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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gate 消費性固態硬碟春季行銷活動 (以下稱「優惠方案」)  

自 2020 年 2 月 10 日起至 4 月 14 日止 

 

 

官方活動規定  

 

這些官方活動規定 (以下稱「規定」) 可約束優惠方案。如果您不同意這些規定，請不要參與

此優惠方案或接受優惠方案之贈品 (如下所定義)。參加本優惠方案 (包含任何接受優惠方案贈

品的行為) 即等同接受這些規定。  

 

1.一般規定  

1.1 優惠方案說明。在優惠期間 (如下所定義)，每一位購買附錄 A 中定義的適用產品的

一般使用者客戶，並且依規定中指示於線上提交購買證明者，將可免費獲得附錄 A 中

指明的優惠方案贈品 (即每一個「優惠方案贈品」)，每一位參加者至多可獲得一 (1) 

份優惠方案贈品。   

1.2 優惠期間。「優惠期間」指在持續供貨下，自中原標準時間 (CST) 2020 年 2 月 10 

日上午 10:30 至 2020 年 4 月 14 日晚上 11:59 為止。優惠方案贈品提供的明確數量如附

錄 A 中所闡明。  

1.3 購買期間。如要適合此優惠方案並獲得優惠方案贈品，一般使用者客戶必須自符合條件的

經銷商 (如下所定義) 完成適用購買行為，並依下面指示，在優惠期間於 

https://seagate.com/promos/mypromo/promotion/twcsgssd (「優惠方案活動頁面」) 提

交相關註冊記錄。  

1.4 促銷廠商。本優惠方案的「促銷廠商」為台灣希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地址：

10543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363 號 14 樓 B 室。  

1.5 限定範圍條款。促銷廠商及其子公司與附屬公司員工、活動代理廠商員工或參與本優惠方

案行政作業任何一部份的個人、以及任何員工的直系親屬 (父母、兄弟姐妹、配偶或子女) 及

家庭成員、Seagate 經銷合作夥伴、Seagate 授權代理商、Seagate 零售商及其子公司，均

排除在此優惠方案適用資格之外。 

 

2.註冊記錄與參與 

2.1 適用資格。本優惠方案僅開放自入境後在其居住法律轄區具有法定成年人身分的台灣合法

居民。在本優惠方案中，「優惠商品」係限定於附錄 A 中所指定的 Seagate 產品。「適用購

買」係指自符合條件的經銷商購買一套優惠商品 (除非附錄  A 中另有明定)。適用購買僅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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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使用者購買優惠商品，不適用於經銷目的。「符合條件的經銷商」係指所有促銷廠商在台

灣的授權零售商以及在台灣且擁有合法台灣商業授權販售優惠商品之促銷廠商授權的線上零售

商。本優惠方案不適用於台灣以外的地區。  

2.2 註冊流程。如欲參與此優惠方案，一般使用者客戶必須自符合條件的經銷商完成適用購買

行為，並依優惠方案活動頁面所指示，提交收據作為購買證明 (一併提交，稱之為一筆「註冊

記錄」)。所有註冊記錄都必須於優惠期間提交至優惠方案活動頁面。  

2.3 資格不符的註冊記錄。促銷廠商沒有責任負擔因任何理由而未收到的註冊記錄，或收到但

因任何理由無法判讀的註冊記錄。促銷廠商得自動過濾任何不完整或不合法的註冊記錄，或在

遵守適用法律的情況下，促銷廠商因任何其他理由判定無效的任何註冊記錄。  

2.4 拒絕的權利。促銷廠商得在遵守適用法律的情況下拒絕任何他們判定未遵循活動規定的註

冊記錄。  

 

3.履約  

3.1 優惠方案贈品將於提交有效註冊記錄驗證後的 28 天內處理與發放。參加者應自行負擔所

有當地稅金 (包括所得及預先代扣代繳之稅額) 和其他在此未明定之任何與接受和使用優惠方

案贈品有關的成本與開支。參加者不得替代、指派或轉讓優惠方案贈品，或將優惠方案贈品兌

換成現金，不過，促銷廠商保留權利得自行決定將優惠方案贈品 (或部份) 以等值或更高價值

的贈品替代。只有在持續供貨時，優惠期間內方提供優惠方案贈品。優惠方案贈品的具體數量

於附錄 A 中明定。 

3.2 參與優惠方案即代表每一位參加者同意與認可促銷廠商可能會需要收集參加者的個人資訊 

(例如取自註冊記錄或其他提交的優惠方案資料)，以便執行此優惠方案和/或協助優惠方案贈

品的發放，且促銷廠商得將此資訊透露給供應商和/或其各自的活動代理廠商。  

 

4.註冊記錄的使用  

4.1 隱私權聲明。本優惠方案在台灣執行，有關參加者的資訊 (包含但不限於參加者的姓名、

電子郵件地址、發票號碼和序號) 可能會在與此優惠方案及優惠方案贈品履行發放時收集。在

本優惠方案提交註冊記錄和資訊時，代表每位參加者同意促銷廠商收集、使用、傳送及分享他

/她的個人資訊。Seagate 將遵照其隱私權聲明 (網址：https://www.seagate.com/legal-

privacy/) 所述方式來處理參加者的個人資訊。若參加者選擇訂閱未來通訊，在遵循適用法律

的情況下，其個人詳細資訊將會被用於提供有關促銷廠商的產品、服務和未來優惠方案細節等

資訊。  

4.2 其他文件。參與本優惠方案，即表示參加者同意簽署任何促銷廠商可能需要用來確認使用

權利以及同意因參與活動所產生的棄權聲明書。  

 

5.參加者責任歸屬  

https://www.seagate.com/legal-privacy/
https://www.seagate.com/legal-priv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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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一般規定。參加本優惠方案，即表示每位參加者同意遵守這些規定。依據適用法律，有關

此優惠方案的所有相關事宜，促銷廠商之判定為具有效力之最終決定。  

5.2 豁免。每一位參加者在此豁免促銷廠商及其母公司、子公司、附屬公司、員工及活動代理

廠商任何與優惠方案或任何收到的優惠方案贈品相關聯所產生的責任或任何人身傷害、損失或

損壞。  

5.3 中斷。若發生災難性事件、或其他任何無法合理預期或控制的不可預見或非預期事件，影

響優惠方案的公平性或完整性，包括人為錯誤，促銷廠商得依適當法律取消、變更或暫停本優

惠方案。若無法找到恢復本優惠方案完整性的解決方式，促銷廠商得依適用法律，在取消、變

更或暫停本優惠方案前，選擇從已收到的所有註冊記錄中選定兌換來處理。  

5.4 非法行為。促銷廠商得依適當法律針對任何藉由駭客入侵或欺騙、或以任何方式進行詐

欺，試圖危害本優惠方案之完整性或合法作業的損害或刑事訴訟採取法律行動。促銷廠商得依

適用法律禁止任何參加者參與任何未來的優惠方案。  

 

6.其他條款  

6.1 修改或取消。當活動超出促銷廠商控制而有舞弊或影響行政安全性、公平性、完整性或適

當執行時，促銷廠商依適用法律保留修改、取消或暫停本優惠方案的權利促銷廠商得取消任何

竄改註冊記錄的處理或此優惠方案其他任何層面的參加者之資格。  

6.2 責任限制。促銷廠商 (包括其個別法定代理人、員工和活動代理廠商) 不負責且排除以下所

有責任 (包括疏失)：就任何方面因本優惠方案產生的任何人身傷害或任何損失或損害 (包括機

會損失)，無論為直接、間接、特殊或必然，以及 (a) 任何技術困難或設備故障 (無論是否在促

銷廠商控制下)；(b) 任何失竊、未經授權存取或第三方介入；(c) 任何因任何理由不在促銷廠

商合理控制範圍下超過時限、遺失、變造、損壞或誤導 (無論是否在促銷廠商收到後) 的註冊

記錄或優惠方案贈品申請；(d) 在規定中所述的優惠方案贈品的價值有任何變動； (e) 任何參

加者衍生的稅金責任；或 (f) 使用優惠方案贈品。除非依法不得排除的任何責任 (在此情況

下，責任僅限於法律允許的最低限度)，包括法定擔保，促銷廠商 (包括其個別法定代理人、員

工和活動代理廠商) 排除與本優惠方案有關的以下所有任何損失 (包括但不限於間接、特殊或

必然損失或損失利潤或機會)、開支、損壞、人身傷害或死亡的責任 (無論是否因任何人的疏失

而造成)，包括領取或使用優惠方案贈品。任何在發布日期和領取優惠方案贈品日期之間產生

的優惠方案贈品價值的變動，並非促銷廠商之責任。.  

6.3 贊助商與活動代理廠商。本優惠方案由台灣希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贊助，公司地址：

10543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363 號 14 樓 B 室。所有關於本方案的往來信函請寄至位

於上述地址的台灣希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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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適用產品 

- Seagate® One Touch 固態硬碟 500GB 或 1TB 

- Seagate® Expansion 固態硬碟 500GB 或 1TB 

- Seagate® Fast 固態硬碟 500GB、1TB 或 2TB 

- Seagate® Backup Plus Ultra Touch 硬碟  1TB 或 2TB  

- Seagate® Backup Plus Slim 硬碟  1TB 或 2TB 

- Seagate® Backup Plus Portable 硬碟 4TB o或 5TB 

-  

當談到硬碟容量時，1 GB 代表 10 億位元組，1 TB 代表 1 兆位元組。您電腦作業

系統採用的計算標準可能有所不同，因此回報的容量會略低。此外，標示的容量當

中有一部分會被格式化和其他功能所佔用，因此無法用來儲存資料。 

優惠方案贈品  

適用的購買商品 優惠方案贈品 估計零售價值  

Seagate® Backup 

Plus Ultra Touch 硬

碟 1TB 或 2TB，或 

Seagate® Backup 

Plus Slim 硬碟 1TB 

或 2TB  

- 壹 (1) 張 Hagaan Dazs 迷你杯兌換

券 (ARV 台幣 100 元)  

 

台幣 100 元 (共計) 

 

Seagate® One 

Touch 固態硬碟 

500GB 或 1TB；

Seagate® 

Expansion 固態硬碟 

500GB 或 1TB；

Seagate® Fast 固態

硬碟 500GB、1TB 

或 2TB；或 

Seagate® Backup 

Plus Portable 硬碟 

4TB 或 5TB  

- 兩 (2) 張 Hagaan Dazs 迷你杯兌換

券 (ARV 台幣 200 元)  

 

台幣 200 元 (共計) 

 

*提供的贈品總數量：1000 張 Hagaan Dazs 兌換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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