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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加給校正資料上傳操作手冊 

地域加給資料上傳操作 

一、地域加給校正>地域加給校正資料上傳 

（一）請由選單中，選取「地域加給校正 地域加給校正資料上傳」。 

 

（二）進入「地域加給校正資料上傳」後 

1、輸入【上傳密碼】 

2、點擊【瀏覽】，選取欲上傳的檔案 

3、再點選【上傳】 

 

 

二、地域加給校正>人員支領情形修正明細表 

各機關學校地域加給校正資料上傳後，可下載人員支領情形修正明細表，

以確認資料是否上傳成功： 

（一）請由選單中，選取「地域加給校正 人員支領情形修正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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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入「人員支領情形修正明細表」後，請先選取【資料年月】、【資

料內容】、設定【下載密碼】，再點選【產製報表】按鈕。 

 

 

 

 

 

 

開啟明細表：需輸入剛才設定的下載密碼，方能開啟檔案，如忘記

密碼，請至【地域加給校正 人員支領情形修正明細表】，重新下

載即可。 

 

 

全部：列印未修正及修正明細 

修正資料：僅列印修正明細 

待修正：僅列印應修正但未修正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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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失敗類型及解決方式 

一、上傳檔案副檔名不符，顯示如圖 1 

 

 

 

 

 

→解決方式：將檔案另存為「.xls」之類型 

我不知道怎麼看副檔名，點這裡 

二、上傳檔案欄位不符，顯示如圖 2 

 

 

 

 

 

→解決方式：確認上傳檔案欄位與系統產製報表相同 

（一）第 1 列至第 4 列之內容及欄位不可更動（如圖 3） 

（二）非系統產製之明細表表末欄位均予刪除（如圖 4） 

 

 

 

 

 

 

 

 

 

圖 3 

圖 2 

圖 4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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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上傳本機關資料，顯示如圖 5 

 

 

→解決方式：只上傳本機關資料＊。 

＊主管機關不能一次上傳全部所屬機關之校正資料（例如：新北市烏來

區公所及烏來區衛生所均有校正資料待上傳，應分別由烏來區公所及

烏來區衛生所上傳，無法由新北市政府一次上傳包含該 2 機關之資

料）。 

四、應有代碼之欄位（機關、人員區分、表單、服務地區、級別）未登錄

代碼及中文，顯示如圖 6 

 

 

→解決方式：依下列格式及範例修正，詳細代碼對照參考附件 1 

（一）格式：代碼+半形空格+中文名稱（可直接複製附件 1 內容貼上） 

（二）範例：D1001 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山僻地區) 

五、未依表列態樣及相應之欄位登錄資料，顯示如圖 7 

 

 

 

→解決方式：依附件 2 所附態樣說明擇取適當態樣及處理方式＊，並於

相應之欄位登錄資料（可直接複製附件 2 內容貼上）。 

＊態樣及處理方式是系統判斷修正欄位之依據，切勿自創種類。

圖 5 

圖 6 

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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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校正基本數額+最高年資加成金額≠實際支領數額，顯示如圖 8 

 

 

→解決方式：修正基本數額或最高年資加成金額或實際支領數額，使基本數

額+最高年資加成金額＝實際支領數額。 

七、部分人員確有支領地域加給，為什麼未顯示明細或未計入實支數 

（一）實支數計算範圍為「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適用對象，包

含政務人員、常務人員、技工、工友、駕駛（人員區分代碼為 01-74、

90、91、93，詳如下表）。 

（二）地域加給校正情形一覽表中「人員區分」欄位資料請依下表覈實填寫

（可複製下表內容，減少格式錯誤之問題），各機關填復之內容將再

與 webHR 資料庫比對，如有錯漏將再請主管機關協助確認後調整。 

人員區分 

01 司法人員 11 一般人員 82 代課教師 

02 外交人員 12 聘用人員 83 實習老師 

03 警察人員 13 約僱人員 84 不占缺代理教師 

04 關務人員 14 駐外人員 90 技工 

05 交通事業人員 71 主辦會計人員 91 駕駛 

06 審計人員 72 主辦統計人員 92 駐衛警 

07 主計人員 73 會計人員(非主辦) 93 工友 

08 人事人員 74 統計人員(非主辦) 95 清潔隊員 

09 政風人員 80 兼任教師 96 測量助理 

10 教育人員 81 代理教師 99 其他人員 

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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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確認副檔名（檔案類型） 

（一）選取檔案 

（二）按滑鼠右鍵，點選內容→一般（預設是此頁籤）→檔案類型 

 

 

 

 

 

 

 

 

 

 

※如何變更檔案類型 

（一）開啟要另存的檔案 

（二）點選「檔案」→點選「另存新檔」→在「存檔類型」中點選「∨」展開下拉

式選單後選擇「Excel97-2003 活頁簿」 

 

 

 

 

 

 

 

 

 

 

 

檔案類型為「.xlsx」，不符系統要求 

往下看，三秒鐘變更檔案類型 

檔案類型為「.xls」，符合系統要求 

OR 



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各表單㇐覽表 附件1

表單 服務地區 級別 支領數額
D1001 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山僻地區) 01 偏遠地區 01 第㇐級 3,090                  
D1001 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山僻地區) 01 偏遠地區 02 第二級 4,120                  
D1001 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山僻地區) 01 偏遠地區 03 第三級 6,180                  
D1001 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山僻地區) 02 高山地區 01 第㇐級 1,030                  
D1001 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山僻地區) 02 高山地區 02 第二級 2,060                  
D1001 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山僻地區) 02 高山地區 03 第三級 4,120                  
D1001 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山僻地區) 02 高山地區 04 第四級 8,240                  
D1001 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山僻地區) 03 偏遠高山 05 偏遠第㇐級、高山第㇐級 4,120                  
D1001 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山僻地區) 03 偏遠高山 06 偏遠第㇐級、高山第二級 5,150                  
D1001 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山僻地區) 03 偏遠高山 07 偏遠第㇐級、高山第三級 7,210                  
D1001 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山僻地區) 03 偏遠高山 08 偏遠第㇐級、高山第四級 11,330                
D1001 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山僻地區) 03 偏遠高山 09 偏遠第二級、高山第㇐級 5,150                  
D1001 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山僻地區) 03 偏遠高山 10 偏遠第二級、高山第二級 6,180                  
D1001 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山僻地區) 03 偏遠高山 11 偏遠第二級、高山第三級 8,240                  
D1001 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山僻地區) 03 偏遠高山 12 偏遠第二級、高山第四級 12,360                
D1001 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山僻地區) 03 偏遠高山 13 偏遠第三級、高山第㇐級 7,210                  
D1001 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山僻地區) 03 偏遠高山 14 偏遠第三級、高山第二級 8,240                  
D1001 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山僻地區) 03 偏遠高山 15 偏遠第三級、高山第三級 10,300                
D1001 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山僻地區) 03 偏遠高山 16 偏遠第三級、高山第四級 14,420                
D1002 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離島地區) 01 第㇐級 7,700                  
D1002 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離島地區) 02 第二級 8,730                  
D1002 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離島地區) 03 第三級 9,790                  
D1003 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東台加給) 630                      



臺灣本島地區地方政府105至107年地域加給實支數校正態樣及說明㇐覽表 附件2

應登錄或修正個人基本資
料欄位

應於修正情形登錄資料之欄位 應於試辦機關登
錄資料之欄位

備註

資料錯登 整筆資料刪除 無 無
表單有誤 更正表單如右 無 表單
表單及服務地區有誤 更正表單及服務地區如右 無 表單、服務地區 D1002及D1003無服務地區
表單及級別有誤 更正表單及級別如右 無 表單、級別 D1003無級別
表單、服務地區及級別有誤

更正表單、服務地區及級別如右
無 表單、服務地區、級別 D1002無服務地區，D1003無服務地區亦

無級別
不合支給年資加成 刪除年資加成及修正實際支領數額如右 無 基本數額、實際支領數額 D1003無年資加成
基本數額有誤 更正基本數額及實際支領數額如右 無 基本數額、最高年資加成金額、實際支領數額
新增山僻地區 新增表單、適用地區、級別及數額如右 資料年月、機關、姓名、

身分證統號、人員區分
表單、服務地區、級別、基本數額、最高年資
加成金額、實際支領數額

新增東台加給 新增表單及數額如右 資料年月、機關、姓名、
身分證統號、人員區分

表單、基本數額、實際支領數額

新增離島地區 新增表單、級別及數額如右 資料年月、機關、姓名、
身分證統號、人員區分

表單、級別、基本數額、最高年資加成金額、
實際支領數額

試辦（基本數額少→多） 原適用表單數額及試辦表單數額如右 表單、級別、基本數額、最高年資加成金額、
實際支領數額（依地域加給表山僻地區或東台
加給規定填寫）

表單、基本數額 試辦表單為「D1000 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
地域加給合理化調整方案(試辦機關)」

試辦（基本數額無→有） 試辦表單及數額如右 無 表單、基本數額 試辦表單為「D1000 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
地域加給合理化調整方案(試辦機關)」

表單及數額有誤 更正表單（含服務地區、級別）及數額如右 無 表單、服務地區、級別、基本數額、最高年資
加成金額、實際支領數額

D1002無服務地區，D1003無服務地區亦
無級別且無年資加成

新增試辦（基本數額少→多） 原適用表單數額及試辦表單數額如右 資料年月、機關、姓名、
身分證統號、人員區分

表單、級別、基本數額、最高年資加成金額、
實際支領數額（依地域加給表山僻地區或東台
加給規定填寫）

表單、基本數額 試辦表單為「D1000 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
地域加給合理化調整方案(試辦機關)」

新增試辦（基本數額無→有） 試辦表單及數額如右 資料年月、機關、姓名、
身分證統號、人員區分

無 表單、基本數額 試辦表單為「D1000 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
地域加給合理化調整方案(試辦機關)」

數額有誤 更正數額如右 基本數額、最高年資加成金額、實際支領數額
人員區分有誤 更正人員區分如左 人員區分
表單有誤；人員區分有誤 更正表單如右；更正人員區分如左 人員區分 表單
表單及服務地區有誤；人員區分有誤 更正表單及服務地區如右；更正人員區分如左 人員區分 表單、服務地區 D1002及D1003無服務地區
表單及級別有誤；人員區分有誤

更正表單及級別如右；更正人員區分如左
人員區分 表單、級別 D1003無級別

表單、服務地區及級別有誤；人員區分有誤
更正表單、服務地區及級別如右；更正人員區分如左

人員區分 表單、服務地區、級別 D1002無服務地區，D1003無服務地區亦
無級別

不合支給年資加成；人員區分有誤 刪除年資加成並修正實際支領數額（基本數額）如

右；更正人員區分如左

人員區分 基本數額、實際支領數額 D1003無年資加成

數額有誤；人員區分有誤 更正數額如右；更正人員區分如左 人員區分 基本數額、最高年資加成金額、實際支領數額
表單及數額有誤；人員區分有誤 更正表單（含服務地區、級別）及數額如右；更正人

員區分如左

人員區分 表單、服務地區、級別、基本數額、最高年資
加成金額、實際支領數額

D1002無服務地區，D1003無服務地區亦
無級別且無年資加成

試辦（基本數額少→多）；人員區分有誤 原適用表單數額及試辦表單數額如右；更正人員區分

如左

人員區分 表單、級別、基本數額、最高年資加成金額、
實際支領數額（依地域加給表山僻地區或東台
加給規定填寫）

表單、基本數額 試辦表單為「D1000 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
地域加給合理化調整方案(試辦機關)」

試辦（基本數額無→有）；人員區分有誤 試辦表單及數額如右；更正人員區分如左 人員區分 無 表單、基本數額 試辦表單為「D1000 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
地域加給合理化調整方案(試辦機關)」

態樣
態樣說明

原列「其他」或非屬表列態樣者，均應依表列態樣擇㇐適用，如選擇態樣包含未修正欄位，則該未修正欄位以原來資料登錄即可，勿空白（如空白將以空白資料取代原資料）；如欄位經校正應為空值或0，亦請以空格或0呈現。

處理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