。
	⑧ 審核員退表說明：當審核員線上退表有輸入說明時文字才會顯示。

	(2) 執行作業說明：
	① 在顯示作業區，按欲審核對象之表別[1]～[4]進入普查表審核畫面，如下圖所示（以農牧業普查表為例）：
	② 普查（訪問）員進行線上檢誤審核。
	I. ：按此鈕儲存修正後普查表，並執行檢誤審核。
	II. ：按此鈕開啟未通過檢誤條件的訊息說明，請依訊息內容進行修改，直到普查表通過審核（「審核通過（訪問員）」欄位會顯示「Y」）。
	③ 普查表檢誤訊息處理作業說明：
	I. 審核完成後按，若出現下圖所示「顯示錯誤訊息」，請按。
	II. 按下會新增「檢誤結果」頁面，列出所有未通過檢誤之訊息（如圖示B標籤）；修改問項資料請按回普查表問項頁面（如圖示A標籤）進行修改，修改後按儲存並檢誤，直到無錯誤訊息。
	III.各業別普查表問項最後皆列有合理性確認檢核表，審核資料遇有檢核表所列情形，請再次確認並於相關項目打勾註記，普查作業手冊審核注意事項所列須於附記欄補充說明之情形，亦須於附記欄說明。
	※補充說明：合理性確認檢核表所列項目若未經確認打勾，將會出現於「檢誤結果」，如：符合農牧業標準之受訪戶（單位）飼養之家畜於年底全部出售，普查表【問項五】年內有飼養家畜資料，但年底數量為零，請於該檢核表05106項次打勾註記，並將原因填寫在附記欄「年底已全部出售」。
	IV.資料完成檢誤審核會出現「此問卷資料已經審核通過」訊息畫面（如下方圖示），此時點選確定鈕即完成普查（訪問）員線上檢誤審核作業。
	④ 若受訪戶（單位）有兼業（如農牧業及漁業，「修」欄位顯示[1]、[4]），必須所有普查表皆審核通過，即「審核通過（訪問員）」欄位「YY」，   才會顯示供選取勾選，再按                 將資料送至下一關指導員審核。
	⑤ 傳送至下一階段之普查表不會出現於顯示作業區，可至【回表及審核作業\回表及審核情形】查詢已傳送之「普查表狀態」。

	(3) 專案調查對象網填普查表審核流程與縣市一般對象不同，專案調查對象普查表經普查（訪問）員線上審核後，下一階段將傳送至幹事（專案機關幹事為審核員角色），其作業流程差異說明如下：
	① 名冊分配作業：縣市/部會管理者進入【名冊管理\名冊分配-訪問員】程式執行專案調查對象分配普查（訪問）員。
	② 受訪戶（單位）所有普查表「審核通過（訪問員）」欄位皆為「Y」，再勾選該筆後按，將資料送至下一關幹事審核。


	（三）普查審核：傳送檢查完成
	(1) 顯示作業區：依查詢條件可過濾名冊資料，主要欄位同上述「（二）【普查審核：傳送檢查未過】」說明。
	(2)執行作業說明：
	① 在顯示作業區，按欲審核對象之表別[1]～[4]進入普查表審核畫面，如下圖所示（以農事及畜牧服務業普查表為例）：
	② 普查（訪問）員進行線上檢誤審核，普查表檢誤訊息處理作業說明請參閱本手冊第67-68頁相關說明。
	I. ：按此鈕儲存修正後普查表資料，並執行檢誤審核。
	II. ：按此鈕開啟未通過檢誤條件的訊息說明，請依訊息內容進行修改，直到普查表通過審核（「審核通過（訪問員）」欄位會顯示「Y」）。
	③ 若受訪戶（單位）有兼業（如農牧業及漁業，「修」欄位顯示[1]、[4]），必須所有普查表皆通過線上審核，即「審核通過（訪問員）」欄位為「YY」，才會顯示供選取勾選，再按，將資料送至下一關指導員審核。
	④ 傳送至下一階段之普查表不會出現於顯示作業區，可至【回表及審核作業\回表及審核情形】查詢已傳送之「普查表狀態」（各狀態項目說明請詳見本手冊第63-64頁）。

	(2) 專案調查對象網填普查表審核流程與縣市一般對象不同，專案調查對象普查表經普查（訪問）員線上審核後，下一階段將傳送至幹事（專案機關幹事為審核員角色），其作業流程差異說明如下：
	① 名冊分配作業：縣市/部會管理者進入【名冊管理\名冊分配：訪問員】程式執行專案調查對象分配普查（訪問）員。
	② 受訪戶（單位）所有普查表「審核通過（訪問員）」欄位皆為 「Y」，再勾選該筆後按，將資料送至下一關幹事審核。


	（四）指導員審核
	(1) 顯示作業區：依查詢條件可過濾名冊資料，主要欄位說明如下。
	① ：當普查表皆線上審核通過時才會顯示（「審核通過（指導員）」欄位顯示「Y」），可選取打勾後按；退表時，請勾選欲退表之，按退回至普查（訪問）員。
	② 修：依受訪戶（單位）應填報業別普查表顯示表別代號[1]、[2]、[3]、[4]。
	③ 審核通過（指導員）：顯示該筆普查表是否通過指導員線上審核，「Y」代表通過審核，「N」代表未通過審核；全部的普查表皆為「Y」才可以送下一階段。
	④ 審核通過時間：為指導員最後線上審核通過的時間。
	⑤ 普查表狀態：顯示目前此表狀態，包括訪問員未讀、訪問員修改中、指導員未讀、指導員初審中、審核員修改中、審核員未讀及審核完成。（各狀態項目說明請詳見本手冊第63-64頁）
	⑥ 退表時間：顯示審核員最後一次退表的時間。
	⑦ 指導員退表說明：指導員退表需說明退表情形時，請直接在此輸入文字，再勾選後，按即會退回至普查（訪問）員。
	⑧ 審核員退表說明：當審核員退表時有輸入說明文字才會顯示。

	(2) 執行作業說明：
	① 在顯示作業區，按欲審核對象之表別[1]～[4]進入普查表審核畫面，如下圖所示（以農事及畜牧服務業普查表為例）：
	② 指導員進行線上檢誤審核，普查表檢誤訊息處理作業說明請參閱本手冊第67-68頁相關說明。
	I. ：按此鈕儲存修正後普查表資料，並執行檢誤審核。
	II. ：按此鈕開啟未通過檢誤條件的訊息說明，請依訊息內容進行修改，直到普查表通過審核「審核通過（指導員）」欄位會顯示「Y」）。
	③ 若受訪戶（單位）有兼業（如農牧業及漁業，「修」欄位顯示[1]、[4]），必須所有普查表皆審核通過，即「審核通過（指導員）」欄位為「YY」，    才會顯示供選取勾選，再按                ，將資料送至下一關審核員審核。
	④ 傳送至下一階段之普查表不會出現於顯示作業區，可至【回表及審核作業\回表及審核情形】查詢已傳送之「普查表狀態」。


	（五）審核員審核
	(1) 顯示作業區：依查詢條件可過濾名冊資料，主要欄位說明如下。
	① ：退表時，請勾選欲退表之，再按即會退回至指導員。
	② 修：依受訪戶（單位）應填報業別普查表顯示表別代號[1]、[2]、[3]、[4]。
	③ 審核通過（審核員）：顯示該筆普查表是否通過審核員線上審核，「Y」代表通過審核，「N」代表未通過審核。
	④ 審核通過時間：為審核員最後線上審核通過的時間。
	⑤ 普查表狀態：顯示目前此表狀態，包括訪問員未讀、訪問員修改中、指導員未讀、指導員初審中、審核員修改中、審核員未讀及審核完成。（各狀態項目說明請詳見本手冊第63-64頁）
	⑥ 退表時間：顯示該筆普查表最後被退表時間。
	⑦ 指導員退表說明：當指導員退表時有輸入說明文字才會顯示。
	⑧ 審核員退表說明：審核員退表需說明退表情形時，請直接在此輸入文字，再勾選按即會退回至指導員。

	(2) 執行作業說明：在顯示作業區，按欲審核對象之表別[1]～[4]進入普查表審核畫面，如下圖所示：（以農事及畜牧服務業普查表為例）
	① 審核員進行檢誤審核，普查表檢誤訊息處理作業說明請參閱本手冊第67-68頁相關說明。
	I. ：按此鈕儲存修正後普查表資料，並執行檢誤審核。
	II. ：按此鈕開啟未通過檢誤條件的訊息說明，請依訊息內容進行修改，直到普查表通過審核，「審核通過（審核員）」欄位顯示「Y」。
	② 可於顯示作業區查詢到全部通過審核之普查表，亦可至【回表及審核作業\回表及審核情形】查詢「普查表狀態」。

	(3) 專案調查對象網填普查表審核流程與縣市一般對象不同，專案調查普查表經普查（訪問）員線上審核後，下一階段將傳送至幹事（專案機關幹事為審核員角色），其作業流程差異說明如下：
	① 名冊分配作業：縣市/部會管理者進入【名冊管理\名冊分配：審核員】程式執行專案調查對象分配審核員。
	② 幹事退表需說明退表情形時，請直接在「審核員退表說明」欄輸入文字，再勾選後，按即會退回至普查（訪問）員。


	（六）普查表輸入
	(1) 顯示作業區：依責任區名冊顯示可執行書面普查表輸入作業之清單，主要欄位說明如下。
	① ：當普查表資料輸入作業完成後才會顯示供選取勾選，再按，將資料送至下一關審核輔助人員。
	② 修：依受訪戶（單位）應填報業別普查表顯示表別代號[1]、[2]、[3]、[4]。
	③ 分配審核輔助作業：顯示責任區名冊對象資料應執行審核輔助作業之人員姓名。
	④ 回表方式：顯示此筆受訪戶（單位）回表情形，配合【名冊管理\回表記錄作業】呈現「0未回表」、「1書面回表」、「2網路填報」，若該欄位為空白，代表普查（訪問）員尚未做回表註記作業。
	⑤ 資料輸入作業通過：顯示書面普查表資料輸入作業是否完成，「Y」代表已完成資料輸入。
	⑥ 資料輸入作業通過時間：為該筆書面普查表完成資料輸入作業最後一次的時間。
	⑦ 普查表狀態：顯示該筆書面普查表狀態，如：資料輸入未讀、資料輸入修改中、審核輔助未讀、審核輔助審核中等。
	⑧ 退表時間：顯示審核輔助人員最後一次退表的時間。
	⑨ 審核輔助作業退表說明：當審核輔助人員退表時有輸入說明文字才會顯示。

	(2) 執行作業說明：
	① 在顯示作業區，按欲輸入對象之表別代號[1]～[4]進入普查表輸入畫面，如下圖所示（以農牧業普查表例）：
	② 請依照書面普查表內容進行輸入，按儲存普查表資料，按「回上一層」至顯示作業區選取下一筆進行輸入作業。
	③ 完成輸入之普查表顯示作業區頁面「資料輸入作業通過」欄位應皆為「Y」才可勾選，按將資料送至下一關審核輔助人員進行審核檢誤。
	④ 傳送至下一階段之名冊對象不會出現於顯示作業區，可至【回表及審核作業\回表及審核情形】查詢已傳送之「普查表狀態」。


	（七）快速輸入
	(1) 顯示作業區：依責任區名冊顯示可執行書面普查表資料快速輸入作業之對象清單，主要欄位說明如下。
	① 修：依受訪戶（單位）應填報之業別普查表顯示表別代號[1]、[2]、[3]、[4]。
	② 回表方式：顯示此筆受訪戶（單位）回表情形，配合【名冊管理\回表記錄作業】呈現「0未回表」、「1書面回表」、「2網路填報」，若該欄位為空白，代表普查（訪問）員尚未做回表註記作業。
	③ 資料輸入作業通過：顯示書面普查表輸入作業是否完成，「Y」代表已完成資料輸入。
	④ 資料輸入作業通過時間：為該筆書面普查表完成輸入作業最後一次的時間。
	⑤ 審核輔助作業通過：顯示該筆資料是否通過審核輔助人員審核檢誤，「Y」代表通過審核，「N」代表未通過審核。
	⑥ 審核輔助通過時間：為該筆資料審核輔助作業最後一次通過審核檢誤的時間。
	⑦ 普查表狀態：顯示該筆資料的狀態，如：資料輸入未讀、資料輸入修改中、審核輔助未讀、審核輔助審核中等。

	(2) 執行作業說明：
	① 在顯示作業區，按欲輸入對象之表別[1]～[4]進入快速輸入畫面，如下圖所示（以農牧業普查表例）：
	② 請依照書面普查表內容進行輸入，以下說明鍵盤快速鍵。
	I. ：不存檔，回前一頁。
	II. 鍵盤Tab鍵：按此鈕跳下一欄。
	III. 鍵盤方向鍵：按此鈕跳下一題。
	IV. ：資料輸入完成後，按此鈕儲存普查表資料。


	（八）普查表輸入及單筆檢誤
	(1) 顯示作業區：依責任區名冊或輸入人員（僅做資料輸入不做審核檢誤）送審，進行審核輔助作業資料審核，主要欄位說明如下。
	① ：若另派專人僅作輸入工作不檢誤，審核輔助人員如欲退表，請勾選欲退表之，再按即會退回至輸入人員。
	② 修：依受訪戶（單位）應填報業別普查表顯示表別代號[1]、[2]、[3]、[4]。
	③ 資料輸入作業：顯示責任區名冊對象書面普查表輸入工作人員之姓名。
	④ 回表方式：顯示此筆回表情形，配合【名冊管理\回表記錄作業】呈現「0未回表」、「1書面回表」、「2網路填報」，若該欄位為空白，代表普查（訪問）員尚未做回表註記作業。
	⑤ 資料輸入作業通過：顯示書面普查表資料輸入作業是否完成，「Y」代表已完成資料輸入。
	⑥ 審核輔助作業通過：顯示該筆資料是否通過審核輔助人員審核檢誤，「Y」代表通過審核，「N」代表未通過審核。
	⑦ 審核輔助作業通過時間：為該筆資料審核輔助作業最後一次通過檢誤的時間。
	⑧ 普查表狀態：顯示該筆資料的狀態，如：資料輸入未讀、資料輸入修改中、審核輔助未讀、審核輔助審核中等。
	⑨ 退表時間：顯示審核輔助人員最後一次退表的時間。
	⑩ 審核輔助作業退表說明：若另派專人僅作輸入工作不檢誤，審核輔助人員如退表，退表時有輸入說明文字才會顯示。

	(2) 執行作業說明：
	① 在顯示作業區，按欲執行審核輔助作業對象之表別代號[1]～[4]進入普查表畫面，如下圖所示（以漁業普查表為例）：
	② 審核輔助人員依照書面普查表內容進行輸入及單筆檢誤審核，普查表檢誤訊息處理作業說明請參閱本手冊第67-68頁相關說明。
	③ 可於顯示作業區查詢全部完成審核輔助作業之普查表，亦可至【回表及審核作業\回表及審核情形】查詢「普查表狀態」。


	（九）整批檢誤
	(1) 主要欄位說明：
	① 表別：此為單選，請先選擇1種表別執行，再執行其它表別。
	② 普查區：輸入欲整批檢誤之普查區。
	③ 問卷更新日期：輸入欲整批檢誤之期間範圍，可為空白，空白即表示執行所有期間之整批檢誤。
	④ 統一編號：輸入欲整批檢誤之統一編號範圍，可為空白，空白即表示執行責任區名冊所有選取之表別對象資料整批檢誤。
	⑤ ：按此鈕執行整批檢誤作業，若有未通過檢誤者，請按畫面上方，即出現下列檢誤結果畫面，各表別檢誤訊息內容請至【回表及審核作業\普查表輸入及單筆檢誤】進行查閱及修改。


	（十）複查員審核
	(1 ) 顯示作業區：顯示所有辦理專案調查之縣市或部會已通過審核之名冊清單，主要欄位說明如下。
	① 複查註記：複查員完成複查作業之註記，本欄位會顯示「Y」，未執行者為空白。
	② 複查人員：完成執行複查註記者，本欄位顯示複查員姓名，未執行者為空白。
	③ 複查時間：記錄完成執行複查的時間，未執行者為空白。
	④ 複查說明：複查員執行複查時，若有輸入文字將顯示在本欄位。
	(2) 執行作業說明：
	① 在顯示作業區，按欲執行複查對象之表別代號[1]～[4]進入普查表畫面，如下圖所示（以農事及畜牧服務業普查表為例）：
	② 複查員完成複查作業，請於普查表下方複查結果「複查註記」欄位下拉選擇「Ｙ已複查」，並於「複查說明」欄位輸入說明文字。
	③ 按存檔鈕後，系統將自動記錄複查結果資訊。


	（十一）填報資料查詢（由縣市\部會管理者操作）
	(1) 顯示作業區：依「普查表狀態」顯示未通過檢誤之名冊，主要欄位說明如下。
	① 審核員通過：下拉選項有「是」、「否」；針對回表方式為網路填報者，「是」代表已通過審核員檢誤，「否」代表尚未通過審核員檢誤。
	② 審核輔助通過：下拉選項有「是」、「否」；針對回表方式為書面回表者，「是」代表已通過審核輔助作業之檢誤，「否」代表尚未通過審核輔助作業之檢誤。
	③ 回表方式：下拉選項有「0未回表」、「1書面填報」或「2網路填報」。
	(2) 執行作業說明：
	① 在顯示作業區，按欲查詢對象之表別代號[1]～[4]進入普查表畫面，如下圖所示（以漁業普查表為例）：
	② ：按此鈕開啟該筆普查表檢誤結果。
	I. 顯示「此筆資料未能通過檢誤」，按確定鈕。
	II. 產生「檢誤結果」頁面，列出所有未通過檢誤之訊息（如圖示B標籤），可按普查表問項頁面（如圖示A標籤）進行查閱。
	III. 若顯示「此問卷資料尚未執行檢誤」，表示此筆普查表資料尚未執行檢誤，可至【回表及審核作業\回表及審核情形】查看「普查表狀態」。

	（十二）稽催作業
	1.進入【回表及審核作業\稽催作業】程式，出現如下畫面。
	2.作業說明
	(1) 輸入完成率後，按直接顯示，如下顯示。

	(2) 當電子郵件信箱為空白時則無法勾選，請至【系統管理\使用者維護】補填電子郵件信箱，勾選後按電子郵件催報鈕，系統將發送稽催郵件通知。
	(3) 普查（訪問）員收到信件內容如下：
	(2)按下載EXCEL檔鈕匯出稽催名單。

	（十三）詞庫查詢作業
	(1) 進入後顯示詞庫內所有作物資料，包括代號、作物名稱及說明。
	(2) 在「過濾條件」欄位輸入欲查詢作物之關鍵字，例如：輸入「大豆」，則會列出包含有「大豆」的「作物名稱」及「說明」，如下所示。


	九、統計報表作業
	（一）判定結果統計表
	(1) 由「類別」下拉選單選取「回表統計表」，此表單內容係依【名冊管理\回表記錄作業】執行結果統計。
	① 按顯示統計表內容，如下圖所示。
	② 按依加解密動作後匯出EXCEL檔，如下圖所示。

	(2) 由「類別」下拉選單選取「判定結果家數統計」，此表單內容係依【名冊管理\名冊編修登錄作業】統計。
	① 按顯示判定結果家數統計表，如下圖所示。
	② 可按依加解密動作後轉出PDF表單如下。


	（二）經費項目統計表

	十、行政管理：表件資料下載
	(1) 顯示作業區：依「檔案類別」顯示表件清單。
	(2) 操作說明：
	① 由「檔案類別」下拉選單選取工作日程、經費核銷、作業事項及普查表件等。
	② 點選欲下載「標題」，按執行檔案下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