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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美國證券集中保管結算公司(Depository 

Trust & Clearing Corporation 簡稱

DTCC) 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 簡稱SWIFT) 及美國

XBRL組織(XBRL US)在經過多年的研究合

作 發行公司到投資者 企業活動(Issuer 

to Investor Corporate Actions) 計畫

於2011年6月宣布企業活動的分類標準

(Corporate Actions Taxonomy)已經完成

XBRL已可應用於企業活動訊息之發布

企業活動 (corporate actions)係

指任何會影響投資者行為的活動 包括發

放股利 支付利息 更名 股票分割 收

購 合併 公司債贖回及買回 分割 發

行權證 交換 拍賣 發放紅利 重購回/

出價及破產宣告等 態樣超過50種 如發

行公司發行權益證券或公司債 此類活動

必須被精確描述且傳達給所有的股權持有

者及公眾 公告的訊息可能包括日期 利

率 期間 價格 選擇權 發行條件 除

外條款 鑑價者資訊及其他特殊資訊 其

間有大量資料被包裝在法律用語裡以避免

或消弭該活動可能引起的訴訟 若是企業

活動複雜 文件將長達數百頁之譜

每年公告的企業活動訊息數十萬件

此類資訊傳統上甚至主管機關要求都是以

紙本為主 在經過中介機構的編譯及重新

輸入後 訊息在傳達到終端投資者時

可能文意與發行公司當初公布的已有些

許不同 此外各國對於企業活動訊息的揭

露 並沒有一致明確的定義標準 市場上

一定有更好的方法 難道我們不能

從源頭直接獲取資料嗎 的心聲 驅動

了利用XBRL傳達企業活動訊息的倡議

SWIFT的全球市場經理Max Mansur在

2006年於英國聽到有關 在文件中以標籤

標示重要資訊 的科技 即在SWIFT的年

度金融機構國際研討會(Sibos, SWIFT s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的簡報中提及 獲

在場的DTCC執行長Don Donahue評論及促

成相關研究起步 雖然當時證券及金融市

場協會(SIFMA, Securities Industry and 

Financial Markets Association)的企業

活動部門向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Security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提議要

求發行公司申報購併資訊時提供重要資料

的摘要未獲採行 但 從發行公司直接取

得資料 的需求已成形 另外SEC要求上

應用領域的創新
XBRL應用於企業活動公告訊息

文 侯采雯 臺灣證券交易所市場推廣部專員
     盧廷怡 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XBRL委員會專案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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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申報XBRL財務報告之規定也刺激

了相關研究發展 因為申報財報及發布企

業活動的個體是一樣的 有時甚至使用相

同的文件 此外 2008年的金融危機導致

對資訊透明度的要求更熱切 需求加上適

當的科技 再加上ISO 20022的發展 企

業活動訊息以XML格式呈現 即為 發行

公司到投資者 企業活動 計畫的基礎

SWIFT美國執行長Chris Church DTCC執

行長Don Donahue也加入XBRL US成了計

畫的催生者

臺灣證券交易所鑑於企業活動公告訊

息對大眾投資者的重要性 同時體認到企

業活動是整個資本市場裡最不自動化的一

環 既然最不自動化 從另一個角度來想

就是最有改善空間的 故本次主辦2012 

XBRL國際研討會 特別邀請SWIFT的代

表從設計者的角度暢談前揭合作計畫 同

時亦邀請保管銀行花旗集團(Citi Group)的

代表以使用者的角度來分享將XBRL運用於

企業活動公告訊息的實務經驗 以下是演

講內容的摘要

主題  XBRL如何結合ISO 20022改善發行人到投資者之間的溝通 ( How 

XBRL Streamlines Communication from Issuers to Investors with 

ISO 20022 messaging ) 

講者 Kineth Yuen (Directors, SWIFT)

首先介紹XBRL以及ISO 20022的優

點 如何利用這些優勢 使它成為美國的

標準 甚至是全世界的標準 接著我會說

明XBRL US SWIFT和DTCC這三個組織

到底是怎麼合作的 希望透過我的說明

大家能夠得到一些啟發 並將這個模式應

用在不同的領域上  

XBRL與ISO 20022的優勢

XBRL是非常好用的標準工具 它能夠

幫助我們建立可靠的資料庫 這並不是一

般的資料庫 其中包含許多特點 而XBRL

使資料庫變得更容易使用(user-friendly)

更動態(dynamic) 其中一個特點是分類標

準(Taxonomy) 有些資料庫稱之為資料欄

位(Field) 這些分類標準讓同樣的資料即

使在不同地方以不同的語言定義 都能相

互對應

那這又為什麼跟 I SO  20022有關

呢 ISO 20022是一個標準的制定方

法 由SWIFT所制定且經過國際標準

化組織( 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Standardization, ISO)的認可 或許各位

已對ISO 15022相當熟悉 我們都知道

ISO 15022是透過SWIFT的網路傳輸的開

放標準 ISO 20022也是如此 不過比起

ISO 15002更好的部分是ISO 20022是以

XML為基礎撰寫 同時也傳承了部分ISO 

15022的資料辭典特徵 另外 不論是ISO 

15022或是ISO 20022 兩者皆是全球通

用的資料傳輸及分類的標準

XBRL與ISO 20022分別是建立資料庫

及資料的處理及定義的兩個關鍵要素 過

去 DTCC使用的舊式資料系統需要大量的

人工輸入 但是要如何簡化從公司端到投

資人端的流程呢 這時候就必須仰賴XB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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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ISO 20022的通力合作了 事實上 全

球通用的資料辭典已經定義完成 也就是

大家所知的ISO 20022 你可以想像 當

全球通用標準及XBRL的分類標準都到位

時 就處理流程來說 我們就能夠以ISO 

20022標準來定義從企業端到終端間的各

個端點 同時我們也能瞭解在強化這些標

準前企業需要什麼

導入XBRL與ISO20022在企業活動訊

息的應用

現金股利 利息支付 這些企

業活動訊息的類型大家都非常熟悉 對

DTCC來說 它希望在訊息宣佈的一開始

就能夠掌握上市公司所發布的企業活動訊

息 而不是接收由上市公司的代理機構所

發出的訊息 DTCC為什麼選擇ISO 20022

和XBRL作為標準呢 第一 XBRL本身

提供市場上的使用者許多已建置完成的工

具 電腦透過這些工具能夠讀取 處理

XML格式的資料 第二 運用ISO 20022

字典所有資訊的都能夠被定義

DTCC又為什麼會在意這些 過去 不

論身在流程中的哪一個部份 他們發現資

訊的交換既不容易且需要花費相當多的時

間 也許託管機構 資料處理中介者都能

夠提供他們結構化的資訊 但這代表資料

是從文字檔或紙本擷取出再經過編譯 這

樣的資料準確嗎  DTCC無法得知 我該

相信這些資料嗎 我該不該根據這些

資料進一步動作呢 所以即使他們能

夠取得資訊 他們仍然暴露在風險之中

同樣的 投資者也面臨相同的問題 如果

在接收資訊後還需要進一步的驗證 那就

無法作出及時的決策 而從發行公司的角

度來看 他們原本希望發布創新 具有豐

富內涵的企業活動資訊 以為其投資者帶

來益處 但最後他們選擇放棄 主要考量

愈簡單的內容愈容易被解譯(interpret) 他

們並不希望訊息受到扭曲

圖一 從發行公司到投資人間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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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圖我們可以知道整個資訊供應鏈

從發行公司到投資者之間有許多不同的參

與者 如主管機關 證券交易所 證券集中

保管結算所 保管銀行 經紀商及資訊中介

者等 皆可能因流程改善而受惠 過去資訊

中介者並沒有依循一套標準或以適當的方

式處理資訊 這也是目前市場傾向支持企

業活動訊息標準化的原因 從ISO 15022跟

ISO20022的觀點來看 大部分活動都在託

管機構及次級託管機構之間 有時也包含一

些投資機構 除此之外 不在圖中的SWIFT

使用者如信託機構(transfer agent)及登記機

構(registrar) 他們也能夠直接連上SWIFT

網路交易 那麼如何讓不同的使用者使用標

準化的資訊 這正是我們想要討論的部分

在2011年全球有85,000家上市公司發

行股票 隨著市場不斷發展 發行公司數量

變得愈來愈多 規模也愈來越大 潛在風險

也愈來愈大 相同的 投資的規模和金額還

有市場流動性也會不斷增加 該怎麼解決

這些問題呢 導入ISO 20022和XBRL正是

解決的方法 我認為在DTCC與SWIFT導入

XBRL之後能夠幫助資本市場的訊息變得更

標準化 同時 我們也充分利用XBRL與ISO 

20022的優勢 並將DTCC採用此解決方案

的經驗分享並協助世界各國的組織團體

我想強調的一點是 目前而言發行公

司對於資訊在傳輸當中如何被不同的參與

者所解釋及利用並無法控制 當發行公司

將資訊以書面或敘述形式傳遞給中介者

時 由於中介者包含了各種不同的機構

而各組織間又會根據自身需求對同一資

訊作出不同的解釋 所以當這些資訊到達

使用者端時 這些資訊便可能因重覆解釋

而造成差異 同時衍生決策時間延遲的問

題 不過 如果我們採用DTCC的解決方

案 就能避免以上提到的誤差 同時 發行

公司也能夠有效地掌握發布的資訊 所謂

GIGO(Garbage in, garbage out) 它的意

思是假如這些資訊沒有遵循循一套好的標

準 也沒有經過標準化的過程 或是我們

沒有良好的資料庫和有效地掌握資訊 那

麼這些資訊就如同垃圾一般 毫無用處

SWIFT與DTCC XBRU US合作的任

務宣言(mission statement)提到 XBRL與

ISO結合 關鍵在於 端點到端點(直通式處

理) 使用相同的辭典 相同的流程 對

分類標準(或稱資料欄位)的訊息予以相同的

解讀 任務宣言不只限於證券領域 也能

為其他領域的組織所使用 圖二是以美國

存託憑證(American Depositary Receipts, 

ADR)為例 說明過去企業活動資訊仰賴大

量的人工輸入和操作 存託機構 證券主

管機關 交易所 全球稅務局 集保機構

保管銀行及ADR投資者所接收的資料可能

不精確且不效率 不過在導入XBRL標準化

的資訊之後 流程就變得更簡單 流暢(如

圖三) 從發行公司到投資人 所有的使用

者都能夠迅速得到相同的資訊

美國證券集中保管公司及其他金融機構

的導入時程

DTCC導入的進程大約花了三年時間

自2009年起 SWIFT的標準制訂同仁與

DTCC合作 共同定義分類標準及制訂合

適的架構 我們從能夠提供投資人更豐富

資訊的企業公告下手 大約花了三年的時

間才逐步完成各階段的工作 期間我們也

得到許多大型金融機構的支持 如花旗銀

行 摩根大通銀行及紐約梅隆銀行 並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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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數量較少的ADR著手 同時也得到SEC

的支持 DTCC在今年7月時開始採用XBRL

標記ADR文件 花旗銀行自2011年9 10月

間已運用XBRL發布ADR的股利發放訊息

德意志銀行 紐約梅隆銀行等將逐步採用

XBRL將協助市場節省很多資料處理成本

同時投資人也能因此作出更多的投資決策

對發行公司而言對訊息也有較佳的掌控

再一次強調 我們探討的是一個開放

的技術 以及全球標準和使用者資料庫的

整合 由於XBRL的特性 各國即使依據不

同語言定義標準 並不會在整合時造成困

擾 最後 我還想強調教育宣導的重要性

因為必須讓大家瞭解採用後會帶來的益

處 大家才會願意使用

圖二 企業活動公告訊息處理現況 以美國存託憑證為例

American Depositary Receipts (ADR) – manual data re-entry 

圖三 XBRL未來運用於企業活動公告訊息示意圖

XBRL in the Corporate Actions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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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XBRL運用於企業活動公告訊息對亞洲的意義 ( XBRL for Corporate Actions: 

What it Means for Asia )

講者 Jeffrey Williams (Asia Pacific Regional Head of Direct Custody and Clearing, Citi)

我來自花旗銀行 任職交易服務單

位 我們為機構投資者提供很多相關服

務 因為我不是來自科技背景 所以我會

以商業觀點跟大家討論為什麼我們認為

XBRL非常值得投資及推動 以及XBRL會

帶給跨境機構投資者什麼樣的優勢 相信

這對臺灣市場也會帶來正面發展

處理企業活動訊息所面臨的挑戰

首先讓大家了解一下美國及歐洲的機

構投資人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所遭遇

的問題及他們嘗試解決的方法 金融危機

後 機構投資人面臨了許多金融監督的

改革 遵循法規的過程變得更加複雜

譬如 對於店頭市場衍生性商品的保證金

及擔保品要求變得更為嚴格 故證券機構

必須投資新的科技才能符合規定 在此同

時 他們還必須盡可能的降低操作風險

前位講者也有提到 券商最關注的部分就

是企業活動公告訊息的流程 我們快速的

來看一下這個流程 當發行公司發布企業

活動的訊息到市場上時 由提供國內保管

服務的次級託管機構 如花旗銀行台北分

行蒐集資訊後傳送給全球託管機構 如紐

約梅隆銀行或是北方信託公司 而全球託

管機構會再將這些資訊傳遞給相關的基金

管理人

相較於次級託管機構只要專注於單一

市場 國際託管機構必須搜集所有來自全

球約100至110個市場的企業活動訊息

在此同時 託管機構客戶─基金經理人也

嘗試要得到這超過100個市場的資訊 這

個過程是很複雜的 尤其國際託管機構旗

下通常不會只有一個次級託管機構 而一

位基金經理人又會與超過一個以上的國際

託管機構有合作關係 這代表在整個流程

中 對於客戶相當重要的企業活動訊息不

斷被重複的擷取及處理 假設一個國際託

管機構旗下有兩個次託管機構 但對於同

一企業活動訊息稍有不同的解釋或描述方

式 導致國際託管機構收到大量資訊 也

意味著承受大量的解譯誤差風險

除此之外 我們還面臨了其他挑戰

就資料量來說 僅美國地區一年就有超過

20萬份的企業活動訊息公告 另外 2010

年一年當中 光是花旗集團亞洲地區相關

的企業活動訊息就有超過17萬份 而在

新的 設計複雜的投資工具問世的同時

我們也面對資訊變得更加複雜的挑戰 另

外 當投資者嘗試進入新市場時 託管機

構也必須將新的企業活動資訊納入服務項

目中 花旗集團提供全球61個市場服務

其他國際性的託管機構的服務市場甚至可

能超過100個 當市場增加時 挑戰在於

如何提供及時性的資訊給投資人 而對基

金經理人而言也需要及時針對企業活動作

出應對之策 因此這是一場關於效率的競

賽 我們必須在最短時間內搜集來自世界

各地的複雜資訊並加以消化整理 以提供

客戶更多時間思考作出正確投資決策 這

對於每一家券商來說都是很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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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對亞洲市場也是非常重要的 近年

來投資人對亞洲市場的興趣提高 亞洲市

場上市公司的數量不斷增加 過去投資人

主要將目標放在美國或是歐洲市場 但隨

著歐美市場獲益減少及亞洲市場的崛起

投資人紛紛轉為關注未來仍有成長空間的

亞洲 從跨境投資金額來看 在1999年

主要對亞洲的投資是來自北美對日本的投

資 但到了2009年已有很大的改變 除

了日本以外 也有越來越多的跨境投資至

亞洲其他國家 除此之外 亞洲區域內的

跨國投資也越來越多 不再是過去必須仰

賴北美市場作為成長動能 針對全球貿

易量 我們也作了一項類似的調查研究

2010年亞洲新興市場的貿易量占全球的百

分之二十 我們預計到2030年 亞洲貿易

量將會提高到百分之四十五 且這個趨勢

將會持續下去

我們投資型客戶如基金經理人及經紀

商提到 由於市場上法規的改變 為了能

夠專注在核心業務上 他們盡可能的委外

處理非關鍵活動 而這正是我們所服務的

項目 以基金經理人的工作為例 他們的

工作場所可分為前台 中台及後台 越來

越多的經理人希望尋求外部組織的幫忙

完成大部分中 後台包括企業活動訊息的

處理及其他服務 作為顧客的價值夥伴

花旗集團嘗試基於客戶的需求設計服務

並幫助他們正確預測產業的趨勢

由於提高處理效率對我們來說是相當

重要的 所以任何能夠幫助我們更有效進

行資料處理的技術 我們都相當支持

XBRL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接下來 我會介

紹幾個XBRL導入的例子 讓大家了解不同

市場所採取的方法 我認為導入成功的關

鍵在於選擇一個最適合你們市場的方法

導入案例─澳洲證券交易所 

(ASX Model)

圖四 標籤化企業活動公告訊息-澳洲證券交易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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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個 例 子 是 澳 洲 證 券 交 易 所

(Australia Stock Exchange, ASX) 上市

櫃公司提供澳交所相關資訊 並由澳交所

完成所有標籤(tagging) 亦即澳交所從這

些繁瑣的難以處理的檔案如PDF格式文件

擷取出重要的資訊並完成標籤後 提供下

游投資人使用 這表示投資人能夠了解自

己究竟掌握了哪些資訊 也同時確保從地

方託管機構 國際託管機構一直到終端的

投資人的資訊使用者都能得到完全一致的

資訊 且在大部分的情況下 也不需任何

人工調整 即為直通式處理(STP) 澳交所

是一個蠻成功的例子 我想其中原因之一

是澳交所投入相當多的精力在資料的標籤

化上 也許有人認為這對XBRL服務廠商來

說是一個潛在的不利因素 不過它仍是選

擇之一

導入案例─美國存託憑證 

(Issuer to Investor Program)

接下來 我們來看看ADR的導入

案例 它和前一個例子的方法有些許不

同 歐洲存託憑證(European Depository 

Receipt, EDR)或ADR的原股是在歐洲或美

國以外的地區上市 上市公司將企業活動

訊息傳送至各地方市場 各地交易所及當

地的託管機構 如花旗各地區分行 與前

項案例不同的是由作為託管機構的花旗銀

行搜集所有資訊並且完成XBRL的標記活動

後 再將資訊提供給DTCC及相關各方 同

樣的 所有使用者皆獲得一致性的資訊

不過目前花旗銀行提供服務的範圍僅只於

ADR 而ADR也僅是美國證券市場中的

一小部分 這一專案相當成功 但未涵蓋

所有企業活動的類型 我們執行此一專案

的主要目的是要向市場證明我們能夠處理

STP資料流

圖五 標籤化企業活動公告訊息-花旗ADR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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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案例─美國證券集中保管結算公司

(DTCC Pilot Program)

最後一個例子是由上市公司自行作

XBRL標記活動 再將這些資料繳交至

DTCC 並且傳送到各地方及國際託管機

構 這個方案同樣能夠達到STP的目標

不過與前兩個例子最主要的區別是上市公

司必須自行完成XBRL的標籤 缺點就是並

非所有公司都願意作標記的動作 所以在

美國導入的速度相對緩慢 由於各資本市

場已陸續要求公司申報XBRL財務報告 企

業活動公告訊息也許是下一個目標 我個

人認為假如有一個方法能確保大多數的公

司能自行完成XBRL標籤 第三個案例應該

會是比較理想的導入模式

企業活動訊息標準化所帶來的好處

那麼 XBRL能夠帶來什麼好處呢 第

一 減少因為不同解釋方式所帶來的誤差

風險 一般來說 標註企業活動資訊的專

業人士具備相當程度的XBRL知識及對發

行公司的了解 所以只要這些企業活動資

訊都能夠被標註完成 下游使用者便能享

受到統一格式所帶來的好處 第二 降低

時間延遲造成的風險 如果從一開始就能

完成企業活動資訊的標籤 後續的每一機

構就不需要花費更多時間在人工輸入資料

上 綜合以上兩點 統一格式及自動化輸

入的企業活動資訊能夠有效提高資料的準

確性 減少錯誤發生機率 同時 透過直

通式處理能夠大幅降低在傳遞企業活動資

訊時產生的成本 而對投資人最大的好處

是他們更容易了解在當地市場和其他國際

市場中的企業活動訊息

最後 提出幾個問題提供大家思考

作為擁有各地分支機構 同時提供國內

外客戶的大型證券服務集團 我們相當樂

見任何能夠幫助我們達到直通式處理企業

活動訊息的解決方案 畢竟企業活動訊息

的管理是我們認為最具風險的業務之一

那XBRL是不是利害關係人唯一的選擇呢

還是你可以有更多的方案 我想這沒有標準

答案 各市場應該參考多種解決方案 並依

圖六 標籤化企業活動公告訊息-DTCC測試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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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各自狀況選出最合適的方案 推動的過程

才會比較順利 在沒有法規強制規定之下

發行公司是否願意自行採用XBRL呢 這是

一個很好的問題 截至目前為止 大部分已

經採用的市場都是在無法令強制規定的情況

下完成的 這些發行公司是否需要軟體供應

商的幫助呢 在先前我們曾提到發行公司自

行完成標籤的例子 但導入緩慢且所做的不

多 這是我們應該考慮的 對於已經面對許

多工作任務的發行公司來說 要了解XBRL所

有來龍去脈還是過於困難 這時就必須仰賴

軟體供應商的幫助了 就我所知 美國有許

多軟體供應商提供企業進行標籤的服務 也

許我們能透過他們的幫助 對這方面有更進

一步的了解

結語

XBRL既然是可延伸的企業報導語言 舉

凡企業重要的商業資訊皆能以XBRL來傳達

不同於財務報表是落後的資訊 企業活動公告

訊息須是及時的 且對投資者而言更為攸關

世界各國皆要求重大資訊必須及時公開 充分

揭露 惟資料的格式不一 或為PDF TXT

WORD或為紙本 造成資料在傳輸的過程中

一再被重覆輸入或為不同單位解讀 導致資

料傳達效率差及資料不精確的問題 SWIFT

配合DTCC及XBRL US倡議以XBRL達成直通

式處理的目標 其測試專案(pilot program)由

花旗銀行配合將ADR的企業活動公告訊息貼

上標籤進行傳輸 成功地證明XBRL配合ISO 

20022有助於改善發行公司到投資者間的溝

通 資訊供應鏈上的其他參與者也都能享有從

最源頭電子化擷取重要資訊的好處

在資本市場全球化的趨勢下 無疑地

XBRL能夠提升資料擷取 搜尋 分析比較

等再利用上的便利性 雖然於全球基礎上

將XBRL應用於企業活動訊息仍有許多問題

及挑戰 例如:是一個國家接著一個國家採

用 還是全球一體採用 目前依循XBRL US

之規劃所建置的分類標準可否為其他國家一

致採用 是否不同的監管市場就須有不同的

企業活動分類標準 需要進行類似美國一

般公認會計原則(US GAAP)與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IFRS)之調和工作嗎 有關實施的方

式 是從相對簡單以及特定資料的事件(如

股利發放訊息)先適用 再擴及相對複雜

大量文字內容的事件(如購併活動)呢 還是

可以參照SEC分三階段(依公司規模大小)強

制申報 亦即大型公司先行適用 或是所

有公司所有類型事件一齊採行 是否需要

類似SEC的自願申報計畫(Voluntary Filing 

Program) 這些問題仍留待大家腦力激盪

最後回顧一下XBRL財務報告分類標準

根植於GAAP或IFRS XBRL本身並沒有創

造會計標準 準此 XBRL企業活動分類標

準並非從零開始 而是從ISO 20022的標

準出發 依循ISO 20022設計標籤連結庫

(linkbases)及具有特色的表單 可以說

ISO 20022是XBRL企業活動分類標準中之

資料項目 結構及驗證的基礎 目前企業活

動分類標準僅約550個資料項目 我們也樂

觀預期在SWIFT等相關機構的努力下 未來

能夠建立一個全球維護體制 以確保當核心

標準為各市場採用或改編適用時 企業活動

公告訊息分類標準仍符合ISO 20022 更進

一步邁向全球資料互通無礙的目標

發行公司到投資者 企業活動 計畫簡介

由DTCC SWIFT及XBRL US主導之首

創計畫 旨在為美國地區之企業活動訊息發

布 改善從發行公司到投資者之間的溝通

每年美國地區平均有20萬件企業活動訊息被

發布 包括股利發放 公司債贖回 發行認

股權憑證 合併等 這些訊息仍需要很多人

為的介入處理 整個過程易於出錯 耗費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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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及成本 而過去幾年這些問題已對金融社

群中的投資者造成負面影響 為了消弭這些問

題並降低處理企業活動訊息的成本 DTCC

SWIFT及XBRL US合作找出解決方案 倡議

企業活動訊息發布遵循現有的ISO標準 運

用XBRL電子資料標籤科技 以收其整合之

效益 該合作計畫提倡直通式處理(Straight-

through-processing, STP) 亦即從最源頭電

子化擷取發行公司以標準化格式發布企業活

動訊息

美國證券集中保管結算公司簡介

美國證券集中保管結算公司 DTCC 通

過其分支機構提供股票 公司和市政債券 政

府和抵押擔保證券 貨幣市場工具和場外交

易衍生性商品的清算 交割和資訊服務 也是

共同基金及保險交易的主要處理者 DTCC為

美國及其他121個國家和地區發行之360多萬

個證券提供保管和資產服務 託管資產總額

達36.5萬億美元 2010年經DTCC結算的證

券交易金額超過1,660萬億美元 DTCC的營

運及資料中心遍布美國及海外 欲瞭解更多資

訊 請參見官網 www.dtcc.com

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簡介

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 SWIFT 是一

個會員制組織 提供溝通平台 產品和服務

將遍布全球209個國家的9,700餘家銀行 證

券機構和公司客戶聯繫起來 SWIFT為其用

戶實現安全 可靠的自動化和標準化財務資

訊交換 協助減少成本 降低營運風險以及改

善營運效率 SWIFT還將全球金融組織聯繫

起來 提倡彼此間對話及解決共同的產業問

題 同時彈性結合特殊觀點以回應每個客戶

的個別需求 欲瞭解更多資訊 請參見官網

www.swift.com

美國XBRL組織簡介

美國XBRL組織(XBRL US)是美國推廣

XBRL商業報告標準的非營利性組織 代表商業

資訊供應鏈 其使命是為達成各領域間之資訊

互通性 透過發展為公部門及私部門採用之分

類標準來提倡XBRL財務報告標準之應用 以及

透過市場間相互合作以提倡XBRL之採行 依照

與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簽署的合約 XBRL US

已開發了美國GAAP 信用評等及共同基金報告

分類標準 目前正開發企業活動的分類標準中

欲瞭解更多資訊 請參見官網 www.xbrl.us

ISO 15022 簡介

ISO 15022標準由 ISO/TC68技術委員

會 銀行 證券及相關金融機構進行起草和制

定 替代先前用於機構間進行電子訊息交換的

兩個標準ISO7775和 ISO11521 ISO 15022 

為不同的用戶群體提供了工具和指導 並規定

了一些必須的原則 以便用戶能夠定義訊息

類型來支持自身特有的訊息流 所稱 工具

係由一組語法 訊息定義規則 資料域(data 

field)字典 以及由業界根據以上提及的資料

域和規則定義的訊息目錄等組成

ISO 20022 簡介

ISO 20022是一個以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為基礎的訊息標準 主要

係由SWIFT之XML訊息標準 金融訊息交換

協議(Financial Information eXchange)之訊

息標準(FIXML)及金融衍生性商品交易訊息

標準(Financial products Markup Language, 

FpML)所組成之架構 目標在於制定方法(含

方法論methodology 標準制定流程process及

標準維護單位repository) 訂定及推動金融產

業標準整合 使得與金融機構往來的單位或使

用者 可以透過單一標準從事不同系統之間的

訊息交換 達到跨產業共同運作的理想 ISO 

20022主要特色包括 (1)為金融專用訊息及方

法論 (2)是一種商業標準 主要關注的是內容

而非資料交換的技術本身 (3)可以透過字典

對應的方式在不同的語意間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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