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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2009年年末 金融海嘯席捲了歐洲

經濟體質不良的 歐豬五國 首當其衝

突如其來的歐債危機讓全球投資人從復甦

中再度陷入經濟恐慌 近幾年來 金融

危機發生頻率越來越頻繁 且對全球經濟

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從次貸風暴到歐債危

機 有學者曾提出造成全球性經濟危機主

要原因來自金融市場資訊不對稱 金融市

場的資訊不對稱是指金融市場上所有參與

者對於金融市場上的動態 商品的內容或

是銷售者的財務狀況等相關資訊 有不同

程度的認知或掌握 進而產生交易者一方

知情 但是另一方卻被蒙在鼓裡 甚至有

其他第三方擁有更多交易情報的狀況 換

言之 每季或是每年度企業發布的財務報

表 就在揭露財務訊息揭露的即時性及透

明度著實影響股票交易的公平性

以每年上市公司需申報的財務報表為

例 各企業組織編製報表及投資人分析比

較報表常遇到兩方面的困難 一是有關財

務報告準則的差異 由於各國的會計準則

不盡相同 跨國的上市公司必須因應不同

會計準則的要求編製報表 嚴重影響到企

業編製財務報表的成本 而對投資人來

說 會計準則的差異也大大的降低企業財

報資訊之間的可比較性 進而增加投資人

在使用財報訊息的轉換成本 但是這一方

面的困難 各國正逐步以高一致性且高品

質的國際會計準則(IFRS)解決 相信在不

久的將來可以預見IFRS帶來的成效

另一方面則是格式差異所帶來的不

便 企業為因應不同使用目的之要求 譬

如稅務申報 年報揭露等 需要花費更多

的人力 時間和資源來擷取所需資料再重

新編排 轉檔成Excel Word或PDF等檔案

格式公布與申報 造成企業資源不能被運

用在高附加價值的企業活動上 再者 資

料多次的擷取與編排也容易造成錯誤或是

遺漏重要資訊的情況 對使用者投資人來

說 不同格式的報表不但影響了財務報表

的可用性 更會增加投資者在搜集財務報

表的取得成本 為解決這一方面的不便

世界各國正積極的推廣可延伸企業報告語

言XBRL(eXtensible Business Reporting 

Language) 自2000年成立XBRL國際組織

XII (XBRL International Inc.)起 累積至

今已有三十多個先進國家加入會員 XBRL

西班牙就是其中之一 雖然身在歐債危機

文 盧廷怡  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XBRL委員會專案經理

XBRL在西班牙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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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風暴之中 但近幾年來 西班牙在XBRL

的發展上也有不小的進展

貳 XBRL介紹

可延伸企業報告語言XBRL本來是北

美地區企業財務報表的共通標示語言 由

可延伸標記語言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為基礎發展出來的商業資訊報

導工具 原始概念由XBRL之父Charles 

Hoffman於1998年提出 在美國會計師協

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AICPA)的支持下 在當年年

底完成雛型系統

XBRL在技術層面上可分為三個層次

分別是技術規範標準(Specification) 分

類標準(Taxonomy)及案例文件(Instance 

Documents) 第一層次的技術規格標準由

XBRL國際組織制訂 將編製財報的基本元

素建立一致的標準 作為各組織編制財報時

的共同語言 而第二層次分類標準則是由各

國權威會計機構或XBRL分會依循技術規格

標準制定 第三層次則是案例文件由各企業

依據前兩項標準來編製符合規範的XBRL格

式報表 由於XBRL能夠適應不同的會計制

度及報表格式要求 目前主要應用於財務資

訊 財務報表及資訊分析等領域上

參 XBRL在西班牙的發展

西班牙是少數在相當早期就開始推行

XBRL技術的歐盟國家之一 西班牙銀行

早在2003年就加入XBRL國際組織 (XBRL 

International) 並在隔年成立XBRL西班

牙組織 (XBRL Spain) 更在2008年2月

由西班牙政府頒布JUS/206/2009號法令

當中強制規定西班牙企業以GAAP 2007準

則與XBRL格式作為年度財務報表編製的基

礎 並於2009年2月正式實施申報作業

多虧了西班牙證券委員會 西班牙中央銀

行 國家會計與審計協會 西班牙登記學

會 司法部和私人團體等領導機關的共同

發展 使西班牙擁有全歐洲最多的XBRL格

式的財務資訊資料庫 XBRL Spain除了提

供西班牙國內金融機構監管和建立財務資

料交換及分享平台之外 更身兼著XBRL歐

洲與拉丁美洲之間連絡溝通的角色

中央銀行的應用與對金融業的監管

西班牙中央銀行的其中一個主要任務

是收集 處理和儲存西班牙境內金融機構

的財務訊息 目的在於監管整個國家的銀

行系統 並且將收集的資料交付給歐洲中

央銀行 身為XBRL Spain的創始機構之

一 西班牙央行致力於促進XBRL在西班

牙的應用 希望透過XBRL技術的導入

達成資料審查的自動化 同時減少過去人

工輸入時產生的成本和錯誤資訊 並得到

更高品質的資料 2004年5月 西班牙央

行開發財務訊息交換系統SIIF(Financial 

Information Interchange System)以提供

申報組織自動驗證程序及視覺化的服務

並為此開發了一套以國際會計準則通用分

類標準(IFRS-GP)為基礎的分類標準 其中

包含新增的五百個西班牙特有的元素及應

用兩百多個IFRS-GP中的元素

2005年6月開始 西班牙最大的七家

銀行正式開始使用SIIF申報月報表 在此

之後 參與家數更迅速增加到四百家(約

占金融業的90%) 截至2006年 僅剩少

數小銀行尚未使用此申報系統 但SIIF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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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僅限於評估金融系統業績和內部分析的

使用 並不對外公布 經過這幾年來的

努力 西班牙央行將範圍擴及至所有金

融產業 如今西班牙央行每年所收到的

XBRL格式報表已增加至10萬份以上(來

自2千7百多家的金融機構) 目前 西班

牙央行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XBRL應用延

伸計畫 其延伸計畫包括償付能力訊息的

分類標準(COREP) 財務報表的分類標準

(FINREP) 互保 外幣兌換等分類標準

證券委員會

自2005年7月 西班牙證券主管機

關─西班牙國家證券市場監察委員會 

(Comisión Nacional del Mercado de 

Valores, CNMV)開始實施上市公司自願申報

計畫 要求願意配合的上市公司採用XBRL

格式申報年度報表 2006年7月起 IBEX指

數中的35家公司即開始採用XBRL申報每季

財務報告 到了2009年 CNMV又將該要求

擴及至投資公司 共同基金管理人與證券化

基金管理公司 從2005年至今 每年CNMV

會收到超過3萬份的XBRL格式年度財務報

告 在此同時 投資大眾也能夠輕易的從網

站上查詢到這些申報至CNMV的財務報表

政府部門

XBRL技術除了運用在政府對金融及

私人機構組織的監管外 同時也被運用

在政府機關之間的預算計劃及執行上

XBRL-LENLOC分類標準是使用於市政當

局及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呈報預算執行

之訊息 2006年時 僅有5%的地方政府

利用LENLOC報送預算執行狀況給區域與

地方協調秘書處 2007年成長至25%

截至2009年 利用LENLOC的比例已增

加至70%左右 成長幅度相當驚人 如

今 西班牙中央政府每年都會收到來自

約8,000個地方政府利用LENLOC格式陳

報超過17,000份之預算資訊 隨著有關

地方預算結構的法律變更(已於2011年實

施) LENLOC也有了新的版本 以符合新

法律的需求 而在LENLOC之後發展出的

CONTALOC分類標準則是為了方便地方

政府及自治組織向外部審計機構申報年度

决算 同時又能夠包含大多數地方政府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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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主要財務報表所產生的分類標準 該

標準支持地方實體的訊息編制和傳輸 以

及外部審計機構的訊息的接收和處理 此

外 從2009年開始 區域與地方協調秘書

處也開始接受使用PENLOC分類標準的預

算編製報告

一般識別資料(DGI, Data of General 

Identification)

一般識別資料  (Data of Genera l 

Identification, DGI)分類標準由西班牙主

要監督機構 訊息發布機構和科技公司組

成的工作團體所開發制定的 主要目的是

在反映非財務的企業訊息並以XBRL格式

呈現 由於DGI分類標準能包含廣泛的領

域 並具有標準化格式 雙語標籤和XBRL 

International的認證 使其廣泛地為其他

歐洲及拉丁美洲國家所使用

2005年 XBRL Spain發布了第一版的

DGI分類標準(Version 1.1.5) 此分類標準

廣泛地被運用在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行政資

料上 在此之後 DGI分類標準受到定期的

維護與延伸 最近的一個版本則是在2011年

發布的Version 2.3.3   未來 DGI分類標準

將會更貼近工作組織成員的需求 包括新版

PGC2007(西班牙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和即將

發布的新版分類標準NOFCAC2010(未上市

集團編製年度合併財務報告)等 並將新概

念如地理定位 殘疾雇員等和國內及國際更

新列表包括在修訂範圍中

企業社會責任(CSR, Corporate Society 

Responsibility)

企業社會責任這個概念首次出現在

2000年歐盟的官方談話中 象徵著一種

整合經濟 社會和環境議題等外部報告的

方法 此外 企業社會責任更被視為21世

紀商業環境中最重要的競爭優勢之一  過

去 企業社會責任以不同的資料格式來呈

現 例如 影片檔 PDF Word和Excel

等 但是不同格式的呈現方式缺乏自動化

處理的可用性 所以在審查企業社會責任

的訊息的時候必須花費更多的心力 另

外 由於企業社會責任會因不同產業而有

所不同(industry-specific) 導致不同產業

之間的資料很難相互比較

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 西班牙會計與

管理協會創造出超過二十個有關環境 財

務 社會 人權和勞工領域等企業社會責

任的分類標準 此分類標準已在日前得到

XBRL International的承認 並且開發出世

界上第一個專為企業社會責任設計的資料

庫 主要在於改善其訊息的可比較性及發

布過程 這將有助於分析師 研究人員 公

司 政府 投資者和媒體等社會團體使用

從西班牙這幾年來應用XBRL的經驗看

來 我們可以發現不論是在地方政府與中

央政府之間 亦或是政府對私人機構的財

務監督 XBRL都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它不但有效地改善了過去不同格式所帶來

的不便利 同時更增加了財務資料的透明

度 讓社會大眾能夠更確實的了解財務狀

況 並且強化政府的監督能力 經過近幾

年的發展 XBRL的角色不再只是侷限於會

計或財務方面的應用 更擴及到非財務訊

息的層面 像是一般識別資料和企業社會

責任的運用就是典型的例子 相信透過各

國的積極發展 一定能將XBRL的應用層面

擴及到更多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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