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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錢怡今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經理
     區耀軍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淺談我國XBRL分類標準未來之修訂

可延伸商業報告語言 Extensible 

Business Reporting Language 以下簡

稱 XBRL 係一種使用電子交換企業

資訊之語言 此種語言使企業得以結構

化 機器可閱讀的格式申報其財務資訊

它的出現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建立一套標準

的財務報告語言 一種可讓財務資訊清楚

交換的科技標準 遵循這套標準 不同平

台間擷取財務資訊進行分析及比較 不但

同地區不同公司之財務報表可比較性大幅

增加外 甚至跨地區財務報表之可比較性

亦會增加 透過更有效率平台取得及交換

財務資訊 方便投資人收集 分析及比較

各類資訊 使取得財務資訊之成本大幅降

低 並提高財務資訊之正確性與重複利用

性 故XBRL技術自20世紀90年代末問世

以來 一直為各國所積極推展 我國亦於

2010年起推動上市櫃公司採用XBRL申報

財務報表

XBRL 技術架構之概要

XBRL 的基本技術源於 XML 由三個

主要部份所構成

◎ 技術規格 (Specifications)：由 XBRL 國

際組織制訂 所有XBRL文件之基礎 各

國並無規格書的制定權 只能於訂定其

分類標準或產生案例文件時選擇規格標

準版本

◎ 分類標準 (Taxonomy)：由各國選定一

種規格書版本後按照本身的會計準則

自行制定 用來規範XBRL案例文件

之編製 檢驗案例文件是否合乎規格

(validation) 供企業於編製XBRL企業

報告時遵循

◎ XBRL 案例文件 (Instance Documents)：企

業按照分類標準的規範將財務報表內容

編製成 XBRL 案例文件 資訊使用者則

利用XBRL案例文件進行分析及比較

其中分類標準實為技術架構之核心組

成部分 對於能否促進財務報告資訊之交

流著實扮演重要角色

我國分類標準之規劃建置

我國XBRL分類標準之規劃建置 始於

2001年國家資訊基本建設產業發展協進會

(NII)進行技術性評估 至於現行使用之財

務報告XBRL分類標準架構 則係於2008

年至2009年間 由國科會研究團隊依據財

務會計準則公報及由主管機關發布之各業

別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與會計科目代碼 制

定初版之各業別四大財務報表分類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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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後由臺灣證券交易所及櫃檯買賣中心成

立 推動上市櫃 興櫃 公司採用XBRL申

報財務報告 專案小組 下設之分類標準

工作小組多次討論並進行多次意見徵詢及

召集公聽會 從而制訂出我國上市櫃 興

櫃 公司使用之財務報告分類標準

現行我國分類標準內容包括資產負債

表 損益表 股東權益變動表 現金流量

表及財務報表附註 其中附註內容目前僅

針對公司沿革 各科目會計政策 會計原

則變動及其影響以及附註揭露事項之部分

表格訂出相關標準 以產業別作區分者

則分為一般行業 證券期貨業 保險業

金融業 金控業及異業別等六大業 並按

財務報告內容區分為個體單一報表及合併

報表兩類 由於我國上市櫃 興櫃 公司

將於2013年開始全面採用IFRS 日前分類

標準工作小組刻正進行IFRS版之XBRL分

類標準訂定

XBRL財務報告分類標準未來建
置之淺見

筆者曾多次參與財務報告分類標準制

定之討論會議 並輔導部分公司以XBRL

申報財務報表之工作 對於現行XBRL財務

報告分類標準內容於使用上存在之些許問

題 及未來分類標準之修訂延伸 自資訊

使用者之角度提出幾點個人看法供於未來

修訂XBRL分類標準之參考

(一)分類標準延伸內容之建置優先順序

目前我國財務報告分類標準主要內容

以滿足證券主管機關監理者之需求為主 具

有一定監理導向 例如以XBRL申報附註揭

露事項等以監理為目的之部分表格內容 由

臺灣證券交易所舉辦之2012 XBRL研討會

中 與會講者Chie Mitsui (Data Analyst, 

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 曾提出建議

若我國XBRL案例文件內容能增加提供投資

法人機構用來評估投資之資訊 例如公司股

利發放情形等 對提升我國證券市場之能

見度 吸引國內外投資機構參與我國資本市

場 將產生相當助益 當XBRL資訊之需求

者大幅增加時 必能驅動XBRL軟硬體供應

廠商投入研究開發之誘因 即各公司及軟體

開發業者投入開發XBRL產製或分析工具之

興趣及意願 增進XBRL之推廣及使用 因

此未來我國財務報告分類標準內容擴大建

置時 建議可優先自投資者 尤其法人投資

者 及產業分析機構等財務報表資訊最大使

用者其訊息收集需求角度為始點

目前 推動上市櫃 興櫃 公司採用

XBRL申報財務報告 專案小組 下設之分

類標準工作小組進行分類標準制訂及討論

時 與會人員多來自證券主管機關監理部

門 會計準則制訂機構 四大會計師事務

所 產業公會代表 建議日後應協同產業分

析機構 投資法人等資本市場上資訊最大使

用者來共同討論研究

(二) 分類標準之延伸內容應考量與其他

分類標準之相容性

採用XBRL雖然讓財務報表資訊之交換

及收集更為快速 但仍受限於各國現有會

計準則之差異 亦即XBRL仍會因各國會計

準則之差異及分類標準設計之差異而影響

使用者對XBRL案例文件之應用

比較目前主管機關所公布之IFRS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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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內容及IASB所公布之IFRS分類標準

內容仍存在相當大之差異 主要差異在於

我國四大報表之分類標準科目眾多 與國

際通用報表揭示格式有所不同 例如我國

分類標準將應收票據 應收帳款及其他應

收款均訂定為三級科目 而IFRS分類標準

則將此三科目合併以 Trade and other 

current receivables 表達 因此當外國

使用者下載我國公司案例文件後 須先了

解我國分類標準與IFRS分類標準之差異

再另行將應收票據 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

款三個科目之數值合計後 方能與採用

IFRS分類標準之他國公司財務資訊進行分

析比較 致徒增使用時間及錯誤風險

由於能使財務報表之閱讀使用更為準

確及有效率的媒介為標準 而非XML技術

本身 惟有當以一致性標準對所有財務資

訊進行標記(tagged)時 XBRL效益方能充

分發揮 因此日後訂定財務報表之各個報

表及附註內容分類標準時 建議宜參考其

他同樣採用IFRS之國家其分類標準內容

增加我國分類標準與他國分類標準之相容

性 若因監理目的而於分類標準內容延伸

獨特別於其他分類標準之內容時 亦宜提

供相關指引予XBRL資訊使用者 避免因誤

解分類標準內容 而增加XBRL資訊之時間

成本及使用風險 甚至因使用的不方便性

而影響資訊使用者之使用意願 有違XBRL

的核心價值

(三) 未來應予考量選擇全部採用IFRS申

報者之申報問題

我國自2013年開始全面採用IFRS 惟

所適用之IFRS係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

下稱金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國

際會計準則 解釋及解釋公告 該內容與國

際會計準則理事會發布生效之各號公報仍

存在部分差異 目前進行修訂中之分類標準

亦此為基礎進行修訂工作 但金管會於民國

101年金管證審字第1010033367號公告

已發行或已向金管會申報發行海外存託憑證

之公開發行公司 不含其子公司或轉投資公

司 其財務報告依當地主管機關規定須依

最新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調整者 得報

經金管會核准後 自2013年起採用國際會計

準則理事會發布生效之各號公報編製財務報

告 此函示之發布將使部分有於海外掛牌之

國內上市櫃公司得選擇全部採用已發布生效

之各號公報來編製財務報告 惟目前主管機

關尚未允許公司得自行延伸分類標準之情況

下 未來該類公司應如何以XBRL申報財務報

告 宜儘早列入分類標準修訂之考量範疇

(四)建立回饋機制

現代企業所面臨之財務報導環境是複雜

而多變的 要訂定一套高品質XBRL分類標準

無疑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 更不可能是一

蹴可幾 一套完善的標準需要持續透過修訂

與應用不斷地循環之過程逐步改善 實務應

用中所產生之回饋意見更是推動標準逐臻完

善的最佳泉源 筆者建議 除每次修訂分類標

準之意見徵詢作業外 可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XBRL資訊平台增設意見回饋專區 搜集申報

者與使用者之問題與意見 以及時作適當修

訂 使資訊申報平台更臻完善及便利

參考資訊來源

臺灣證券交易所 財務報告語言(XBRL)專區

Bryan Bergeron XBRL:21世紀的財務報

導 吳琮璠教授 IFRS分類標準架構及內

容之分析暨對我國分類標準建議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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