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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著近年來全球化的蓬勃發展 資

本市場間的關聯愈形密切 企業

財務資訊之交換也備受重視 可延伸

性商業報導語言 (eXtensible Business 

Reporting Language, XBRL)係一種溝通

財務資料的電子語言 主要目的在提供商

業資訊 俾進行後續分析 以既有的財務

報表資料格式為基礎 讓財報資訊供應鏈

內的各團體都能透過這個格式備置財務資

料 並予公告 交換及分析 相較於傳統

以PDF Word TXT與紙本等形式呈現的

財報 應用XBRL可降低資訊交流的障礙

提升資訊使用的效率

XBRL係一種國際標準 觀察XBRL

於先進國家的發展 我國推廣XBRL的腳

步較緩 基於XBRL對於國家基礎建設的

重要 為提升國家競爭力 國立政治大

學XBRL研究團隊(以下簡稱本團隊)於民

國94年8月成立 並獲得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工程技術發展處的 跨領域整

合計畫 評審小組之青睞 支持XBRL於

公部門與私部門的應用之整合型研究

本團隊成員含括會計與資訊領域之專家

學者 先後計有政治大學會計學系之馬

秀如教授(民國94/8/1~97/7/31) 蘇瓜

藤教授(民國97/8/1~迄今) 諶家蘭教授

(民國94/8/1~100/7/31) 臺北商業技

術學院會計資訊學系周濟群教授 (民國

94/8/1~迄今)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

所郭譽申教授(民國94/8/1~97/7/31)

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梁德容教授(民國

94/8/1~100/7/31)及臺北科技大學商業

自動化與管理研究所林鳳儀教授 (民國

94/8/1~100/7/31) 本團隊之主要研究

領域 包括資本市場資訊之申報與揭露制

度 中華民國會計科目分類標準(以下簡稱

ROC分類標準)與IFRS分類標準 標準化企

業報告 稅務申報 風險管理 舞弊預警

及XBRL於集團事業合併報表應用之相關研

究以及XBRL相關應用工具軟體之開發等大

項

以下彙整介紹本團隊之研究成果 期

能經由此等研究成果的分享 促使有志於

從事XBRL領域研究與應用的讀者繼續共同

努力 以確保國內XBRL的持續發展並提升

我國之競爭力

文 馬秀如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蘇瓜藤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周濟群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會計資訊學系副教授
     廖育輝  國立政治大學XBRL研究團隊專任助理

我國如何充分利用XBRL
提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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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資本市場資訊申報與揭露

在全球化環境中 資本市場的透明度

係直接影響國家競爭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市場透明度愈高 風險愈可以有效辨識與

回應 該資本市場易受青睞 因此 提高

資本市場透明度為各國提升國家競爭力的

方向之一 為使我國資本市場於全球化的

環境中取得相對優勢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先後成立財務會計準

則委員會 審計準則委員會及評價準則委

員會共三個制訂準則之委員會 透過建立

機制及規範以提升會計資訊的可靠性

為因應國際化的趨勢 會計研究發展

基金會復於民國98年9月在原有的基金會

組織架構下 設置IFRS翻譯覆審專案委員

會 鄭丁旺教授擔任總召集人 及XBRL委

員會 臺灣證券交易所林火燈副總經理擔

任主任委員 XBRL委員會廣邀了各界專

家學者 包括本團隊成員 擔任委員 希

望經由IFRS與XBRL的互通整合提升資訊

透明度 強化我國資本市場競爭優勢 其

後 我國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亦於

民國98年11月擬訂 推動上市櫃 興櫃

公司採用XBRL申報財務報告 計畫 邀集

臺灣證券交易所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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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本團隊成員

組成專案小組 致力於分類標準的制訂

開發申報工具與系統 並提供相關教育訓

練及宣導活動 本團隊持續積極參與此等

活動 並將累積之研究能量投入分類標準

之研究開發

分類標準可分為ROC分類標準及IFRS

分類標準 茲分別簡述如下

一 ROC分類標準

ROC分類標準係依據我國之各業別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為

基礎 並參酌歐美先進國家分類標準架

構進行研究設計 迄今已完成我國一般

工商業以及金融業 保險業 證券期貨

業 金控業與異業別合併之四大財務報

表分類標準 並依據監理需求設計前述各

業別之財務報表附註分類標準 除分類

標準之建置外 另有案例文件編製規範

(Instance Guideline)一份 如分類標準

有修正之必要 則以季度做為版本控管進

行維護 目前適用及已公布版本可連結至

http://siitest.twse.com.tw/nas/taxonomy/

taxonomy.html進行下載

為加速推動XBRL應用於資本市場 本

團隊於民國97年完成XBRL示範平台之開

發 此一平台可運用民國91年至民國97年

台灣五十指數成分股為主的77家公司之資

產負債表 損益表與簡明現金流量表 進

行財務報表分析 藉以讓財務資訊使用者

了解XBRL之應用 相較於以往須從各種

不同的格式以人工方式先進行資料處理

當格式標準化後 資訊處理效率能愈形提

高 本團隊在民國97年8月22日與臺灣

證券交易所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簽訂技術

移轉合約 將分類標準 轉換軟體及示範

平台(http://xbrldemo.twse.com.tw/)之相

關技術進行移轉 該技術移轉是國立政治

大學創校以來之第一件技轉案例 充分顯

示商業技術之重要性及其技術移轉之可行

性

二 IFRS分類標準

要達到財務資訊流通之利 有兩大必

要條件 其一為準則適用趨向全球化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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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資料存取格式統一化 首先 鑑於我

國將於民國102年全面採用IFRS 金管會

責成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邀集國內會計領

域學者與專家 完成IFRS全文翻譯 並委

託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與IASB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聯繫 取

得2010年版本之 IFRS分類標準 ( IFRS 

Taxonomy)中文標籤之翻譯授權事宜 現

已完成並交由IASB公布

由於正式採用 I FRS時 亦將採行

XBRL技術申報四大財務報表 並於民

國103年採行XBRL技術申報財務報表附

註 並由於臺灣 IFRS分類標準(TIFRS 

Taxonomy)係以IASB官方所發布之IFRS 

Taxonomy為根本 並輔以我國申報實務

需求所延伸制訂 故於民國100年鄭丁

旺教授主持並帶領本團隊共同完成IFRS 

Taxonomy翻譯複審 目前本團隊正進行

各業別TIFRS Taxonomy之設計制訂 其

中包含個別 個體與合併之財務報表及財

務報表附註 並協助臺灣證券交易所與財

團法人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設計XBRL申報工

具 該分類標準適用期間預計為民國102

年第一季以XBRL申報TIFRS財務報表之

四大表 及民國103年第一季以XBRL申報

TIFRS財務報表之附註

二 標準化企業報告

標準化企業報告(Standard Business 

Report, SBR) 正在國際間逐漸被使用 未

來可能成為國際標準 企業資料及其申報

皆消耗成本及時間 SBR主要目標就在降

低企業及政府所負擔該等成本及時間 其

應用範圍包括金融監理 稅務申報 資本

市場 政府預算 工商登記及統計資料

SBR之核心概念及採行方法為(1)簡化申報

格式 讓使用者清楚明瞭 (2)建立單一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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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窗口 並具備與主管機關互動之機制

(3)利用會計軟體直接自動產出多種報導資

訊 SBR之落實採用 能降低企業遵循成

本 讓企業資源得以有效運用 政府亦將

因為導入SBR而使得本身資訊能做更有效

的運用 無論在行政效率或政策決策品質

均能提升 簡言之 SBR即為國家資訊基

礎建設的重要一環 現有環境下 資訊的

多寡不再是絕對要件 資訊的使用效果及

效率才是國家整體競爭力的關鍵要素

本團隊以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為研究

目標 進行國內相關可行性研究 並至主

管機關 例如財稅資料中心 經濟部商業

司 進行推廣演說及訪談 訪談結果顯

示 各單位均樂見其成 並期待上級機關

能出面進一步加以整合 由上而下推動將

更能發揮綜效 除了SBR相關研究與推廣

活動外 本團隊也與經濟部商業司合作

依據商業司需求規劃出申報平台架構 並

完成建置工商業申報示範平台 希望透過

示範平台的建置 由工商管理之應用逐步

讓大眾了解SBR所能帶來的效益

三 稅務申報

近年來營利事業所得稅 個人綜合所

得稅等稅目陸續推廣網路或電子申報 以

增進稅額計算及申報的便利性 並降低徵

納雙方成本 稅捐稽徵機關為確實掌握稅

源 須建立可信的個人及企業資料 因此

專責儲存全國稅務資料的財政部財稅資料

中心 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這些資料無

論做為調查 統計或分析之用 均十分具

有價值 透過這些資料的分析 對於未來

國家發展方向的政策與制訂亦有所裨益

鑑於國外應用XBRL於稅務申報的成功

個案 本團隊曾赴財稅資料中心推廣XBRL

之發展 洽商我國財稅資料整合及資料單

一申報之藍圖規劃 並與財稅資料中心討

論以XBRL格式做為營業稅申報之可行性

本團隊研究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

(401表與403表)之分類標準架構 並完成

營所稅系統架構分析 稅務資料轉換與檢

核程式設計

四 風險管理 舞弊預警

投資之目的在於獲取合理報酬 但風險

往往伴隨而至 站在監理的角度 完善的風

險管理機制 可避免因少數企業的舞弊造成

資本市場乃至於社會的動盪不安 美國安隆

案與國內力霸案等事件之影響仍歷歷在目

故提升市場透明度之餘 建立完整的風險管

理 舞弊預警機制實為必要

本團隊研究先著重在建立XBRL技術能

量 而後進行XBRL技術之應用推廣 大

多數財務資料分析與應用機制已成熟 然

而機制之所以無法有效執行係礙於資料格

式不一 資料處理成本仍然過高 導致許

多良善的機制難以有效應用 雖然現行之

審計或風險管理領域均已有長足發展 但

舞弊預警制度相對而言並不成熟 其因有

二 首先 舞弊型態日新月異 然而規範

卻須經過相當時間及程序始能制訂 簡言

之 現有規範無法針對舞弊者有所警惕

且規範之制訂僅能以已發生或可預見的情

事做為制訂依據 但舞弊者往往採用新的

手法 故舞弊預警機制的建立實有所難

其二 即使建立了舞弊預防機制 往往因

為代理問題導致資訊不對稱 而資訊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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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點與資訊使用的效率與效果也影響甚

鉅 一旦資訊出現不對稱 隨之而來的即

是可能發生的道德危機 於是受任的管理

階層於企業內部侵占資產 對外則做出不

實財務報導 因此 本團隊期望透過分析

國內個案舞弊手法 辨識衡量舞弊風險的

指標以開發模型 並建立XBRL危機預警系

統

五 XBRL於合併報表之應用

面對現代跨國企業或集團整合經營模

式之複雜性 欲採用傳統方式編製合併報

表 必須人工處理大量資料 不僅曠日廢

時 亦無法確保資料的正確性 而且導

致日後稽核成本提高 資訊化程度較高

之企業雖然多數已導入ERP系統 然而其

分公司或子公司往往因時因地而採行不同

系統 此一內部系統的差異性導致資料無

法有效傳遞及運用 並造成資料可用性降

低 除了前述資料處理與格式差異之問題

外 尚有相關實務運作之諸多事項 例如

(1)會計準則之差異 (2)會計科目對應

(3)內部沖銷分錄 (4)持股比率變動 (5)

財務報導架構 (6)國外匯率轉換 (7)附

註揭露資訊差異 (8)企業財務資訊審計的

困難等 有待企業審慎處理

本團隊針對上述可能造成合併報表

實務運作之障礙進行分析 並透過XBRL 

GL XBRL FR等架構編製合併報表之分

類標準 首先 本團隊以我國 IFRS

美國 中國大陸之分類標準 進行整合分

析 並依據資訊的性質 將資產負債表與

損益表標準科目予以劃分 建立完整的分

類標準架構 其次 本團隊參酌國內四大

會計師事務所XBRL事務負責人及IFRS準

則專家之意見並與以整合 以建立各國準

則轉換資料庫 研究結果對於企業內部資

料自XBRL GL轉換至XBRL FR時 將減少

大量對應作業與成本 亦可解決因會計準

則差異性造成的轉換障礙 將有助於集團

企業合併報表之編製及揭露 以提升其競

爭力

六 XBRL相關應用工具軟體開發

為推廣XBRL技術之應用 並將本

團隊研究成果直接回饋給產業及社會

本團隊已將所開發完成的XBRL相關應

用工具軟體 包括XBRL-FR/GL to CSV 

Converter TTX Transformer等軟體

釋出為開放源碼軟體 並將程式原始碼開

放於國科會補助中研院資科所成立的自

由軟體鑄造場(Open Foundry)平台 在

APACHE2.0授權條款下 提供免費使用

或作為軟體開發者開發相關軟體之用

XBRL相關應用工具軟體可至http://www.

openfoundry.org/of/projects/1938免費下

載使用

綜合上述 我國為厚植國家基礎建

設 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 國科會工程處

於民國94年補助本團隊進行相關XBRL相

關研究與推廣 後來各政府單位 臺灣證

券交易所 財團法人櫃檯買賣中心等單位

與專家學者均戮力推動XBRL之應用 目前

之初步成果仍僅集中於資本市場 相較於

其他先進國家 近年來我國產業的推動

使我國已擁有高科技優勢 本團隊期望政

府相關單位整合各界資源 公部門與私部

門同步推動XBRL於其他領域之應用 俾使

我國整體競爭力得以進一步提升

604_10-31.indd   16604_10-31.indd   16 2012/8/9   下午 10:43:042012/8/9   下午 10:43: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