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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瑞科技 

個人資料隱私保護聲明 

生效日：西元二千零二十二年二月十日 

 

譜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聯企業（以下簡稱 “譜瑞科技”或”我們”），尊重有關您的

個人隱私權。 

本個人資料隱私保護聲明 (以下簡稱”隱私聲明”)概述我們如何蒐集、使用、保存及共享我們

從個人所蒐集到的資料、或個人使用我們公司網站(“網站”) 、任何應用程式或相關服務時，

提供予我們的個人資料(以下統稱為”服務”)。當你使用我們的服務時，即表示您同意本隱私

聲明中所敘述的蒐集、使用、揭露和相關程序。若您不同意本隱私聲明和我們的操作方式，您

可以選擇不使用我們的服務。我們的服務擴及全球範圍，並遵守相關可適用的資料保護法律規

範 (以下統稱為”資料保護法規”)，包含：歐盟的《一般資料保護規範》(EU 

2016/679)(“GDPR”)、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消費者隱私法案》(“CCPA”) 及中國的個人

信息保護法 (“PIPL”)。根據 GDPR 的規定，譜瑞科技為 GDPR 中所規定的資料控制者。 

1. 我們所蒐集的資訊 

我們可能會依照下列所述方式，蒐集有關您或您的設備的資訊。 

A. 您所提供予我們的資訊 

通訊。如果您通過電話或電子郵件直接與我們聯繫，我們可能會收到有關您的資訊。

例如，您基於我們與您或您的雇主（以下統稱為“客戶”）之間現在或潛在的業務關

係，向我們的銷售或客戶服務團隊發送電子郵件時，我們將收到您的姓名，電子郵件

地址，訊息內容以及任何您所發送給我們的附加文件，以及您選擇提供予我們的任何

其他資訊。 

職業。如果您決定應徵我們的工作（“應徵者”），您得透過線上申請或員工推薦的

方式提交您的聯絡方式及履歷給我們。我們將會蒐集您在履歷表上所提供的資訊，例

如：您的聯絡方式、學歷和工作經驗。於提交您的履歷前，請移除敏感的個人資訊，

例如：財務資訊、生物識別、宗教信仰等。在履歷表上，我們不需要或想要此等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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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如果您前往我們的辦公室為參訪（“參訪者”），我們可能會直接蒐集您所提

供給我們的資訊。例如，如果您留下您名片給我們，我們將蒐集到您的姓名、電子郵

件地址、電話號碼以及您在訪問我們辦公室的期間內所傳達給我們員工的任何資訊。 

B. 基於使用我們的服務時所蒐集的資訊 

裝置資訊。我們會收到有關您用於瀏覽我們服務的裝置和軟體設備的資訊，包括：IP

地址、Web 瀏覽器類型、操作系統版本、電話運營商和製造商、裝置標識符以及移動

廣告標識符號。 

使用資訊。為了幫助我們了解您如何使用我們的服務並幫助我們改善服務，我們會自

動接收有關您與我們服務的互動的資訊，例如：您查看的頁面或其他內容，以及訪問

的日期和時間。 

Cookies 和類似技術所得知的資訊。我們及我們的第三方合作夥伴可能會使用 Cookie、

像素標籤或類似技術來蒐集資訊。我們的第三方合作夥伴（例如：分析和廣告合作夥

伴），可能會使用這些技術來收集有關您的在線活動時間，以及跨不同服務間的資

訊。 Cookies 是指包含一串字母數字字符的小型文本文件。我們可能同時使用暫時性和

永久性的 cookie。於您關閉瀏覽器後，暫時性 cookie 會消失，而永久性 cookie 會持續

保留，並可能會在您的瀏覽器下次訪問我們的服務時再次使用它。 

欲了解如何修改 Cookie 設置的正確方法，請查看您網路瀏覽器的“幫助”功能。請注

意，如果您從服務中刪除或選擇不接受 Cookie，可能無法最大程度地利用我們所提供

的服務的功能。 

C. 我們從第三方收到的資訊。 

第三方。在您的招聘和就業過程中，或您與我們的業務關係或使用我們網站的過程

中，我們可能會與第三方供應商合作，或與第三方供應商合作蒐集有關您的個人資

料。 

背景調查。我們與第三方夥伴一同合作對應徵者進行背景調查，並接收與該應徵者有

關之可公開獲得的資訊，例如：應徵者的犯罪記錄、教育及就業記錄。 

2. 我們如何使用我們所蒐集到的資訊 

我們將蒐集到的資訊用於以下目的： 

• 為您或您的雇主提供所需要的商品或服務，包括促進交易和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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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需要與您就您的採購訂單，或出於必要回覆您的訊息時，與您聯繫； 

• 改善我們的服務； 

• 對我們的客戶和應徵者進行研究和分析； 

• 評估您是否適合與我們一同工作； 

• 管理諮詢及回覆，並處理資料存取、更正或行使與個人資料有關的其他權利的

請求； 

• 預防詐欺，並因應對可能出現的信用及安全問題； 

• 遵守適用的法律和法規義務；遵守法律程序和法院命令；並回應公共和政府部

門的要求； 

• 維護和捍衛我們的合法權利，以保護我們的業務運營；和 

• 若係出於其他非上述目的時，我們在蒐集資訊時會提供特別通知。在法令要求

下，我們不會在未取得您的明示同意前，為了行銷目的使用您的個人資料。 

3. 使用您的資訊的合法依據 

我們只會在可適用且有合法法律依據的情況下，根據資料保護法規之規定蒐集、使

用、保存或共享您的資訊。 

對於歐盟居民，我們僅在以下情況下處理您的個人資料： 

• 該資料處理對於您作為一個契約當事方的履行上是必要的，或係為了與您在訂

立契約之前，根據您的要求所採取的措施（例如：我們處理客戶的個人資料，

乃係為了我們可以與該客戶簽訂任何契約並交付商品和服務。此外，我們也會

對應徵者，進行評估其適用性，及處理應徵者的個人資料；或處理我們員工的

行程，以便管理員工的帳戶、發展勞雇契約關係及遵守法律義務（包括稅收和

勞工法規），或與第三方供應商合作並為員工提供服務）； 

• 該資料處理是為了遵守法律規定的要求所為之； 

• 該資料處理是為了我們或第三方的合法利益，且係有必要之處理。 （例如：出

於改善我們服務的目的，我們可能會基於合法目的處理客戶的個人資料。或

是，出於對於健康和安全的考量，我們可能會保留參訪者的個人資料並為記

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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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由您同意，且出於對特定目的所為之資料處理。 

4. 我們如何共享我們收集的資訊 

我們將基於“我們如何使用蒐集的資料”中所述的目的來使用和披露您的個人資料。我

們可能會與我們的關係企業共享您的個人資料，以履行我們與您的契約，或在必要時

改善我們的產品和服務。我們關係企業的完整名單載於

https://www.paradetech.com/company/company-overview/contact-us/。我們只會於已經

將其他第三方的產業類別告知您的情況下，將您的個人資料透露給譜瑞科技以外的第

三方。這些第三方供應商可能包括：服務供應商，IT 系統，支付服務，銀行和金融機

構，背景調查服務以及專業顧問（例如：律師）。基於善意且遵循政府機構或司法程

序當事方的要求，於下列情況，我們得揭露您的資訊於：（a）遵守任何可適用的法

律、傳票、搜查令、法院或法規的要求，披露您的個人數據。我們將依照法律程序

中，向政府機構或當事方披露您的個人資料或依照其他法定要求為揭露；（b）保護譜

瑞科技的員工、代理商、契約或其他第三方的合法權益、隱私或安全； （c）保護譜瑞

科技訪客的安全；或防止欺詐或其他非法活動；或 （d）行使我們的合法權利。 

於企業結合的情況時，我們將保留移轉您的個人資料於其他第三方的權利，若該第三

方同意遵守本隱私聲明的條款，並且只會於您所同意的目的下使用您的個人資料。若

發生此類個人資料移轉的情形時，您將會收到我們的通知，並且有選擇退出且拒絶公

開您個人資料的權利。 

本隱私聲明不適用於從我們網站的外部鏈接而進入的任何第三方網站，且譜瑞科技對

此等網站不負責任。如果您通過外部鏈接在任何其他網站上共享您的資訊，則將根據

該網站運營商的隱私政策進行處理。 

國際移轉 

在為您提供服務時，您的個人資料可能會經由我們的企業，或您居住國以外國家/地區

的第三方合作夥伴為處理。向我們提供您的個人資料，即表示您同意任何此類個人資

料的國際移轉、存儲或使用。 

如果譜瑞科技將歐盟居民的個人資料移轉給位於歐盟、英國或歐洲經濟區以外的接收

方時，我們將會提供適當級別的保護，包括：適當的技術和企業安全措施，以及依照

所適用的資料保護法規，採取適當的契約方式以確保此類個人資料移轉。譜瑞科技將

使用歐洲執委會所批准的標準契約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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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譜瑞科技將中國居民的個人資料移轉給位於中國以外的接收方時，我們將會提供

適當級別的保護，包括：適當的技術和企業安全措施，以及依照所適用的資料保護法

規，採取適當的契約方式以確保此類個人資料移轉。譜瑞科技將使用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所批准的標準契約條款。您可以參照第 1 及 2 節有關我們可能出口的您的資訊

種類和處理的目的、第 4 節有關接收方的類別及第 7 節有關行使您的資料主體權利的 

方法。 

5. 我們保留您的資料多久 

我們將根據資料獲得的目的、需求或在允許的時間範圍內保留您的個人資料。 我們保

留資料期間的標準，包括以下情況：（a）我們與客戶持續保持關係並提供服務的時間

範圍內；（b）在法律規定下，我們應盡之法律義務期間；以及（c）依據我們於法律

上的立場，就該資料為保留（例如：可適用的法律追溯時效、訴訟或監管調查）。 

6. 安全性 

我們採取合理的保護措施來保護我們所擁有的有關於您的個人資料及隱私，以免於該

資料遭濫用、未經許可的權限、丟失、修改或披露。我們透過實質上、技術上和行政

上的保護措施，以保護您的個人資料。我們將使用您個人資料的許可權，限制在僅有

需要瞭解該資料以向您提供利益或服務的員工。 此外，我們的員工瞭解保密並維護個

人資料安全及隱私的重要性。 

7. 歐盟及中國居民的資料主體法定權利 

本隱私聲明旨在為您提供有關譜瑞科技如何蒐集有關您的個人資料及其使用方式。 

若您的個人資料有任何更動，請通知我們。我們會根據 GDPR 及 PIPL 的規範為更新或

刪除您的個人資料。 

如果您是歐盟及中國居民，您對您的個人資料（定義於 GDPR 及 PIPL）享有某些權

利，包括： 

• 了解我們持有您的哪些個人資料，並要求對其有權限的權利； 

• 更新、更正、修改，或從我們的資料庫中刪除您的個人資料的權利； 

• 反對我們使用您的個人資料，或限制該權限的權利； 

• 要求我們將您的個人資料發送給第三方的權利；和 

• 若經法律依據我們必須得到您的同意許可使用您的個人資料時，您有權

撤回該同意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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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其中某些權利可能會受到當地法律的限制。 

為了行使您的資料主體權利，歐盟及中國居民可以通過以下方式與我們聯繫：

legal@paradetech.com。您也可以向您所在地區的相關監管機構進行投訴。 

8. 給加利福尼亞州居民的訊息 

A. 權利與選擇 

如果您是加利福尼亞州居民，則加利福尼亞州法律允許您要求我們提供您： 

• 根據個人資訊類別為蒐集、出售或披露您的個人資料（定義於

CCPA）； 

• 依照個人資訊類別為蒐集使用之目的； 

• 我們蒐集個人資料的訊息來源；和 

• 我們所蒐集有關您的特定個人資料。 

此外，若您是加利福尼亞州居民，您可以： 

• 在某些情況下，選擇不出售或披露您的個人資料； 

• 選擇不接收我們發送的廣告資訊；但是，您可能仍會收到有關行政服

務的資訊； 

• 選擇加入某些特定財務獎勵計畫，並允許同意我們為蒐集、銷售或刪

除您的個人資料；和 

• 在某些情況下，要求我們和我們的服務供應商刪除您的個人資料。 

 

B. 加利福尼亞州消費者要求 

要提出與您的加利福尼亞州隱私權有關的請求，請發送電子郵件給我們至

legal@paradetech.com，或通過以下地址寫信給我們： 

 

收件人：Legal Department, California Privacy Rights 

Parade Technologies, Ltd. 

c / o Parade Technologies, Inc. 

2720 Orchard Parkway,  

San Jose, CA 95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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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我們不接受任何透過其他方式（例如：傳真、社交媒體、其他郵寄地址或電

子郵件地址）所提出的請求。 

9. 兒童 

我們不提供服務予兒童，也不會企圖向 16 歲以下的兒童蒐集其個人資料。如果您發現

有兒童向我們提供了個人資料，您可以依照以下第 11 節中的說明與我們聯繫。 

10. 請勿追蹤功能 

有鑑於目前尚未有針對請勿追蹤功能為規範的統一標準，譜瑞科技目前並未採取措施

來響應瀏覽器的“請勿追蹤”信號。 

11. 更改我們的隱私聲明 

我們可能會不定時的更新我們的隱私聲明。對本隱私聲明的任何更改都會發佈在我們

的網站上，以讓您能夠對我們所蒐集的資訊、使用方式有所了解。若我們決定將個人

資料使用於與此隱私聲明或在向你蒐集資訊時所傳遞的方式有所不同方式時，我們將

通過我們的網站通知您。您可以選擇是否允許我們以新的方式使用您的資訊。您應定

期查看我們最新的隱私聲明，以隨時了解我們的個人資料運作方式。 

12. 聯絡我們 

如果您對此隱私聲明有任何疑問、疑慮或投訴，請透過 legal@paradetech.com 與譜

瑞科技為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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