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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歷時三年 分

階段要求上市公司申報XBRL財務報告 普

通股全球流通總市值超過50億美元者 須

將財報截止日在2009年6月15日以後的財

務報告以XBRL格式向SEC申報 市值超過7

億美元 低於50億美元者 須將財報截止日

在2010年6月15日以後的財務報告以XBRL

格式向SEC申報 使用US GAAP的其他公

司 及使用IFRS的公司 須將財報截止日在

2011年6月15日以後的財務報告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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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到2012年1月為止 每家美

國上市公司已至少申報過2季XBRL格式財

務報告 總計超過26,000份XBRL企業財務

報告被傳送給SEC XBRL之實施範圍已涵

蓋所有上市公司 SEC相信要求發行公司以

互動式資料格式XBRL申報財務報告將使得

投資人 分析師及監管者能夠更快 以更低

的成本獲取 分析資訊

事實上 XBRL不僅用於財務報告 現

已擴及其他領域的應用 在2011年9月30

日 歐巴馬總統所簽署之 兒童及家庭照

顧改善及創新法案(the Child and Family 

Services 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Act) 中 提及兒童福利的資料收集應加以

改進並標準化 在可行的範圍內 應使用現

有的 公眾的(non-proprietary)資料標準

如XBRL來報導

於此同時 眾議院H .R .  2146及

參議院S. 1222係DATA法案 (Digital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Act) 兩

個獨立但事實上一致的版本 訴求使用像

XBRL這樣的共通資料標準來報導所有的聯

邦政府支出情形 眾議院法案已於2012年

4月25日通過 將待參議院法案通過後即能

正式立法

基於現有多數企業 多重歷史年度的大

量資料 以及政府資料可能採行XBRL格式

對軟體開發商而言是一個很大的機會去滿足

市場成長中的需求 包括建立資料庫及其他

各種應用工具 XBRL是一種有用的科技 它

開啟了一扇門通往更好 自由流通的財務報

導資訊 它提供了複雜分析應用的基礎 同時

XBRL的好處在於一旦工具被設計成可以處

理一種分類標準 該工具應也可以處理其他

分類標準 而可以為其他種類報導所使用

文 侯采雯 臺灣證券交易所市場推廣部專員

美國XBRL軟體設計
競賽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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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辦單位

隨著資料的廣度日益增加 對資訊使用

人而言XBRL資訊的價值益增 市場上對資

料分析工具的需求愈益強烈 由XBRL US

主辦 財務分析師協會(CFA Institute)及

華頓商學研究資料庫(Wharton Research 

Data Services)贊助的軟體設計競賽XBRL 

Challenge 從2011年7月開始 歷時8個

月 針對上傳至SEC的案例文件進行分析

XBRL US將其XBRL資料庫及關於如何使用

資料庫的技術文件提供給軟體設計競賽的

參賽者 以作為其應用的資料來源

XBRL US的資料庫接收SEC的RSS feed

以搜尋新申報檔案 針對每個新申報檔 它

會讀取來自SEC的XBRL檔案並加以處理及

轉換 最後載入關聯式資料庫 並將這些

資料提供給其會員 XBRL作為從申報者到

SEC之間財務報導資訊的傳達格式 XBRL 

US的資料庫則整合XBRL申報檔案的資訊以

供分析之用

XBRL US的資料庫對資訊消費者而

言有兩個重要的特色 首先 它結合多份

XBRL申報檔案 使得單一查詢取得多家公

司的資訊變得容易 其次 它處理XBRL格式

的資料 以致可以使用SQL(一種標準化的關

聯式資料庫查詢語言)來獲取資訊 這兩種

特性使得擷取資料分析變得更快 更簡單

三 競賽規範

合格的參賽者必須公開其程式原始碼

(source code) 以SEC的XBRL資料為處理

標的 以及在截止日期前完成 開放源碼的

要求旨在鼓勵在競賽之外更進一步的開發

因為XBRL本身是一開放的標準 由一群創

作者 資訊中介者及使用者貢獻其專業及深

刻的理解力開發而成 故本活動亦基於同樣

的合作精神而設 任何已開發的應用程式將

開放予其他開發者以其為基礎建構 延伸

並從中學習之

參賽者得以利用XBRL US的資料庫並

取得如何使用資料庫的技術文件 同時受邀

參加一系列的網路研討會(webinar)以便科

技 商業專家在其開發過程中提供協助

四 評審標準

負責審核參賽者的評審共五位 分別

來自財經 科技及學術領域 他們是Alfred 

Berkeley (Vice Chair, Security First, 

former chair, Pipeline Trading LLC)

Marc Donner (Engineering Director, 

Google) Philip Moyer (Managing 

Director, Safeguard Scientific) Eric 

Gillespie (Managing Partner, Viano 

Capital)及Paul Ratnaraj (Director, 

Advanced Initiatives, Wharton Research 

Data Services)

評審視參賽作品是否具有下列特性而

予以給分

 具利害關係的投資人是否易於取得設計

資料

應用程式的品質及可使用性

設計的原創性

進一步延伸開發及使用的潛力

吸引 激發目標投資人及分析師使用

五 參賽誘因

本活動共有84個包括個人 學術團體

及公司的參賽者 其中71%來自美國 12%

來自澳洲及亞洲 10%來自歐洲及英國 7%

來自加拿大 選出的一名得獎者將獲得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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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萬美元 事實上對參賽者而言 獎金或許

不是最重要的 參賽者得以進入XBRL US

的資料庫並獲取技術文件 得到來自科技

專家的協助 才是讓參賽者覺得更有價值

之處 為了吸引參賽者投入及學習 特別

建立臉書網頁以便參賽者獲取資訊及提出

問題 舉行的一些播客(podcast 由iPod和

broadcast組合而成)則讓評審解釋他們對所

繳交程式的期望及目標 一系列的網路研討

會由XBRL社群的專家提供額外的資訊 如

資料庫結構 會計準則及其對美國一般公

認會計原則分類標準的影響 以及開始建立

XBRL應注意事項等

六 優勝作品介紹

優勝的作品不出下列幾種類別 從事單

一公司分析 從事多家公司分析 以及中介

軟體 一如預期 因為時間限制 原先的84

隊參賽者 只有15如期繳交作品

5隊入圍者依據前述評審標準脫穎而

出 15隊作品詳細的描述 使用手冊

影片及程式原始碼詳見http:/ /xbrl.us/

challenge

以下介紹4隊入圍者及1隊得獎者的作

品總覽

OXIDE 以雲端服務 XML為基礎建

構之平台 允許使用者瀏覽分類標準 及從

SEC查詢並擷取公司別或產業別的申報資

料 該工具同時能進行圖表及比率的分析

Arelle 典型的XBRL處理器 能夠

處理任何XBRL資料 包括SEC的資料 它

被設計成中介軟體(Middleware) 是一種

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 能夠管理XBRL檔案而分

析性應用程式可以建構於其上 Arelle也能

透過一個連結 如SEC的EDGAR系統網址

來抓取XBRL資料 一旦資料被申報 Arelle

允許使用者查看資料的屬性

XBRL to XL 該程式透過網路將XBRL

資料下載至微軟Excel 從事跨公司或跨期間

多份申報資料的比較 它能將多份申報資料進

行基本的標準化分析 資料被下載成某種形式

以便進行最大程度的比較及最佳透明度

Xburble 以Groovy寫成的桌上型電腦

應用程式 允許使用者搜尋跨公司的XBRL

格式的盈餘報告 申報的資料可以在本應用

程式中觀看 輸出至Excel 為比較目的進

行整合

得獎者Calcbench 使用者介面及分析

工具具有優勢 係最完整 實用的應用 並

提供一個得由其他應用加諸於其上的完整

模型 使用者可以加具附註文字或計算公

式 並將結果輸出至Excel或內嵌至個人部

落格網頁與他人分享成果 另外案例文件上

傳至SEC 幾分鐘內 該程式就能進行多公

司比較 包括年度比較及季度比較

Calcbench成員有兩位 一位是專業分

析師Pranav Ghai曾在Morgan Stanley

IDG服務 一位是來自劍橋Dogpatch實驗

室的Alex Rapp 他們都有金融服務業的背

景 且為Bates College的同學 他們表示參

加本競賽是很棒的機會 基於對廣大未知的

探索成就了本作品 新科技總是帶來無限新

的可能 對他們而言在開發過程中最棒的時

刻 就是他們意識到其所開發的工具忽然變

得不可或缺

七  美國與我國軟體設計競賽之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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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獨有偶地 我國在今(2012)年2月由

臺灣證券交易所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

研究發展基金會XBRL委員合辦校園XBRL

軟體設計競賽 考量XBRL對學生而言是很

新的概念 為協助學生瞭解XBRL進而產製

案例文件分析軟體 乃先舉行為期三天的學

術研習營 安排學生與學界 業界的專家知

識交流 嗣由參賽隊伍利用一個月的時間創

作作品繳交 比賽當天由來自主管機關 證

交所 會計師事務所 科技公司及學者共十

位組成之評審團 先聆聽學生之作品簡報

再觀看學生實機操作 最後依參賽作品的特

性 實用性及方便性評選出冠軍 亞軍 季

軍 殿軍及特優 分別頒予獎金3萬元 2萬

5仟元 2萬元 1萬5仟元及1萬元 另選出

優勝及佳作各7隊 分別獲頒6仟元及3仟元

獎金 有關我國軟體設計競賽詳細報導請參

照證交資料601期(101年5月號) 茲將兩國

軟體設計競賽比較如下表

八 結語

XBRL是一個開放的標準 由XBRL 

International (國際非營利組織 超過600

家公司 組織及政府機構參與)負責開發

任何人不需支付授權費即可使用 由於

XBRL資料是電腦可讀的 故增進資訊的可

攜性 可信賴性 準確性 及時性 任何投

資人只要有電腦及網際網路 即能擁有獲取

及下載互動式財務資料的能力 原先該種財

務資料僅為大型機構投資人所取得 利用

故XBRL能同時提供個人投資者或機構投資

者更好的資訊以便進行投資決策 有助消弭

個人 法人資訊不對等的現象

為了鼓勵XBRL分析工具之開發 美國

及我國不約而同地舉辦XBRL軟體設計競

賽 XBRL Challenge參賽者眾且作品具深

度內涵 顯示市場上潛力及創造力無窮 所

產生的所有程式原始碼將保留在XBRL US

的網站上以供更進一步的應用 我國XBRL

軟體設計競賽係首次舉辦 學生在歷經三天

的學術研習營之後 短短一個月內即能創作

出可運作的程式 令評審印象深刻 未來將

參考XBRL Challenge的活動內容 包括透

過臉書宣傳 延長比賽期間 提供線上學習

課程 及參賽者分享其程式原始碼等

第二屆XBRL Challenge預計於夏末展

開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XBRL US官網

http://xbrl.us/research/pages/challenge.

aspx 我國的第二屆校園軟體設計競賽刻正

規劃中 預計將於明年寒假期間開訓 暑假

期間決賽 歡迎大家來挑戰

比較項目 美國 我國

主辦單位 XBRL US 臺灣證券交易所 XBRL委員會

贊助單位
CFA  I n s t i t u t e  Wha r t o n 
Research Data Services 

勤業眾信 資誠 安侯建業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

比賽期間 2011年7月至2012年2月 2012年1 2月

參賽者資格
開放給全球個人 學術團體 公
司

國內大專院校學生

參賽情形 84隊報名 實際繳交作品15隊 30隊報名 實際繳交作品19隊

評審
五位 分別來自財經 科技及學
術界

十位 包括金管會1席 證交所3席 會計師事務
所2席 科技公司2席 學者2席

獎金 優勝者獨得2萬美元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及特優 獎金分別為3
萬元 2萬5仟元 2萬元 1萬5仟元及1萬元
另優勝及佳作各7隊 各得6仟元及3仟元獎金

參賽其他好處
1.得以進入XBRL US資料庫並獲
取技術文件

2.參加網路研討會
參加為期三天於101大樓9樓舉行的學術研習營

問題討論方式 透過臉書 podcast 網路研討會 課堂上發問及事後以email與老師 助教長聯繫
原始碼 必須公開程式原始碼 並無要求開放原始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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