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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訊公開係證券市場健全之基石 隨著

資本市場全球化的趨勢 全球投資人

對財務資訊揭露的要求也日益提高 惟由

於世界各國採用的會計準則及企業呈現財

務報表資訊的格式及方法不盡相同 增加

了資訊比較及再利用的困難 因此全球共

通的財務報表便成為國際投資人共同迫切

的期待

要達成全球財務報表共通的目標 必

須由兩方面著手 一是採用全球一致的會

計準則 目前世界各國正逐步與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IFRSs)接軌 我國也積極響應

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民國97年邀請相

關單位共同研議推動直接採用國際會計準

則計畫 自民國102年起 上市櫃 興櫃

公司及多數金融業 都將依該準則編製財

報 並於民國104年全面適用於公開發行公

司 其二是建立一套通用的財務資訊報告

標準 亦即企業資訊需經由統一的電子化

溝通語言向政府申報或對外部揭露公司財

務資訊 而可延伸商業報導語言(XBRL)的

運用 將可解決不同格式財務資訊所帶來

的不便

考量XBRL可讓財務報告有共通語言

進而形成全球企業資訊供應鏈 讓企業

投資者及監理單位都能夠更容易取得 交

換及分析各項資訊 進而減少資訊產製

及使用上的成本 且XBRL已於國際間趨

勢 我國在各界人士共同努力推動之下

XBRL的發展亦逐漸展現成果 在金管會

督導下 由證交所 櫃買中心 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 各工商團體代表 會計師代

表及學者專家於97年11月組成 推動上市

櫃(興櫃)公司採用XBRL申報財務報告專案

小組 並且設置分類標準 申報系統與

工具開發建置 揭示系統整合 法規制定

與教育訓練五個工作小組 共同研議推廣

XBRL工作之相關事宜 並且參考國外推行

XBRL計畫之經驗 採循序漸進方式推動

臺灣資本市場推動XBRL計畫重點時程

◆民國97年12月─建置示範平台：

將台灣50指數成分股的77家上市櫃公

司 其民國91年至97年間財報資料轉換為

XBRL格式 提供投資人查詢及下載XBRL

格式的財報資料及在平台上進行常見的財

務比率 跨年度或跨公司財務資料比較

◆民國99年05月─自願申報階段：

鼓勵有意願採用XBRL的上市櫃公司參與

自願性申報計畫 提供公司相關的資訊 訓練

XBRL在臺灣資本市場的發展
文 吳當傑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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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inion

及免費的申報軟體 自願申報比例高達96%

◆民國99年09月─全面申報階段：

經過自願申報階段後 上市櫃公司對

XBRL逐漸熟悉 接著於當年度9月進行全

面強制申報99年上半年度之四大財務報

表 會計師查核報告及簡化的財報附註

為配合IFRSs的導入時程 且考量上市

櫃公司對XBRL的熟悉度 附註標籤制定

由簡而繁 99年度財務報告以一個附註項

目為一個標籤 總共有 公司沿革及業務

說明 重要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及

會計變動之理由及其影響 三個附註項

目 100年半年度財務報告以一整段文字

為一個標籤 例如重要會計政策下再細分

一個科目說明段為一個標籤 申報100年

年度財務報告時先行納入未來改採IFRSs後

仍要求揭露之重要財報附註資訊 如資金

貸與 背書保證 轉投資事業及大陸地區

投資相關資訊等 嗣申報102年第1季財務

報告時包括文字段及部分重要表格財報附

註 最後申報103年第1季財務報告時全部

財報附註(含文字 表格)均已制定妥標籤

是完整的XBRL格式財務報告

 

XBRL未來推廣計畫

XBRL於臺灣資本市場發展至今 已累

積相當數量的XBRL案例文件 可見在我國

各界人士積極的準備及推廣下 漸漸顯現

出成效來 未來推動的方向將包括如何持

續提升以XBRL製作財務資訊的品質 並將

XBRL在資本市場應用成功的經驗推廣至其

他領域上

◆ 短期計畫﹝民國100年至101年﹞

XBRL應用之推廣：

1、強化監理單位之應用

     優先考量監理需求 將相關資訊納入分

類標準標籤 配合採用IFRSs逐步增加

附註內容 並了解外部使用者對資訊之

需求 以制訂附註分類標準

2、鼓勵應用軟體開發

     與資訊軟體相關協會共同舉辦研討會 並且

學歷  國立中興大學財政學系學士 國立政治大學財政研

究所碩士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法學院進修

經歷  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財政部

主任秘書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期局局

長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現任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Profile 吳當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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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校園研習課程並舉辦軟體設計競賽

3、加強對重要使用者宣導

     對四大基金 券商及外資等法人機構宣

導 並且透過期刊書報等傳媒及辦理研

討會等方式 鼓勵投資人 分析師及學

術研究者等應用XBRL格式之資訊

◆ 中期計畫﹝民國101年至104年﹞

XBRL應用之普及化：

1、提高學術界對XBRL的興趣

     除持續對法人機構宣導外 將XBRL推廣

至學術界 提高學術界對XBRL的興趣並

鼓勵學術界持續辦理XBRL教育訓練

2、瞭解及鼓勵企業應用XBRL相關軟體

     為配合IFRSs及附註分類標準導入 加強對

公開發行公司及金融特許事業教育宣導

並邀請國外學者專家來臺辦理研討會 分

享國外應用XBRL於相關領域之經驗

3、鼓勵使用者應用XBRL資訊

     提供示範性的軟體或網站 並了解使用者

之需求及意見 以作為未來改進之依據

◆ 長期計畫﹝民國104年至110年﹞

   企業申報資訊整合：

協助宣導企業向政府申報資訊單一窗

口 Standard Business Reporting, SBR 除

於資本市場之應用外 將XBRL推廣至不

同領域之應用 除將持續協助宣導XBRL

於其他領域之應用 並將推動金管會轄

下相關單位小型資訊申報單一窗口計畫

SBR 及透過行政院科技顧問為推動

跨領域應用 SBR 提出建言

與國際接軌 建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

資本市場

由於國際各國的努力 XBRL的應用

得到了廣泛的認同 並且漸漸成為世界

各國矚目的新興技術 尤其是在資本市場

的應用上 目前 歐美各國及亞洲鄰近國

家 如中國大陸 日本 南韓及新加坡等

都已導入XBRL 身為資本市場龍頭的美

國採分階段導入方式 上市公司依照全球

流通總市值的大小 分別在2009年6月15

日以後 2010年6月15日以後以及2011年

6月15日以後以XBRL格式向SEC申報 迄

2011年底 在美國股票市場掛牌的上市公

司均已向SEC申報XBRL格式的財務報告

總計超過9,000家公司申報XBRL資料

透過未來世界各國逐步採用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及XBRL格式 將能夠有效打破

過去財報語言的隔閡 使財務資訊在全球

自由流動無礙 國內上市公司在國際間的

知名度將得以提升並與國際接軌 另一方

面 由於XBRL資料具備可比較性及再利

用性 避免重覆輸入及手動式比較容易產

生的錯誤 進而提高資訊透明度 在此同

時也能建立國內外投資人的信心 有助建

構一個健全且具有國際競爭力及吸引力的

資本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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