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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品質管理

就近年來的觀察 資誠(PwC Taiwan)發

現 資料分析者所關注的需求 已從 資料的

有無 進一步轉向 對資料品質的要求

其中 資料的品質 就長期而言

需先改善四個層面 1.容許多元的資料

介接 2.滿足即時的資料傳遞 3.確保資

料的正確性 4.保留分析角度的彈性 然

而 可延伸商業報導語言(XBRL)的特性正

是符合這些需求的最佳方案

若再進一步解釋XBRL的特性 作

用 其實 就如同在充滿資訊流的一個

水管 極為重要的環節換上 XBRL套

件 其中 橫剖面大約有幾個主要結

構 Schema Presentation Reference

Definition Label Calculation

當 XBRL套件 被裝置到系統之後

資訊流 這個水管中的水量將更為擴大

並更加多元化 就像富含礦物質一般 所

有資訊更具即時性 也更有被分析的價

值 水量更大 流速更快 處理資料的效率

大幅提升 此外 資料申報 在此環節

不會因資訊錯誤而產生人為疏失

資誠在實際研究及運用XBRL的過程

中 除了發現資料編排結構很有彈性 且

符合一般公認會計準

則 過往資料儲存方式

常因為資料量愈來愈

大 導致效能遞減 報

表緯度不夠靈活 電腦

運算負荷量大增 相對

來說 XBRL在此方面

所具有的彈性 讓企業

擁有更多的電腦資源進

行分析及運用

文 李潤之  資誠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XBRL資料運用
資誠的智慧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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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系統的緣起

資誠向來重視資料分析者的需求 因

此 我們從會計師事務所內部開始 搜尋

相關技術 例如 會計師在進行審計簽證

服務時 必須深入瞭解客戶 瞭解他們在

財務風險上的變化 若有向下趨勢變化產

生 則應適時提醒相關財務主管 採取進

一步地應變措施 同樣的 顧問諮詢服務

也常利用這些財務資訊 協助客戶進行標

竿比較 讓客戶了解好的公司財務表現如

何 風險大的公司表現又如何 而企業若

導入資訊系統後 可以如何改善財務指標

等相關資訊

資誠企管諮詢服務部門早在多年前

為支援企業內經營決策的擬定 就組成一

個涵蓋資訊 統計 財務 會計相關專業

的團隊 籌建第一代的財務資訊分享平台

(Decision Intelligence Platform, DIP)

該平台可為客戶做財務分析 建立並比較

財務績效指標的強弱

以往 在分析的過程中 光是花費在

查詢大量上市櫃公司的財務資料 就占了

大半時間 使得顧問僅能運用剩下不到一

半的時間進行分析 判斷和建議

造成時間延宕的主因 主要是因為公

司財務資料的揭露格式 多以PDF電子檔

或紙本的格式進行 因此 若要運用這些

資料 只能以人工輸入 剪貼等曠日廢時

的方式對資料進行加工處理 如此一來

對於資料品質的維護無疑是一大挑戰

主管機關大力推動XBRL

後來 在第二代財務資訊分享平台

(DIP2) 的開發上 專案成員試圖改善這

些缺點 採用了較為可靠的付費資源 直

接將大量的上市櫃企業財務資料儲存進資

料庫 透過相同引擎 將資料帶進Office 

Excel軟體中幾個產業常用的分析表單範

本 而後 自動產出所需報表 大大簡化

了處理資料冗長且易生錯誤的過程

但是 因為 資料內容的來源 與

資料分類標準 實質上是兩個相互獨

立發展的個體 前者是人工輸入或擷取

後者則仰賴程式設計人員先了解資料內容

變更 再評估要如何修改軟體讓資料欄

位同步更新 隨著時間的流逝 若要維持

兩者的同步 除需花費不少軟體維護成本

外 技術難度也逐漸增加

所幸 我國主管機關大力推動XBRL

資誠內部專案成員也以XBRL為技術 藉由

XBRL格式的財務資料 開發出第三代財務

資訊分享平台網站(Analytics)

由於臺灣XBRL標準與相關會計規範的

正式出現 我國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財報均

依循一致的標準編制及申報 如此在 資

料取得 與 正確性 皆可確保的狀態

下 大量節省了處理資料的時間成本 此

變革讓專業服務的投入可為客戶創造更豐

富的價值 即 透過資訊工具的輔助 資

誠能儲存並處理大量的財務資料 甚至結

合其他外部的資料來源 產生更具有分析

價值的評估報告

強化系統效能　優化資料研析

資誠研析(Analytics)網站的資料源分

成 XBRL 與 非XBRL 類型之資料

有些資訊並未納入XBRL 但卻是在分析時

不能省略的資訊 例如每月營收申報即為

重要資訊 所以應從其他的管道 將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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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彙整到資料庫裡 臺灣證券交易所及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積極廣邀全球將財務

報表外資訊 例如 企業活動(Corporate 

Action)納入XBRL範疇的市場專家 分享

該國實施經驗 據瞭解 不久後應可有類

似資訊提供研析運用 XBRL財報中的部

分欄位資料於匯入時就自動進行彙總運算

(如 營收產值 持股百分比 市占率

等) 而其他財務報表欄位內之數值 則於

資料分析者查詢特定網頁時 才進行解析

並套用至各種分析模型中 因此能節省許

多儲存空間 避免系統效能低落

市面上財務分析網站很多 資誠響應

證交所推廣應用XBRL 真正使用XBRL

資料解析 將各公司申報的文件放入資

料庫內 再運用分類標準 篩選出這些

資料 之後用物件方式儲存 並仔細定

義物件包含的屬性類型 將物件儲存在

系統的記憶體內 提供後端網站加值運

算 這套解析的過程僅在彈指之間 毋

須花太多時間處理 使用者可透過下方

系統架構圖的呈現 瞭解整個XBRL技術

的應用過程

資誠研析(Analytics)網站不但可透過

人工智慧協助顧問做出決策 顧問更可透

過此系統分析 為客戶帶來更大效益 的

確 資誠內部專案成員已為系統增添了許

多加值運算分析的功能 而且持續地研

發 進而增強資誠的服務價值

視覺化報表 摒除雜訊干擾

透過此系統 可採用結構方式呈現財

報 用結構化方式逐次打開來分析 除了

可以摒除看財報時不重要雜訊的干擾之

外 亦可採 視覺化 看報表 假設要看

現金流量表 用手機訊號圖示簡化代表現

金流量 綠色為流入 紅色為流出 這其

實是把性質類似的會計科目整合分析 以

間接法調整 從營運之稅後純益開始 如

營運資金變動的高低 投資活動產生產能

較多 還是於子公司控制股權較多 在此

即可一目瞭然 此外 可同時檢視4家我國

上市櫃及公開發行公司的財務報表 針對

特定會計科目增減變化情況做分析 例如

現金 現金流量 營業循環天期

經由此系統 除提供公司主要經營業

務組合的資訊外 亦可長期記錄 比較各

月份的營收比重趨勢變化 以及淡旺季節

營收的落點月份 而企業欲經由財報了解

於業界所處位置與排名 透過產業標竿分

資料源

資料庫

XBRL解析

Web服務

使用者

PwC Taiwan Amalytics

(匯整 計算)

指令源

XNL資料匯入成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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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功能 可顯示公司在特定財務比率中的

排名 強弱與趨勢

企業價值報告　提供網絡化資訊

至於系統中的 企業價值報告模

式 其實資誠早在十年前 就已提出改

善年報的方式 年報內許多資訊對投資人

不夠直接 為了希望投資人能清楚與快速

掌握這些資訊 根據這項概念 將財務比

例與價值相關的內容收納與分類 包括價

值策略 價值投入活動 價值呈現等 所

收納的各項財務比率指標 提供資本市場

投資人逐季追蹤投資標的之價值表現

此系統也特別設計了公告訊息檢索的

功能 可依關鍵字全文查詢上市櫃公司依

法發布的公告或即時重大訊息 若想瞭解

哪些企業受到重大特殊事件影響 例如

前陣子受到塑化劑影響的企業究竟有哪

些 企業面臨此事件後 財務是否受到影

響 透過系統很容易能找到這些資訊 最

後會發現這些公司可能橫跨食品業 塑膠

業 生技業 觀光業等產業

資誠研析網站的應用

企業若為行銷目的 需要找到好的客

戶 藉由公司財報 趨勢變化等條件 篩

選出潛在客戶 以符合內部需要

此外 資本市場當然也有廣大的投資

人 投資股票時需要從各個角度切入 資

誠鼓勵投資人從基本面看財報 因為這個

工具 使財報能夠更貼近於使用 讓投資

人的分析回歸基本面

 

一般企業利用資誠研析(Analytics)網

站查詢公司公開財務資訊之主要目的 不

外乎進行 同業競爭分析 或是 供應

鏈上的上下游客戶關係分析 甚至是

發掘潛在客戶的行銷活動分析 而特

定行業如銀行 證券或投資機構亦可採用

本系統所提供的資訊 做為其研究報告內

容的一部分

總之 XBRL資料在資誠內部的應用

已是顯而易見 但資誠更期待對於臺灣整

體可應用的範疇 能達到拋磚引玉之效  

(本文由資誠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蔡

大任經理 俞柏丞資深顧問協助完成)

相關網站

1. 資誠PwC Taiwan Analytics　https://www.

xbrl.com.tw/XBRL/

2. 資誠XBRL專區　http://www.pwc.com/tw/zh/

xbrl/index.jhtml

3.資誠官網http://www.pwc.com/tw

4. 資誠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

PwC.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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