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一、GRI 準則對照表

附  錄

一般揭露

GRI 準則GRI 準則 揭露項目揭露項目 對應章節 / 說明對應章節 / 說明 頁碼頁碼

GRI 101：基礎 2016（不包括任何揭露）GRI 101：基礎 2016（不包括任何揭露）
GRI 102：一般揭露 2016GRI 102：一般揭露 2016
組 織 概 況

102-1102-1 組織名稱組織名稱 公司簡介公司簡介 P.13P.13

102-2102-2 活動、品牌、產品與服務活動、品牌、產品與服務 公司簡介公司簡介 P.14P.14

102-3102-3 總部位置總部位置 公司簡介公司簡介 P.13P.13

102-4102-4 營運活動地點營運活動地點 公司簡介公司簡介 P.18P.18

102-5102-5 所有權與法律形式所有權與法律形式 公司簡介公司簡介 P.13P.13

102-6102-6 提供服務的市場提供服務的市場 公司簡介公司簡介 P.13P.13

102-7102-7 組織規模組織規模 公司簡介公司簡介
第一章：公司治理─財務績效第一章：公司治理─財務績效

P.13P.13
P.22P.22

102-8 員工與其他工作者的資訊 第二章：第二章：整體概況 P.50P.50

102-9 供應鏈 第四章：第四章：供應商永續管理政策─供應商管理體系 P.79P.79

102-10 組織與其供應鏈的重大改變 報導期間無重大改變

102-11 預警原則或方針 第一章：第一章：公司治理─風險管理 P.23P.23

102-12 外部倡議 台灣玉山科技協會、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車輛同業公會、台灣區機器工業同業
公會、台北市電腦、模具同業公會、華聚產業共同標準推動基金會、責任商業聯盟（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簡稱 RBA）102-13 公協會的會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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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準則GRI 準則 揭露項目揭露項目 對應章節 / 說明對應章節 / 說明 頁碼頁碼

策 略

102-14102-14 決策者的聲明決策者的聲明 董事長致詞董事長致詞 P.4P.4

倫 理 與 誠 信

102-16102-16 價值、原則、標準及行為規範價值、原則、標準及行為規範 第一章：誠信經營第一章：誠信經營 P.29P.29

治 理

102-18102-18 治理結構治理結構
第一章：第一章：公司治理公司治理─集團組織及董事會集團組織及董事會
第一章：第一章：企業社會責任企業社會責任

P.21P.21
P.39P.39

利 害 關 係 人 溝 通

102-40102-40 利害關係人團體利害關係人團體 第一章：第一章：利害關係人溝通與責任 P.40P.40

102-41 團體協約 第二章：第二章：權益保障及溝通 P.56P.56

102-42 鑑別與選擇利害關係人 第一章：第一章：利害關係人溝通與責任 P.40P.40

102-43 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的方針 第一章：第一章：利害關係人溝通與責任 P.40P.40

102-44 提出之關鍵主題與關注事項 第一章：第一章：利害關係人溝通與責任 P.40P.40

報 導 實 務

102-45 合併財務報表中所包含的實體
第一章：第一章：公司治理─財務績效
2020 年財務報告

P.22P.22

102-46 界定報告書內容與主題邊界
關於本報告書
第一章：第一章：利害關係人溝通與責任

P.3P.3
P.40P.40

102-47 重大主題表列 第一章：第一章：利害關係人溝通與責任 P.44P.44

102-48 資訊重編 無資訊重編之情形

102-49 報導改變 第一章：第一章：利害關係人溝通與責任 P.40P.40

102-50 報導期間 關於本報告書 P.3P.3

102-51 上一次報告書的日期 關於本報告書 P.3P.3

102-52 報導週期 關於本報告書 P.3P.3

2020 年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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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準則GRI 準則 揭露項目揭露項目 對應章節 / 說明對應章節 / 說明 頁碼頁碼

102-53 可回答報告書相關問題的聯絡人 關於本報告書 P.3P.3

102-54 依循 GRI 準則報導的宣告 關於本報告書 P.3P.3

102-55 GRI 內容索引 附錄一、GRI 準則對照表 P.125P.125

102-56 外部保證 / 確信 附錄二、第三方外部保證 P.130P.130

8 項重大性議題揭露

GRI 準則GRI 準則 揭露項目揭露項目 對應章節 / 說明對應章節 / 說明 頁碼頁碼

重大性議題重大性議題

財 務 績 效

GRI 103：管理方針 2016GRI 103：管理方針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第一章：永續治理─重大性議題管理方針

第一章：利害關係人溝通與責任─重大性議題範疇及實質性
分析確認

P.20P.20
P.46P.46

GRI 201：經濟績效 2016GRI 201：經濟績效 2016 201-1 組織所產生及分配的直接經濟價值 第一章：公司治理─財務績效 P.22P.22

公 司 治 理 與 風 險 管 理

GRI 103：管理方針 2016GRI 103：管理方針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第一章：永續治理─重大性議題管理方針

第一章：利害關係人溝通與責任─重大性議題範疇及實質性
分析確認

P.20P.20
P.46P.46

自訂主題自訂主題

職 業 健 康 與 安 全

GRI 103：管理方針 2016GRI 103：管理方針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第三章：健康與安全─重大性議題管理方針

第一章：利害關係人溝通與責任─重大性議題範疇及實質性
分析確認

P.64P.64
P.46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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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準則GRI 準則 揭露項目揭露項目 對應章節 / 說明對應章節 / 說明 頁碼頁碼

GRI 403：職業安全衛生 2018

403-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第三章：健康與安全
第三章：職業安全與衛生

P.65P.65
P.65P.65

403-2 危害辨識、風險評估、及事故調查

第三章：職業安全與衛生─安全稽查風險鑑別
第三章：職業安全與衛生─安全衛生培訓與演練
員工可自行離開其所認為可能導致傷害或疾病的工作狀態，
且不會有任何處分。

P.67P.67
P.72P.72

403-3 職業健康服務
第三章：職業安全與衛生─安全稽查風險鑑別
第三章：員工健康促進─健康促進活動

P.67P.67
P.74P.74

403-4 有關職業安全衛生之工作者參與、諮商與溝通 第三章：職業安全與衛生 P.65P.65

403-5 有關職業安全衛生之工作者訓練 第三章：職業安全與衛生─安全衛生培訓與演練 P.72P.72

403-6 工作者健康促進 第三章：員工健康促進 P.74P.74

403-7 預防和減輕與業務關係直接相關聯之職業安全
衛生的衝擊

第三章：職業安全與衛生─安全稽查風險鑑別
第三章：職業安全與衛生─安全創新與改善專案

P.67P.67
P.69P.69

403-8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所涵蓋之工作者 第三章：職業安全與衛生 P.65P.65

誠 信 經 營 及 法 規 遵 循

GRI 103：管理方針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第一章：永續治理─重大性議題管理方針

第一章：利害關係人溝通與責任─重大性議題範疇及實質性
分析確認

P.20P.20
P.46P.46

GRI 205：反貪腐 2016 205-3 已確認的貪腐事件及採取的行動 第一章：誠信經營 P.30P.30

GRI 206：反競爭行為 2016 206-1 反競爭行為、反托拉斯和壟斷行為的法律行動 第一章：誠信經營 P.29P.29

GRI 307：有關環境保護的法規
遵循 2016 307-1 違反環保法規 第五章：環境管理體系 P.105P.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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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準則GRI 準則 揭露項目揭露項目 對應章節 / 說明對應章節 / 說明 頁碼頁碼

創 新 研 發

GRI 103：管理方針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第一章：永續治理─重大性議題管理方針

第一章：利害關係人溝通與責任─重大性議題範疇及實質性
分析確認

P.20P.20
P.46P.46

自訂主題

氣 候 變 遷 因 應

GRI 103：管理方針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第五章：環境─重大性議題管理方針

第一章：利害關係人溝通與責任─重大性議題範疇及實質性
分析確認

P.94P.94
P.46P.46

GRI 201：經濟績效 2016 201-2 氣候變遷所產生的財務影響及其它風險與機會 第五章：氣候變遷 P.96P.96

供 應 商 管 理

GRI 103：管理方針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第四章：供應鏈管理─重大性議題管理方針

第一章：利害關係人溝通與責任─重大性議題範疇及實質性
分析確認

P.78P.78
P.46P.46

GRI 308: 供應商環境評估 2016 308-1 採用環境標準篩選新供應商 第四章：供應商永續管理政策─供應鏈管理方針與流程 P.82P.82

GRI 414: 供應商社會評估 2016 414-1 使用社會標準篩選之新供應商 第四章：供應商永續管理政策─供應鏈管理方針與流程 P.82P.82

員 工 權 益 與 多 元 平 等

GRI 103：管理方針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第二章：員工─重大性議題管理方針

第一章：利害關係人溝通與責任─重大性議題範疇及實質性
分析確認

P.48P.48
P.46P.46

GRI 412：人權評估 2016 412-1 接受人權檢核或人權衝擊評估的營運活動 第二章：權益保障及溝通─人權政策 P.56P.56

1 集團對於重大性環保案件的定義為罰款金額超過 10 萬人民幣（相當於 43 萬新臺幣）之案件，若罰款金額超過 10 萬人民幣則會影響集團的信用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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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獨立立保保證證意意見見聲聲明明書書 

2020年鴻海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英國標準協會與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鴻海)為相互獨立的公司，英國標準協會除了針對 2020年鴻海企業社
會責任報告書進行評估和查證外，與鴻海並無任何財務上的關係。 

本獨立保證意見聲明書之目的，僅作為對 2020年鴻海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所界定範圍內的相關事項進行保證之結論，
而不作為其他之用途。除對查證事實提出獨立保證意見聲明書外，對於其他目的之使用，或閱讀此獨立保證意見聲明

書的任何人，英國標準協會並不負有或承擔任何有關法律或其他之責任。 

本獨立保證意見聲明書係英國標準協會審查鴻海提供之相關資訊所作成之結論，因此審查範圍乃基於並侷限在這些提

供的資訊內容之內，英國標準協會認為這些資訊內容都是完整且準確的。 

對於這份獨立保證意見聲明書所載內容或相關事項之任何疑問，將由鴻海一併回覆。 

查查證證範範圍圍 

鴻海與英國標準協會協議的查證範圍包括: 

1. 本查證作業範疇與 2020年鴻海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揭露之報告範疇一致。 

2. 依照 AA1000保證標準 v3的第 1應用類型評估鴻海遵循 AA1000當責性原則(2018)的本質和程度，不包括對於報告
書揭露的資訊/數據之可信賴度的查證。 

本聲明書以英文作成並已翻譯為中文以供參考。 

意意見見聲聲明明 

我們總結 2020 年鴻海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內容，對於鴻海之相關運作與績效則提供了一個公平的觀點。基於保證範
圍限制事項、鴻海所提供資訊與數據以及抽樣之測試，此報告書並無重大之不實陳述。我們相信有關鴻海 2020 年度
的經濟、社會及環境等績效資訊是被正確無誤地呈現。報告書所揭露之績效資訊展現了鴻海對識別利害關係人的努力。 

我們的工作是由一組具有依據 AA1000保證標準 v3查證能力之團隊執行，以及策劃和執行這部分的工作，以獲得必要
之訊息資料及說明。我們認為就鴻海所提供之足夠證據，表明其依循 AA1000保證標準 v3的報告方法與自我聲明符合
GRI永續性報導準則核心選項係屬公允的。 

查查證證方方法法 

為了收集與作成結論有關的證據，我們執行了以下工作： 
─ 對來自外部團體的議題相關於鴻海政策進行高階管理層訪談，以確認本報告書中聲明書的合適性 
─ 與管理者討論有關利害關係人參與的方式，然而，我們並無直接接觸外部利害關係人 
─ 訪談 8位與永續性管理、報告書編製及資訊提供有關的員工 
─ 審查有關組織的關鍵性發展 
─ 審查內部稽核的發現 
─ 審查報告書中所作宣告的支持性證據 
─ 針對公司報告書及其相關 AA1000當責性原則(2018)中有關包容性、重大性、回應性及衝擊性原則之流程管理進
行審查 

 

 

 

 

Peter Pu, Managing Director BSI Taiwan 

結結論論 

針對 AA1000當責性原則(2018)之包容性、重大性、回應性及衝擊性與 GRI永續性報導準則的詳細審查結果如下： 

包包容容性性 

2020年報告書反映出鴻海已持續尋求利害關係人的參與，並建立重大永續主題，，以發展及達成對企業社會責任具有責
任且策略性的回應。報告書中已公正地報告與揭露經濟、社會和環境的訊息，足以支持適當的計畫與目標設定。以我

們的專業意見而言，這份報告書涵蓋了鴻海之包容性議題。 

重重大大性性  

鴻海公布對組織及其利害關係人之評估、決策、行動和績效會產生實質性影響與衝擊之重大主題。永續性資訊揭露使

利害關係人得以對公司之管理與績效進行判斷。以我們的專業意見而言，這份報告書適切地涵蓋了鴻海之重大性議題。 

回回應應性性 

鴻海執行來自利害關係人的期待與看法之回應。鴻海已發展相關道德政策，作為提供進一步回應利害關係人的機會，

並能對利害關係人所關切之議題作出及時性回應。以我們的專業意見而言，這份報告書涵蓋了鴻海之回應性議題。 

衝衝擊擊性性 

鴻海已鑑別並以平衡和有效之量測及揭露方式公正展現其衝擊。鴻海已經建立監督、量測、評估和管理衝擊之流程，

從而在組織內實現更有效之決策和結果管理。以我們的專業意見而言，這份報告書涵蓋了鴻海之衝擊性議題。 

GRI永永續續性性報報導導準準則則 
鴻海提供有關依循GRI永續性報導準則之自我宣告，與相當於”核心選項” (每個涵蓋特定主題GRI準則之重大主題，至

少一個特定主題的揭露項目依循其全部的報導要求)的相關資料。基於審查的結果，我們確認報告書中參照GRI永續性

報導準則的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之相關揭露項目已被報告、部分報告或省略。以我們的專業意見而言，此自我宣告涵

蓋了鴻海的社會責任與永續性主題。 

保保證證等等級級 
依據 AA1000保證標準 v3我們審查本聲明書為中度保證等級，如同本聲明書中所描述之範圍與方法。 

責責任任 
這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所屬責任，如同責任信中所宣稱，為鴻海負責人所有。我們的責任為基於所描述之範圍與方

法，提供專業意見並提供利害關係人一個獨立的保證意見聲明書。 

能能力力與與獨獨立立性性 
英國標準協會於 1901年成立，為全球標準與驗證的領導者。本查證團隊係由具專業背景，且接受過如 AA1000AS、ISO 
14001、ISO 45001、ISO 14064及 ISO 9001之一系列永續性、環境及社會等管理標準的訓練，具有主導稽核員資格
之成員組成。本保證係依據 BSI公平交易準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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