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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建立營利事業所得稅分類標準及應用 

第一節 建立及應用營利事業所得稅分類標準之詳細步驟  

本論文是利用 XBRL Solutions Inc.所發展的 XBRL Taxonomy Builder來建立

台灣營利事業所得稅標準，係根據XBRL.org在 2000年 7月 31日所發佈的 XBRL

規格標準(Specification)1.0。本論文進行之詳細步驟，可以圖 4.1詳細彙整： 

 

圖 4. 1 建立及應用營利事業所得稅分類標準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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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進行之流程，主要可以分為六大步驟： 

步驟 1： 根據現行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之書面資料及相關法令之

規定，將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之相關資料輸入 Taxonomy 

Builder，建立營利事業所得稅分類標準。 

步驟 2： 將資料輸入 Taxonomy Builder之後，會產生一個 XSD檔，此

檔清楚描述營利事業所得稅每個元素與元素之間的結構關係。 

步驟 3： 再把所產生的 XSD檔，轉成 Excel檔。此轉換之目的，主要

是將該分類標準中所有的元素屬性及關係，用 Excel以樹狀結

構之方式來呈現，讓使用者能更方便、更清楚地瞭解元素與元

素之間的階層關係。在此 Excel檔中，除了有分類標準之樹狀

結構工作表（名為『Taxonomy Tree』之工作表）外，本論文

還針對該分類標準中所有的元素的屬性及關係，建立一個名為

「Dictionary」之工作表，將每個元素的特性及元素彼此之間

之關係，做一個詳盡的整理。 

步驟 4： 此步驟將進行總帳資料與營利事業所得稅分類標準對映之動

作。本論文假設已有一模擬總帳資料庫，讓營利事業所得稅資

料及總帳資料有重覆之部份，可以由同一個資料庫來產生，不

必重覆輸入。為達成上述之目的，本論文將利用步驟 3所產生

之 Excel檔，增加一虛擬總帳資料庫（因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

所需之總帳資料主要包括「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之資料，

故該虛擬總帳資料庫僅包括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實際上每

一家公司的總帳資料庫系統並不一致，為簡化起見，本論文假

設公司的總帳資料是以 Excel之資料格式來呈現。對映部份並

非本論文的重點，該動作之目的是為了表達當總帳資料與報稅

所需之資料有重覆時，可以直接由同一個資料庫產生，避免重

覆輸入及錯誤的產生。最理想的方式，是透過對映軟體，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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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外部之資料或檔案匯入。此部份為資訊工程人員所為之範疇

部份，本論文不涉及。營利事業所得稅所需資料無法由總帳自

動匯入之部份，由人工進行輸入。 

步驟 5： 在此一步驟，本論文利用將利用步驟 3所產生之 Excel檔，設

計一使用者操作介面，利用 Excel 的 VBA(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功能，寫入程式。至此整個以 XBRL 為基礎之營

利事業所得稅申報系統已完成。 

步驟 6： 測試及實際操作該申報系統。在操作表單上，使用者可以選擇

所需申報之表單，透過該申報系統產生以 XBRL 為基礎之營

利事業所得稅申報之 XML檔。使用者可將所產生之 XML電

子檔上傳給國稅局，完成申報工作。 

步驟 7： 設計一驗證程式，使國稅局在取得營利事業所傳送之營利事業

所得稅 XML 電子檔後，能夠加以驗證該檔案之資料是否正

確。本論文所設計之驗證程式為一範例檔，僅能驗證申報檔之

「損益及稅額計算表」各項目金額之數學關係是否為正確。 

 

第二節 分類標準之呈現及應用 

此部份為分類標準之成果展現及其應用，本論文將以實際的檔案及程式，配

合整個論文建置流程來加以呈現。 

一、 分類標準之 XSD檔 

本論文第四章第一節所說明之步驟 2所產生之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分類標準

的 XSD檔，呈現如圖 4.2（由於元素共有 1241個，僅擷即部份元素之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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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 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分類標準 XSD檔之程式碼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schema targetNamespace="http://tw.f1.pg.briefcase.yahoo.com/tsuishan_c" 
xmlns="http://www.w3.org/1999/XMLSchema" 
xmlns:xbrl="http://www.xbrl.org/core/2000-07-31/metamodel" 
xmlns:html="http://www.w3.org/1999/xhtml"> 
 <import namespace="http://www.xbrl.org/core/2000-07-31/metamodel" 
schemaLocation="http://www.xbrl.org/core/2000-07-31/xbrl-meta-2000-07-31.xsd"/> 
<element type="string" name="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 
<annotation> 
<documentation/> 
<appinfo> 
<xbrl:label xml:lang="zh">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xbrl:label> 

</appinfo> 
</annotation> 

</element> 
<element type="string" name="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損益及稅額計算表"> 
<annotation> 
<documentation/> 
<appinfo> 
<xbrl:rollup to="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 order="2" weight="0"/> 
<xbrl:label xml:lang="zh">損益及稅額計算表</xbrl:label> 

</appinfo> 
</annotation> 

</element> 
<element type="string" name="損益及稅額計算表.損益表"> 
<annotation> 
<documentation/> 
<appinfo> 
<xbrl:rollup to="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損益及稅額計算表" order="1" 

weight="0"/> 
<xbrl:label xml:lang="zh">損益表</xbrl:label> 

</appinfo> 
</annotation> 

</element> 
<element type="xbrl:monetary" name="損益表.全年所得額帳載結算金額"> 
<annotation> 
<docu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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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info> 
<xbrl:rollup to="損益及稅額計算表.損益表" order="1" weight="0"/> 
<xbrl:label xml:lang="zh">全年所得額帳載結算金額</xbrl:label> 

</appinfo> 
</annotation> 

</element> 
<element type="xbrl:monetary" name="全年所得額帳載結算金額.營業淨利帳載結
算金額"> 
<annotation> 
<documentation /> 
<appinfo> 
<xbrl:rollup to="損益表.全年所得額帳載結算金額" order="1" weight="1"/> 
<xbrl:label xml:lang="zh">營業淨利帳載結算金額</xbrl:label> 

</appinfo> 
</annotation> 

</element> 
</schema> 

XSD檔可以用來驗證實例文件之結構及內容是否為有效(validate)之檔案。在

XSD 檔中，可以看到每一個元素的屬性及關係。就以「全年所得額帳載結金額.

營業淨利帳載結算金額」為例，可以知道其資料型態為貨幣(xbrl:mentary)，在同

一個層級裡為順位一(order=”1”)，其上一層級為「損益表.全年所得額帳載結算金

額」，亦為該元素之加項（weight=”1”）。 

 

二、 分類標準之應用 

在此部份，我們將介紹營利事業所得稅分類標準之應用。 

1. 以 Excel檔呈現分類標準之樹狀結構 

如第四章第一節所述之步驟 3，將 XSD檔之資料轉成 Excel檔。在此分類標

準的 Excel檔中，可以看到整個分類標準之樹狀結構。此轉換之目的，主要是將

該分類標準中所有的元素屬性及關係，用 Excel以樹狀結構之方式來呈現，讓使

用者能更方便、更清楚地瞭解元素與元素之間的階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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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 分類標準之樹狀結構 

 

由圖 4.3 可以清楚看出每個元素與元素之間的階層關係。例如，「營業毛利

帳載結算金額」及「營業費用及損失總額帳載結算金額」均屬於「營業淨利帳載

結算金額」項下，而「營業收入淨額帳載結算金額」及「營業成本帳載結算金額」

是屬於「營業毛利帳載結算金額」項下。 

 

2. 分類標準之彙總資料 

在分類標準之 Excel 檔中，本論文將各元素之詳細屬性資料整理成

「Dictionary」之工作表（見圖 4.4）。在該工作表中，詳細列示了每個元素之屬

性，包括 ID、Namespace、Element Name、Element Label、DataType、Order、

Weight、Element Parent 及 Description。各屬性所代表之意義，已在本論文第三

章第四節之「分類標準之架構」詳細說明，在此不再贅述。在此分類標準所使用

的 namespace之名稱為「bit」（取 Business Income Tax之各字字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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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4分類標準之 Dictionary工作表 

 

 

3. 建立總帳資料庫 

此為本文第四章第一節所述之步驟 4。因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所需之總帳資

料主要包括「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之資料，故該虛擬總帳資料庫僅包括資

產負債表及損益表。實際上每一家公司的總帳資料庫系統並不一致，為簡化起

見，本論文假設公司的總帳資料是以 Excel之資料格式來呈現。該虛擬總帳資料

庫如圖 4.5及 4.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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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5 總帳資料庫─損益表 

 

圖 4. 6 總帳資料庫─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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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設計操作表單 

此部份為本論文第四章第一節所述之步驟 4 及步驟 5。利用 Excel的 VBA

功能，寫入程式。此介面包含下以四種功能，分別是「全部選取」、「重新選取」、

「匯入總帳」及「輸出 XML」（如圖 4.7所示）。 

圖 4. 7 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之操作表單 

 

「匯入總帳」之功能是將虛擬總帳資料庫之資料匯入「申報資料填寫區」工

作表之相對位置（例如，總帳之現金科目就對映至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現金科目），

該動作之目的是為了表達當總帳資料與報稅所需之資料有重覆時，可以直接由同

一個資料庫產生，避免重覆輸入及錯誤的產生。此總帳匯入之程式邏輯，茲說明

如下9： 

 

 

                                                 
9 詳細之程式碼說明，請見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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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8 匯入總帳之程式邏輯說明 

 

 

按下「匯入總帳」之按鈕後，原本為空值之「申報資料填寫區」工作表（如

圖 4.9所示），將會有如圖 4.10之變化，該圖為總帳資料匯入後之情形。無法由

總帳資料匯入之部份所得稅申報資料，則須以人工方式在「申報資料填寫區」工

作表中輸入資料。為了讓使用者更方便操作，在使用者介面上需要人工輸入之部

份，採用更人性化之下拉選單設計。例如，如圖 4.11 所示，在營利事業單位基

本資料項下的組織種類，便將各種組織種類列舉出來，以方便使用者選擇。此下

拉選單之設計，係利用 Excel的「資料驗證」功能。 

總帳資料 

(資產負債

表、損益

表) 

Excel檔之「申
報 資 料 填 寫

區」工作表 

邏輯說明： 

尋找相同之科目名

稱，一旦找到，就把

科目金額匯入到相對

位置 

例如： 
資產負債表之

現金 1000元 

「申報資料填

寫區」資產負

債表之現金金

額變成1000元 

尋找申報程式之

現金科目位置，發

現相對位置，將

1000 元匯入申報
程式之現金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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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9 未匯入總帳資料時之「申請資料填寫區」工作表之情形 

 

圖 4. 10 匯入總帳資料後之「申請資料填寫區」工作表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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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1 方便使用者操作之下拉選單 

 

 

5. 產生實例文件 

在此部份為本論文第四章第一節所述之步驟 6。在操作表單下，按下「輸出

XML」，系統會將「申報資料填寫區」工作表之資料轉入 Taxonomy Tree工作表，

並依據 Taxonomy Tree工作表之資料及使用者所核選之表單，產生實例文件，也

就是以 XBRL所撰寫之 XML檔。此輸出 XML檔之程式邏輯，茲說明如下10： 

 

 

 

 

 

 

                                                 
10 詳細之程式碼說明，請參閱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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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2 輸出實例文件之程式邏輯說明 

 

根據此分類標準所產生之實例文件如圖 4.13 所示，由於檔案龐大，僅選取

「損益及稅額計算表」表單來呈現。 

圖 4. 13 實例文件之程式碼 

<?xml version="1.0" encoding="BIG5"?> 
<group 
      xmlns = "http://www.xbrl.org/core/xbrl-2000-07-31" 
      xmlns:bit = " http://tw.f1.pg.briefcase.yahoo.com/tsuishan_c " 
      entity ="政大股份有限公司:90353013" 
      schemaLocation= 

" http://us.f1f.yahoofs.com/users/dd5f6205/bc/XBRL/bit-2003-06-26.xsd?bf_87E_AYQVAlDRR" 
      scaleFactor = "3" 
      precision = "9" 
      type="bit: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 
      period = "2002" 
      unit = "ISO4217:TWD" 
      decimalPattern = "" 
      formatName=""> 
<group type=“bit: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損益及稅額計算表”> 

XML檔（實
例文件） 

「申報資料

填寫區」工作

表之科目金

額（文字） 

根據已勾選

核選方塊之

表單 

Dictionary
工作表之

科目資料 

 
將科目元素之 Element 
Name及資料以 XBRL之
格式匯出 

產生 

轉入 
尋找科目元素之

Element Name 
Taxonomy
Tree工作
表之相對

科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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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type=“bit:損益及稅額計算表.損益表”> 
<item type=“bit:損益表.全年所得額帳載結算金額”>342900</item> 
<item type=“bit:全年所得額帳載結算金額.營業淨利帳載結算金額”>343700</item> 
<item type=“bit:營業淨利帳載結算金額.營業毛利帳載結算金額”>346900</item> 
<item type=“bit:營業毛利帳載結算金額.營業收入淨額帳載結算金額”>496900</item> 
<item type=“bit:營業收入淨額帳載結算金額.營業收入總額帳載結算金額”>500000</item> 
<item type=“bit:營業收入淨額帳載結算金額.銷貨退回帳載結算金額”>1500</item> 
<item type=“bit:營業收入淨額帳載結算金額.銷貨折讓帳載結算金額”>1600</item> 
<item type=“bit:營業毛利帳載結算金額.營業成本帳載結算金額”>150000</item> 
<item type=“bit:營業淨利帳載結算金額.營業費用及損失總額帳載結算金額”>3200</item> 
<item type=“bit:營業淨利帳載結算金額.毛利率”>0.698128396055544</item> 
<item type=“bit:營業淨利帳載結算金額.費用率”>6.43992755081505E-03</item> 
<item type=“bit:營業淨利帳載結算金額.營業淨利率”>0.691688468504729</item> 
<item type=“bit:全年所得額帳載結算金額.非營業收入總額帳載結算金額”>2030</item> 
<item type=“bit:全年所得額帳載結算金額.非營業損失及費用總額帳載結算金額”>2830</item> 
<item type=“bit:損益表.課稅所得額”>317250</item> 
<item type=“bit:課稅所得額.全年所得額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331250</item> 
<item type=“bit:全年所得額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營業淨利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328950</item> 
<item type=“bit:營業淨利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營業毛利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332100</item> 
<item type=“bit:營業毛利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 .營業收入淨額自行依法調整後金
額”>477100</item> 
<item type=“bit:營業收入淨額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 .營業收入總額自行依法調整後金
額”>480000</item> 
<item type=“bit:營業收入淨額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銷貨退回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1400</item> 
<item type=“bit:營業收入淨額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銷貨折讓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1500</item> 
<item type=“bit:營業毛利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營業成本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145000</item> 
<item type=“bit:營業淨利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 .營業費用及損失總額自行依法調整後金
額”>3150</item> 
<item type=“bit:營業淨利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毛利率”>0.696080486271222</item> 
<item type=“bit:營業淨利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費用率”>6.6023894361769E-03</item> 
<item type=“bit:營業淨利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營業淨利率”>0.689478096835045</item> 
<item type=“bit:全年所得額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 .非營業收入總額自行依法調整後金
額”>5000</item> 
<item type=“bit:全年所得額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 .非營業損失及費用總額自行依法調整後金
額”>2700</item> 
<item type=“bit:課稅所得額.前五年核定虧損本年度扣除額”>2000</item> 
<item type=“bit:課稅所得額.合於獎勵規定之免稅所得或損失”>3000</item> 
<item type=“bit:課稅所得額.停徵之證券期貨交易所得或損失”>4000</item> 
<item type=“bit:課稅所得額.免徵所得稅之出售土地增益或損失”>5000</item> 
</group> 
</group>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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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實例文件中，namespace 為 bit；scaleFactor = "3"代表是以千元為單位；

period指的是期間，2002則是代表西元 2002年；precision = "9"則代表精確至小

數點後第九位；unit代表貨幣單位，ISO4217:TWD則表示該貸幣單位為新台幣。

<group type="bit: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 損益及稅額計算表">代表這是「損益及稅

額計算表」之表單，而在<group>下的各項<item>則代表著資產負債表中每一個

項目的金額。 

 

6. 資料正確性驗證 

此部份為本論文第四章第一節所述之步驟 7。國稅局在取得營利事業所傳送

之營利事業所得稅 XML電子檔後，必須要能夠去驗證所取得之申報檔案資料是

否正確，因此本論文將設計一驗證程式去驗證申報資料之正確性。本論文所設計

之驗證程式為一範例檔，僅能驗證申報檔之「損益及稅額計算表」各項目金額之

數學關係是否為正確。以下部份為針對該驗證程式之設計邏輯，以圖 4.14 做進

一步之說明： 

圖 4. 14 驗證程式之程式設計邏輯 

 

設計一使

用者介面 

匯入實例

文件 
驗證資料 

1

2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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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驗證程式的設計流程，可以分為三大步驟： 

(1) 設計一使用者介面： 

利用 Excel檔設計一使用者操作介面。在這操作介面上，設計三個按鈕，

分別為「匯入 XBRL 實例文件」、「消除全部資料內容」以及「驗證檢

查」。 

 

(2) 將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檔匯入： 

此部份將利用到 DOM之技術，並利用 Excel之 VBA功能，將程式寫

入。此一步驟將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電子檔（實例文件）之資料、項目

金額匯入相對之位置，以做為後續驗證檢查資料之準備。11 

(3) 驗證資料： 

利用 Excel之 VBA功能，將程式寫入，此一步驟將驗證營利事業所得

稅申報之電子檔之資料是否正確。例如，「全年所得額帳載結算金額」

之值應該要等於「營業淨利帳載結算金額」加上「非營業收入總額帳載

結算金額」減掉「非營業損失及費用帳載結算金額」之值。若經驗證後，

發現前述之等式不成立，則系統會產生錯誤訊息給使用者，提醒使用者

可能之錯誤所在。12 

在接下來的部份，將呈現整個驗證程式之實際操作過程。

                                                 
11 此驗證程式之「匯入 XBRL實例文件」功能部份之程式碼，係修改自國立台灣大學會計學研
究所王鐘範之碩士論文 (2003)。詳細之程式碼說明，請參閱附錄三。  

12 詳細之程式碼說明，請參閱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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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5 驗證程式之操作介面 

 

在此操作介面上，設計了三個功能按鈕，分別為「載入 XBRL實例文件」、

「清除全部資料內容」及「驗證檢查」。其操作步驟如下： 

(1) 按下「載入 XBRL實例文件」功能按鈕，選擇欲驗證之營利事業所得稅

申報檔（按下該按鈕後後畫面如圖 4.16 所示），並將其匯入（匯入檔案

後之畫面如圖 4.17所示）。 

(2) 按下「驗證檢查」之功能按鈕，驗證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檔之項目金額

間之關係是否正確。若驗證無誤，則系統會告知使用者整份文件是正確

的（如圖 4.18所示）；若驗證過程發現誤錯誤，則系統會出現錯誤訊息，

告知使用者可能之錯誤所在（如圖 4.1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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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6 按下「載入 XBRL實例文件」功能按鈕後之畫面 

 

圖 4. 17 將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檔匯入後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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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8 驗證檔案無誤後之畫面 

 

圖 4. 19 驗證程式發現錯誤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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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已完整且詳細地說明整個營利事業所得稅分類標準之建置與應用。最

後，本論文將整個建立及應用營利事業所得稅分類標準之流程，以圖 4.20 做一

更清楚有系統之彙總整理。 

圖 4. 20 建置及應用分類標準之流程彙總整理 

 

原始資料
（營利事
業所得稅
申報資料） 

建立營利事業

所得稅之分類

標準（圖 3.2） 

XSD檔 
（圖 4.2） 

產生 Excel檔，可以清
楚看出分類標準之樹
狀結構，並設計一操
作介面 

Excel檔 
(圖 4.3、圖 4.4、
圖 4.7） 

利用 VBA產
生實例文件 

營利事業所得稅

之申報檔 

（圖 4.13） 

總帳資料 

（圖 4.5、圖 4.6） 

根據資料及相
關法令規定來
建立 

設計一驗證程

式之使用者介

面（圖 4.15） 

人工輸入 

(圖 4.11) 

將總帳匯入申報軟體 
（圖 4.9、圖 4.10） 

寫入程式 

產生 

設計驗證程式 

匯入實例文件 

（圖 4.16、圖
4.17） 

驗證資料正確性 

（圖 4.18、圖
4.19） 寫入程式碼，

讓實例文件能

夠匯入驗證程

式 

寫入程式

碼，去驗

證資料之

正確性 

手動將資料
輸入此申報
軟體 

利用 Taxonomy 
Builder產生

XSD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