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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證券交易所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

計研究發展基金會XBRL委員會於本(101)
年7月30日假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辦
2012 XBRL國際研討會 邀請IBM商業
分析與最佳化服務(Business Analytics and 
Optimization, BAO)的專家Levine Naidoo
蒞臨演講 Levine是澳洲政府減少企業申
報負擔專案的主要推手 經常受邀分享他

在整個標準化報告供應鏈應用的經驗 他同

時也是議題領導(Thought Leadership) 策
略發展(Developing Strategy)及潛力開發
(Capability Enablement)方面的專家

Levine本次演講的主題訂為 Build a 
Smarter Planet with New Intelligence
Systematic risk early warning 談的

是運用新科技(XBRL)達到系統性風險早
期預警的目的 首先介紹何謂系統性風險

(Systematic risk)及全球金融生態系統現
況 接著討論導入XBRL以提高資料透明度
與降低申報的負擔所遭遇的挑戰 以及如何

因應這些挑戰 演講紀實如后

全球金融生態之系統性風險

系 統 性 風 險 指 的 是 在 金 融 生 態

(Financial Ecosystem)中各實體間因為彼
此連結及相互依存所可能引致的風險 以

及當其中某個單一實體或群體發生問題時

可能產生的骨牌效應 2009年英格蘭銀行
的金融穩定執行長Andrew Haldane提出一

個概念─利用網路理論找出系統性風險

他認為電子網絡 流行病(如SARS)的傳
染 金融系統的崩解其實是同一棵網路家

庭樹(network family tree)上的不同分枝
故網路的概念有助於我們了解金融生態的

系統性風險 經過金融風暴之後 我們發

現全球各金融體系間的連結度相當高 在

2011年的任一時點上 有超過74兆美元
在全球流通 同時有250億份市場資料訊
息在全球交易系統流通 且有越來越增加

的趨勢 可見我們所面臨的不再只是單一

的金融危機 而是全球的經濟危機

從圖一我們可以看到主管當局 政策制

定單位與監管單位的任務正在快速的發展

且彼此之間的工作任務有所重疊 而他們全

都聚焦於健全(soundness)及經濟上的穩定
(economic stability) 舉例來說 企業應相

關法規的要求 必須在不同時間點 使用不

同格式 申報相似甚至是相同資料給不同之

主管單位 無形中增加了企業之申報成本及

負擔 而從政府的角度來看 各機關間無法

共享相關申報資料造成資料利用效果受限

澳洲政府也注意到了這個現象

於2007年開始進行標準財務報告計畫
(Standard Business Reporting, SBR)並將
原本XBRL的應用範圍從資本市場擴及到整
個金融體系 包括銀行 保險 工商登記及

稅務的管理上 澳洲政府近來也宣布XBRL
此一標準的資料格式亦將為退休基金產業

(Superannuation industry)所使用 截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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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BRL新觀點-
系統性風險的早期預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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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為止 對澳洲

的220萬個企業
而言XBRL仍是選
項 不過明年開始

將變為強制性

澳洲稅務主管機

關宣布從2013年
7月開始強制要求
退休基金以XBRL
格式申報資料 在

2014年所有的企
業必須以XBRL申
報稅務資料 屆時

XBRL將成為唯一
申報格式  

事實上XBRL
也可以應用在非

金融生態系統

如 政 府 基 金 與

振 興 股 市 基 金

(stimulus fund)的
管理 社會服務

非政府機關與非

營利機構之管理

以及醫療服務等

領域

導入XBRL之挑戰

下面列出幾項導入XBRL所面對的挑
戰 首先 以人工方式標記訊息標籤是負

擔重 成本高的過程 XBRL對於企業產
製報告的方式是一項根本的改變 它需要

耗費很長的一段時間去改變整個生態系

統 它將是一個緩慢而費力的過程去趨使

相關的組織或組成份子作改變 而如何在

資源受限的市場中發展客製化方案去採用

XBRL 處理及驗證更是一大挑戰 以上這

些因素可能使得SBR無法全面強制實施
或是市場須耗費極長的時間才能達到成熟

階段 監管機關與市場參與者也很有可能

錯失預測及因應系統性風險的時機

因應挑戰的好方法

要解決以上的問題 首先 我想利用下圖

向大家介紹網絡(Network)的概念 圖中的立

方體代表由XBRL格式資訊或報告組成的資料
網絡 這是利用XBRL是由眾多資訊點所組成
的網絡特性 以多維度的方式搜集網絡資料  

以下提出幾個可行方案應具備的特點

提供大家作參考

1. 利用多段式管道 ( m u l t i - s e g m e n t 
channels)增加擷取的資訊 例如 使用人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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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Financial System is a highly interconnected network or ecosystem

資料來源 Build a Smarter Planet with New Intelligence: Systematic early warning  (2012) IBM

圖二 XBRL資料收集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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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能夠達成標
籤編製的自動化

2. 除了自動化標籤這個步驟外 還要標準化整

個流程 假如能夠有效降低資訊揭露成本

企業採用XBRL的意願便能提高
3. 使用現成的商用軟體使XBRL資訊能夠在不
同企業間交換 藉此降低自行開發的成本與

困難以促進大家使用XBRL
4. 進行安全XBRL檔案傳輸的管理並且同時符
合政府的法規 事實上 所有解決方案都須

確保資料安全 能夠驗證資料並解決傳輸上

的問題 且要是立即可用的 這樣才能夠即

時因應目前企業面對的問題

希望藉由以上提到的方法達到降低申報

程序上的負擔 並且有效提高申報資料的數

量 質量及資料透明度的目標

資料分析才是最終目標

我認為XBRL只是幫助達成目標的方法
而非最終目標 進一步分析我們搜集的資料以

作出更好的決策才是我們最終的目標 好的分

析方法應該要能夠提高市場監管能力和活力

同時降低市場風險 以下為分析方法之步驟

1. 首先 應以數理的角度來檢視這些資料點

利用統計運算分析出資料點間的依存關係

關聯性及風險的所在 並從中預測網絡中可

能發生的問題 換言之 當網絡中有錯誤發

生 我們可以透過網絡結構找出問題發生的

根源 並且輕易預測錯誤對市場中其他實體

所可能產生的影響

2. 接下來 利用分類(Classification)技術分析
過去歷史資料 找出過去在不同情況如經濟

政策的改變及新法令的頒布等事件發生對

市場所造成的影響 並在真正作出改變前預

作情境模擬分析

3. 最後 依據區隔技術(Segmentation)將所有實
體歸類並判斷是否符合該分類 運用分析的

技術 我們可以了解事件發生的形態 彼此

的連結及依存關係 進而選擇較佳的決策

我們也可以在報告中標記出可能產生風險的

資料進而產生預警 並觀察實際發生狀況與

預警是否不同 此外 我們也能自行定義預

警產生的條件及方式

XBRL提供我們以更聰明的方式搜集與分
析資料 而搜集與分析間也存在著反饋迴圈

(Feedback loop) 舉例來說 分析資料之前

必須先了解需要搜集哪些資料和搜集方法 當

分析資料並進行決策時 時常需要額外的資

訊 這時就必須回歸相關分類標準的重新加以

定義以囊括更有效的資訊 簡言之 反饋迴圈

是一個不斷相互影響且不斷改善的過程 最

後 還要向大家強調的是系統性風險預警的產

生除了需要掌握以上提到的搜集資料與分析

資料之外 還有一點是要盡可能的減少搜集資

料與分析資料的時間差 這樣才能夠即時提出

警訊

圖三 搜集與分析資料之反饋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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