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merican Eagle Outfitters 全球私隱通知  

本全球私隱通知自 2021 年 7 月 29 日起生效，適用於我們北美以外的客戶。 

本私隱通知（本「通知」）解釋 American Eagle Outfitters, Inc. 如何收集、使用和披露有關您的數據，該

公司是根據特拉華州（美利堅合眾國）法律註冊成立的公司以及我們的附屬公司和子公司，包括 AEO 管
理公司（統稱為「AEO」、「我們」或「我們的」）。 

作為數據控制者（包括適用私隱法下的其他類似條款），我們負責處理我們從您收集或接收的您的個人

數據（定義見下文）。本通知適用於我們在您存取或使用我們的技術平台（包括但不限於我們的網站、

流動應用程式和連結到本通知的其他 AEO 控製或相關財產；統稱為「平台」）、透過社交媒體與我們互

動，或當您以其他方式與我們互動時。 

在某些地方，我們與第三方合作經營 AEO 品牌商店、網站和應用程式，推廣和銷售我們的產品和服務，

並完成訂單（「零售合作夥伴」）。零售合作夥伴將根據其私隱政策收集和處理有關您的個人數據，當

您從此類零售合作夥伴處購買、存取其運營的網站或以其他方式與此類零售合作夥伴互動時，他們會向

您提供這些數據。本通知也適用於我們對可能從我們其中一個零售合作夥伴收到的任何個人數據的處理。 

請完整閱讀本通知（在向我們提供您的個人數據或以其他方式與我們或任何零售合作夥伴或在其私隱政

策中提及本通知的第三方進行互動之前）以了解我們如何收集、使用和披露您的個人數據。我們可能會

就我們如何處理特定於某些計劃或活動的個人數據提供不同或額外的通知。我們還可能就我們如何處理

某些子公司或附屬公司的個人數據提供不同的通知，在這種情況下，本通知將不適用。 本通知不適用於

向我們申請工作的求職者和候選人，也不適用於與我們有工作關係的員工和非員工員工。 

內容快速指南 

1. 個人數據的收集。 
2. 處理個人數據的目的和法律依據。 
3. 披露和分享。 
4. 您的權利和選擇。 
5. 安全和保留。 
6. 個人數據的國際傳輸。 
7. 變更。 
8. 聯絡我們。 
9. 某些司法管轄區的額外資料。 

1. 個人數據的收集。 

a) 個人數據的定義 

在本通知中，我們對「個人數據」一詞的使用包括適用私隱法下的其他類似術語，例如「個人資料」和

「可識別個人身份的資料」。一般而言，「個人數據」包括與已識別或可識別的自然人有關的任何資料，

例如姓名、電子郵件地址、電話號碼、家庭住址或付款數據（例如，帳戶數據或信用卡號）。 

b) 我們何時收集您的個人數據？ 

當您與 AEO、我們的任何品牌或平台互動時，我們可能會收集個人數據，例如當您： 

• 在我們的其中一家商店或通過我們的平台購買、退貨、預訂或試用商品； 
• 同意接收我們的促銷電子郵件、短訊/文字訊息或其他通訊； 
• 通過我們的平台存取、使用和/或註冊； 
• 同意我們使用 cookie； 
• 參加我們的比賽、抽獎或促銷活動； 
• 參與我們的一項調查或其他客戶研究； 
• 同意收集和處理您的位置數據； 
• 為他人購買禮品卡；以及 

https://www.ae.com/content/help/privacy-notices?navdetail=footer:utility:p3&cm=sDE-cEUR#US_5
https://www.ae.com/content/help/privacy-notices?navdetail=footer:utility:p3&cm=sDE-cEUR#US_6
https://www.ae.com/content/help/privacy-notices?navdetail=footer:utility:p3&cm=sDE-cEUR#US_7
https://www.ae.com/content/help/privacy-notices?navdetail=footer:utility:p3&cm=sDE-cEUR#US_8


 
 
 

• 聯絡或存取我們的客戶服務部門，或以其他方式聯絡我們或我們其中一個服務提供商提出意見、

問題或投訴。 

此外，我們可能會從第三方收集和接收有關您的個人數據，包括我們的零售合作夥伴、供應商和服務提

供商。例如，我們可能會聘請供應商並與其他合作夥伴合作，以代表我們向我們或您提供服務（例如支

付處理器、雲託管和服務提供商）。如上所述，我們與零售合作夥伴合作，在某些地點提供我們的產品

和服務。這些零售合作夥伴可能負責在各自的地點處理訂單、與客戶溝通和處理退貨，並且他們可能會

向我們提供客戶個人數據，包括但不限於姓名、聯絡資料、人口統計、購買歷史和市場推廣偏好。 

當我們收集您的個人數據時，我們將說明您提供特定類型的個人數據是可選的還是強制性的。出於本通

知所述目的，必須收集某些個人數據。如果您不向我們提供此類強制性個人數據，我們可能無法管理和

管理我們與您的關係（例如與您溝通或履行我們與您的合同），這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意味著我們無法繼

續您與我們的互動（如果適用），否則我們可能無法遵從我們的法律義務。 

2. 處理個人數據的目的和法律依據 

雖然我們處理個人數據的目的會因情況而異，但一般而言，我們將個人數據用於本節中規定的商業目的。 

在本節，我們還解釋我們收集和處理您的個人資料的目的，以及我們根據某些私隱法的要求處理個人數

據的法律依據，例如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2018 年英國數據保護法、2018 年第 30 號巴

林個人數據保護法（「PDPL」）、巴西通用數據保護法（「LGPD」）、香港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PDPO」）、韓國個人資料保護法（「PIPA」）和新加坡 2012 年個人資料保護法（「PDPA」）。 

a)  根據某些私隱法進行處理的法律依據 

根據 GDPR 和其他相關私隱法，一般而言，我們會根據以下法律依據處理您的個人數據： 

• 履行我們與您的合同：我們收集的個人數據可能用於履行我們與您達成的協議，包括我們的使

用條款以及適用於您使用的平台的其他條款和條件。 
• 為了遵守 AEO 所承擔的法律義務：我們收集的個人數據可能會被處理以遵守法律和我們的法律

義務。 
• 為了我們的合法商業利益：我們可能會處理個人數據，以促進我們在保護、維護和改進平台方

面的合法商業利益；開發新的平台、功能和服務；市場推廣和推廣我們的產品和平台（包括通

過分析和營銷）；保護我們的合法權益；支持合併、收購、重組和其他商業交易；以及全面運

營和改善我們的業務。 
• 經您同意：我們可能會根據您的同意處理有關您的個人數據，例如向您發送市場推廣通訊、調

查、新聞、更新和其他通訊。在適用法律要求的情況下，AEO 將獲得您對本通知以及我們收集、

使用和披露您的個人數據的同意。您可以根據適用法律隨時撤回您的同意；請參閱第 4 節。您

的權利和選擇如下，了解有關如何撤回您的同意的資料。 

b)   我們如何收集、使用和處理個人數據 

下面我們將描述我們如何收集個人數據以及我們出於何種目的使用個人數據，包括（在適用的情況下）

我們從第三方（例如零售合作夥伴）收到的個人數據。  

i. 購買、退貨、預訂或試穿商品 

當您通過我們的商店或我們的平台購買或退貨時，我們會收集和使用您提供的個人數據，例如您的訂單、

郵寄地址、電子郵件地址、年齡和付款資料，以完成您的訂單 ，處理您的退貨，並更新您的訂單/退貨

狀態。當您在店內預訂或試穿商品時，我們可能會收集個人數據，例如您的姓名、電話號碼、電子郵件

地址、位置以及您希望預訂或試穿的物品，以滿足您的要求。 

在適用的情況下，為這些目的處理您的個人數據是與您簽訂合同所必需的。我們還會根據我們的合法利

益使用收集的這些個人數據，包括欺詐檢測、改進平台和業務運營、資訊安全目的、監控我們的銷售以

及匯總分析建模。 



 
 
 

ii. 促銷/市場推廣 

我們可能會通過直郵、電子郵件和其他電子方式發送我們認為您可能感興趣的關於我們的產品、服務、

新聞、優惠、促銷和活動（例如比賽、抽獎和調查）的促銷/市場推廣通訊、廣告和其他資料。我們出

於這些目的處理您的個人數據，並徵得您的同意，向您發送直接市場推廣通訊。您可以按照訊息中的說

明取消訂閱這些通訊。如果您對取消訂閱我們的訊息有任何疑問，或需要有關取消訂閱促銷訊息的幫助，

請按如下所述與我們聯絡。 

在適用於相關私隱法的情況下，我們出於市場推廣和促銷目的處理您的個人數據是基於您的同意。 

iii. 使用平台 

如果您選擇存取、使用和/或註冊我們的平台之一，我們會處理您提供的資料，例如您的姓名、電子郵

件地址、出生日期、送貨/帳單地址、信用卡和帳戶相關數據 用於管理和保護您在我們平台上的帳戶。

請注意，在註冊帳戶時，系統會提示您提供某些資料。如果您在帳戶註冊時未提供送貨、帳單或信用卡

資料，我們將在隨後提供時自動將此資料保存到您的帳戶中，包括在您完成訂單時。如果您想修改此資

料，請隨時存取您的帳戶。 

在適用的情況下，為這些目的處理您的個人數據是履行與您簽訂合同所必需的。我們還會根據我們的合

法利益使用收集的這些個人數據。這些合法利益是改進我們的平台和業務營運、資料安全目的、監測我

們的銷售以及匯集分析模型。 

iv. Cookie 

大多數平台使用 cookie 和其他自動化技術來收集有關平台使用的某些資料並在我們的平台上提供某些功

能。例如，這些技術可用作分析工具，以了解用戶喜歡我們平台上的哪些內容、改進我們的平台並提供

個性化內容（例如有針對性的廣告）。AEO 管理或控制的大多數網站都包含 Cookie 通知（例如，可通過

網站頁腳中的「Cookie 通知」連結存取），其中包含有關我們使用 Cookie 和類似技術的更多資料。 

在適用的情況下，為此目的處理您的個人數據是基於您的同意並符合適用的法律要求。 

v. 抽獎/比賽/促銷 

如果您選擇參加我們的比賽、抽獎或促銷活動之一，我們會處理您提供的個人數據，以便進行這些活動

並與您溝通，所有這些都在相應的條款和條件中進行了進一步描述。在適用的情況下，為這些目的處理

您的個人數據是履行與您簽訂合同所必需的。 

如果您同意，我們還可以處理您在您參與的任何相關活動中錄製的照片和/或影片。為此目的處理您的

個人數據將基於您的同意。 

vi. 客戶調查和其他客戶研究 

如果您同意，如果您選擇參與我們的一項客戶調查或其他研究工具來分析和更好地了解像您這樣的客戶

如何與我們的品牌互動，我們將處理您提供的個人數據。 

在適用的情況下，為此目的處理您的個人數據是基於您的同意。 

vii. 定位數據 

當您導航到任何平台時，我們會使用定位資料來定制您的用戶體驗並提供相關內容。具體來說，我們使

用您設備的地址和定位資料將您定位到默認國家，我們還使用它來提供相關的商店位置、運輸和產品選

擇頁面。此外，當您首次啟動我們的任何流動應用程式時，系統會要求您同意該應用程式收集定位數據。

我們使用此資料為您提供有關附近商店/地點的資料；產品、它其可用性/位置或保留物品；以及特別優

惠和促銷活動。 

在適用的情況下，為此目的處理您的個人數據是基於您的同意。 

如果您最初同意我們的流動應用程式收集此定位數據，您隨後可以隨時通過更改設備上的首選項來更改

此數據的收集。您也可以按照標準卸載程序從您的設備中刪除我們所有的流動應用程式，從而停止我們

收集位置數據。 



 
 
 

viii. 給他人的禮品卡 

在某些情況下，我們還可能收集您提供給我們的有關其他人的個人數據。例如，您可以向我們提供禮物

收件人的姓名和地址。當您向我們提供此個人數據時，我們會將其用於處理貨件。我們依賴您從預期接

收者獲取任何必要的資料，以便我們將他們的個人數據用於這些目的。您有責任獲得您提供其個人數據

的其他人的知情同意。 

在適用的情況下，為此目的處理禮物接收者的個人數據是履行與您簽訂的合同所必需的。 

在禮物接收者同意的情況下，我們使用他們的個人數據與預期接收者進行交流。在適用的情況下，出於

此目的處理禮物接收者的個人數據將基於您的同意。 

ix. 客戶服務 

當您聯繫我們的客戶服務部門（姓名、電話號碼、電子郵件地址、購買詳情）時，我們會處理您提供給

我們的個人數據，以便審查您提出的任何問題並回答您。根據您查詢的性質，我們可能會要求提供額外

的個人數據以驗證您的身份（例如出生日期或銀行詳細資料）。 

在適用的情況下，為此目的處理您的個人數據是履行與您簽訂的合同所必需的。 

x. 保護我們的業務並遵守法律義務 

我們可能會處理個人數據以保護我們的業務、捍衛我們的合法權利並遵守法律義務。此外，我們可能會

出於內部審計、報告、公司治理和內部運營目的處理個人數據。 

在適用的情況下，出於這些目的處理您的個人數據是遵守法律義務和我們的合法利益所必需的。 

xi. 管理我們與他人的關係，包括零售合作夥伴 

我們還處理上述個人數據，以管理我們與供應商、零售合作夥伴和協助我們提供服務或商品的第三方的

關係，例如，確保他們的任務正確執行，評估我們與他們的工作，以及確保不同服務提供商或零售合作

夥伴之間的平穩過渡。 

在適用的情況下，出於這些目的處理您的個人數據是履行與您的合同所必需的，和/或我們的合法利益

所必需的，即改善業務營運、監控我們的銷售並確保我們的服務提供商和零售合作夥伴的正常績效。 

3. 個人數據的披露和共享。 

除本通知中所述外，我們不會與第三方控制者（即出於自身目的使用個人數據的第三方）共享您的個人

數據。但是，我們可能會與第三方共享無法用於識別您身份的匯總、非個人或匿名數據。我們也可能在

以下情況下共享您的個人數據： 

您同意共享您的個人數據：在使用我們的平台時，您可能有機會選擇接收來自第三方的關於他們提供的

商品或服務的資料和/或市場推廣優惠，或者同意與第三方共享您的數據。如果您同意共享您的個人數

據，您的個人數據將被披露給第三方，您披露的個人數據將受該第三方的私隱聲明和商業慣例的約束。 

提供服務的第三方和零售合作夥伴：我們可能會與代表我們履行職能或協助我們的業務運營以與您簽訂

合同的供應商共享您的個人數據，例如託管或運營我們的平台、處理交易和付款、履行訂單或提供客戶

服務的人；或其他提供內部促銷協助並分析我們數據的第三方。此外，我們可能會與管理我們的信用卡

或分析數據的供應商或廣告商以及為我們的產品或服務的產品評論提供支持的合作夥伴共享您的個人數

據。我們還可能與其他第三方共享您的個人數據，包括我們的零售合作夥伴，與我們合作發送市場推廣、

開展廣告活動和提供其他促銷幫助。這些第三方可能會通過郵件、電子郵件和其他電子方式協助我們進

行市場推廣和宣傳我們認為您可能感興趣的我們的產品、服務、新聞、優惠、促銷和活動（例如比賽、

抽獎和調查）。如果我們在特定位置從一個零售合作夥伴過渡到另一個，那麼我們可能會將收到的有關

您的個人數據從我們當前或前任的零售合作夥伴轉移到新的零售合作夥伴， 或我們可能會要求我們的現

任或前任零售合作夥伴將收集到的有關您的個人數據傳輸給新的零售合作夥伴。 



 
 
 

AEO 集團公司：您的個人數據可能由 AEO 集團公司的成員處理，他們協助我們營銷和宣傳我們的產品和

平台），以及用於分析、研究和人口統計研究、開發，並幫助我們改進和訂製我們的平台。我們的集團

公司在使用您的個人數據時受本通知的約束。AEO 負責管理可能與 AEO 集團公司共享的個人數據。 

遵守法律義務：如果我們認為法律要求我們這樣做，或者這樣做對於遵守法律程序是合理必要的，我們

也可能會披露您的個人數據；當我們認為有必要或適當地向執法機構或其他政府或監管機構或法院（在

全球任何相關司法管轄區）披露個人數據時，例如調查實際或涉嫌欺詐或違法、違反安全或違反本通知

的行為；在司法、行政或仲裁程序中定期行使我們的權利（如適用於巴西）；回應針對我們的任何索賠；

以及保護 AEO、我們的客戶或公眾的權利、財產或人身安全。 

企業交易：此外，您的個人數據可能會作為任何擬議或實際的 AEO 合併、出售和轉讓、資產、收購、破

產或類似事件的一部分而披露。 

4. 您的權利和選擇。 

本節描述了您對個人數據的選擇和權利以及如何行使這些選擇和權利。 

a) 選擇退出市場推廣通訊。 

您可以通過以下方式選擇退出市場推廣電子郵件：(i)登入您的網上帳戶並更新您的偏好；(ii) 通過電話、

電子郵件或郵寄方式與我們聯絡，或 (iii)按照您收到的通信中的刪除說明進行操作。如果您選擇退出直

接市場推廣通訊，我們可能仍會在適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向您發送非促銷通訊，例如關於您的帳戶或我

們正在進行的業務關係的通訊。例如，如果我們的服務因維護而暫停，或者您的付款無法處理，我們可

能會向您發送電子郵件。 

b) 撤回您的同意。 

在我們根據您的同意處理您的個人數據的所有情況下，您可以隨時撤回對每個個人目的的同意，無需任

何理由。請通過 privacy@ae.com 與我們聯絡以撤回同意。 

c) 查看並更正您的個人數據。 

通常，註冊帳戶持有人可以直接在他們的帳戶內查看和更新他們的個人檔案資料和通訊偏好。如果您並

非註冊帳戶持有人，需要我們幫助行使您的權利或想就 AEO 持有的您的個人數據提出請求，您可以按照

下文第 8 節中的規定聯絡我們。聯絡我們。 

提交請求。私隱請求應提交給 AEO 的私隱團隊，如下文第 8 節所述。聯絡我們。請記住，如果您撤回您

的同意，或以其他方式刪除或反對我們處理某些個人數據，某些服務將無法使用。我們將根據適用法律

回應您的請求，如果我們不打算遵守您的請求，我們會通知您。我們也可能會要求您提供額外資料，以

便我們確認您的身份或驗證您的請求。 

請注意，如果您想就我們其中一個零售合作夥伴收集和處理的您的個人數據提交請求，您必須直接向該

零售合作夥伴提交請求。有關您所在司法管轄區的零售合作夥伴的問題，您可以按照下文第 8 節中的規

定聯絡我們。聯絡我們。 

某些司法管轄區的額外資料。我們致力於根據適用於我們的所有私隱法尊重個人的私隱權。一些私隱和

數據保護法律要求我們向適用的消費者提供有關個人權利的具體資料，我們已在下文第 9 節中規定。 

5. 安全和保留 

我們已實施行政、技術和物理措施，以幫助保護我們收集的個人數據免遭丟失、被盜、濫用和未經授權

的存取、披露、更改和破壞。 然而，沒有任何網站或互聯網傳輸是完全安全的。因此，我們不能也不保

證不會發生未經授權的存取、黑客攻擊、數據丟失或其他違規行為。我們敦促您採取措施確保您的個人

數據安全，例如選擇強密碼並將其保密，啟用多因素身份驗證（如果可用），以及註銷您的帳戶，並在

使用完平台後關閉您的網絡瀏覽器。 

一般而言，我們會根據我們收集和使用個人數據的目的（如本通知中所述）以及履行我們的法律義務、

解決爭議、維護適當的業務紀錄所必需的其他目的保留您的個人數據，執行我們的協議或適用法律要求

https://www.ae.com/intl/en/content/help/aeo-group-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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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長期限。保留期限取決於資料和我們收集資料的原因。例如，我們根據退貨政策的相關退貨和換貨

期限保留客戶購買和交易的紀錄。 

6. 個人數據的國際傳輸。 

我們的總部設在美國，受美國法律管轄，在美國和世界各地都有業務、實體和供應商。通過存取或使用

平台，或以其他方式向我們提供資料，您承認我們在美國和其他適用地區收集、處理、傳輸和儲存有關

您的數據，這些地區的私隱法可能不如或相當於您居住和/或公民所在國家的那些人。當您的個人數據

被轉移到其他司法管轄區並在其他司法管轄區進行處理時，我們將採取措施確保您的個人數據受到適當

的保護並獲得適用私隱法要求的充分保護，包括通過適當的書面數據處理條款和 /或數據傳輸協議。如

果您對我們或我們的供應商處理您的個人數據的政策、做法或方式有疑問或投訴，請使用下面的聯絡資

料。 

如果您位於歐洲經濟區或英國，您的個人數據可能會被傳輸到美國和其他司法管轄區，根據歐盟委員會

的規定，這些司法管轄區沒有提供同等級別的數據保護。在這種情況下，AEO 將採取措施確保採取適當

的保護措施來保護您的個人數據，包括制定分別獲得歐盟委員會和英國資訊專員批准的標準合同條款。 

7. 變更。 

我們可能會不時更新本通知。如果我們做出更改，我們將通過修改通知頂部的日期來通知您，並且在某

些情況下，我們可能會向您提供額外的通知（例如在我們的主頁上添加聲明或向您發送通知）。在適用

法律要求的情況下，我們將徵求您對此等更改的同意。我們鼓勵您在與我們互動時查看本通知，以隨時

了解我們的數據實踐以及您可以幫助保護您私隱的方式。 

8. 聯絡我們。 

由於它涉及您可能對本通知有疑問，或者如果您對 AEO 可能未能遵守本通知有投訴或疑慮，請通過以下

方式與我們聯絡： 

請注意，負責遵守本通知規定的義務的角色和部門為： 

助理總法律顧問，私隱：法律部門，privacy@ae.com 
 
American Eagle Outfitters 
c/o Legal Department 
77 Hot Metal Street 
Pittsburgh, PA 15203 
收件人：助理總法律顧問，私隱 
電話：1-888-232-4535 
電子郵件：privacy@ae.com 

 
有關某些司法管轄區的其他聯絡資料，請參閱下文第 9 節。    

9. 某些司法管轄區的額外資料。 

EEA (GDPR)、英國和巴西：根據適用法律規定的條件，歐盟/歐洲經濟區、英國和巴西（以及適用類似權

利的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用戶在我們處理他們的個人數據方面享有以下權利 ： 

• 存取、更正和限制處理您的個人數據的權利：如果您希望存取、修改、驗證、更正、刪除或限

制處理通過平台收集的您的任何個人數據，您可以使用上面提供的聯繫資訊與我們聯絡。或者，

您可以通過我們的平台存取、修改、驗證、更正或刪除您的註冊用戶數據。請注意，所有活動

帳戶必須與實際地址相關聯，客戶服務可能會協助進行某些更改。此外，我們可能會拒絕明顯

沒有根據或過度的請求，特別是因為它們的重複性。 
• 反對權：您可以隨時要求我們停止處理您的個人數據，如果我們：(i )  依靠合法利益來處理您的

個人數據，除非我們能夠證明處理的令人信服的法律依據，或者我們需要處理數據以建立、行

使或捍衛法律主張；或者(ii) 處理您的個人數據以進行直接市場推廣。 

mailto:privacy@a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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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除權：在某些情況下，您有權要求我們刪除或移除您的個人數據，例如我們不再需要它或您

撤回您的同意（如適用）。在適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我們將在必要時保留和使用您的個人數

據，以履行我們的法律義務、解決爭議、維護適當的業務紀錄並執行我們的協議。 
• 數據可移植性的權利：在某些情況下，您有權以結構化、常用和機器可讀的格式接收我們從您

那裡獲得的個人數據的副本，並在其他地方重複使用或要求我們將其傳輸給您選擇的第三方。 
• 撤回您的同意的權利：如果根據您的同意處理您的個人數據，您有權隨時撤回同意，不影響撤

回前基於同意進行處理的合法性。巴西用戶也有權了解拒絕或撤回同意的後果。 
• 提出投訴的權利：如果您認為我們對個人數據的處理違反了數據保護法，您可以向主管監管機

構提出投訴。 

請注意，其中一些權利可能受到限制，例如我們有壓倒一切的利益或法律義務繼續處理數據。請使用上

文第 8 節中列出的資料與我們聯絡。如果您希望行使您的任何權利，或者如果您對我們處理您的個人數

據有任何疑問或投訴，請聯絡我們。 

您可以根據 GDPR 第 27 條的要求聯絡我們以下 d 的歐盟和英國當地代表： 
 
VeraSafe Czech Republic s.r.o 
Klimentská 46 
Prague 1, 11002 
Czech Republic 
聯絡表格：https://verasafe.com/public-resources/contact-data-protection-representative 

VeraSafe Ireland Ltd. 
Unit 3D North Point House 
North Point Business Park 
New Mallow Road 
Cork T23AT2P 
Ireland 
聯絡表格：https://verasafe.com/public-resources/contact-data-protection-representative 

Verasafe United Kingdom Ltd.   
37 Albert Embankment 
London SE1 7TL 
United Kingdom 
聯絡表格：https://verasafe.com/public-resources/contact-data-protection-representative 

澳洲：根據適用法律規定的條件，如果您是澳洲的用戶，您有權根據私隱法存取、更正或投訴您的個人

數據： 
• 存取和更正：根據您的書面請求，除法律規定的某些例外情況外，AEO 將允許您存取您的個人

數據。此外，如果您認為 AEO 持有的有關您的個人資料不準確、不完整或不最新，您可以寫信

至上述地址的私隱部助理總法律顧問。AEO 將在合理時間內響應您存取或更正個人數據的請求，

並在必要時在合理時間內更正任何不準確的個人數據。請求存取您的個人數據是免費的，但 
AEO 可能會要求您支付我們為您提供存取權限的合理費用（例如影印費用或整理大量材料所花

費的時間費用）。 
• 問題、意見或投訴：存取和更正您的個人數據的請求，以及問題或評論應直接提交給助理總法

律顧問，私隱：法務部，privacy@ae.com，通過上述聯絡方式。 
 
如果您對我們處理您的個人數據的方式仍然不滿意，您可以聯絡澳洲資訊專員辦公室 (www.oaic.gov.au)。 
 
智利：根據適用法律規定的條件，如果您是智利的用戶，您在我們處理您的個人數據方面擁有以下權利： 

• 索取有關處理您的個人數據的資料； 
• 要求修改不正確或不完整的個人數據； 
• 如果您的個人數據在沒有法律依據的情況下儲存或已過期，則要求刪除您的個人數據； 
• 請求刪除或阻止您的個人數據（如果適用），如果個人數據是自願提供的，或者如果它們被用

於商業通訊，並且您不再希望永久或暫時地被列入相關登記冊； 

https://verasafe.com/public-resources/contact-data-protection-represent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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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將您的個人數據用於廣告、市場研究或民意調查目的； 
• 隨時撤銷您對處理個人數據的同意，並在未來生效；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求您避免將來使用

我們的平台或與我們或我們的零售合作夥伴互動。 
 
埃及：根據適用法律規定的條件，如果您是埃及的用戶，您在我們處理您的個人數據方面擁有以下權利： 
  

• 了解、審查、存取或獲取任何持有人、處理者或控制者擁有的您的個人數據； 
• 撤銷您對保留或處理您的個人數據的同意； 
• 更正、編輯、刪除、添加或更新您的個人數據； 
• 將您的個人數據的處理限制為特定目的； 
• 收到任何違反或侵犯您個人數據的通知；以及 
• 反對處理您的個人數據或其結果，只要此類處理或結果與您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相抵觸。 

 
香港：根據適用法律規定的條件，如果您是香港的用戶，您在我們處理您的個人數據方面擁有以下權利： 

• 請求存取您的個人數據； 
• 請求更正您的個人數據。 

 
如果您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您可以通過以下方式聯絡我們的香港私隱主管：ATTN: Privacy Lead, 
Alexandra House 18 Charter Road 6th Floor, Central Hong Kong, Hong Kong 
  
日本：根據適用法律規定的條件，如果您是日本的用戶，您在我們處理您的個人數據方面擁有以下權利： 

• 請求存取您的個人數據； 
• 要求修改不正確或不完整的個人數據；以及 
• 如果 AEO (i) 使用您的個人數據超出此處規定的目的或以觸發/誘導他人非法行為的方式或 (ii)通過

欺騙收集了您的個人數據，則要求刪除您的個人數據或限制處理您的個人數據。 
 
大韓民國：根據適用法律規定的條件，如果您是大韓民國的用戶，您可以自己或通過您的法定代表/監
護人行使您作為數據主體的權利，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權利： 

• 索取有關處理您的個人數據的資料； 
• 要求修改不正確或不完整的個人數據； 
• 如果您的個人數據在沒有法律依據的情況下儲存或已過期，則要求刪除您的個人數據； 
• 請求暫停處理您的個人數據； 
• 反對將您的個人數據用於廣告、市場研究或民意調查目的；以及  
• 隨時撤銷您對處理個人數據的同意，並在未來生效；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求您避免將來使用

我們的平台或與我們或我們的零售合作夥伴互動。 
 
如果您位於大韓民國，個人數據可能會被轉移到的第三方是： 
 

a)    第三方收件人 
 

收件人姓名 
  

接收者的使用和收集目的 接收方存取或披露給接收方的個

人數據項目 
AEO 集團公司（於此處

列出） 
 
privacy@ae.com 

有關 AEO 集團公司收集和使用目的的說

明，請參閱上文第 3 節，包括市場推

廣、廣告、分析、研究和上述其他目

的。 
 
 

姓名、聯絡資料、營銷和其他偏

好、個人資料和其他人口統計數

據、網上瀏覽資料和標識符。 
 
直接存取，在某些情況下安全文

件傳輸或類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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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三方服務提供商/處理者（外包） 
 

處理者名稱 外包任務/目的 個人數據的類別和傳輸方法 
U.S. Direct E-Commerce 
Limited（以 eShopWorld 
進行交易） 
South Block, The 
Concourse Building, 110-
115 Airside Business Park, 
Swords, County Dublin, 
Ireland 
 
privacy@eshopworld.com  
 

個人數據將由處理者處理，供 AEO 僅用於

本私隱政策中規定的目的，並傳輸給處理

者，用於市場推廣、廣告和促銷活動的外

包以及相關支持。 
 
（請注意：eShop World LLC 是我們的零售

合作夥伴之一，作為控制者，可能會直接

從您收集個人資料，以便處理和履行您的

訂單以及用於其私隱政策中解釋的其他目

的。） 

姓名、聯絡資料、市場推廣和其

他偏好、個人資料和其他人口統

計數據和標識符。 
 
安全文件傳輸或類似方法。 

 
 
新加坡：根據適用法律規定的條件，如果您是新加坡的用戶，您在我們處理您的個人數據方面擁有以下

權利： 
• 請求存取您的個人數據以及有關我們在過去 12 個月中如何使用和披露該個人數據的資料； 
• 更正您的個人數據； 
• 撤回您的同意； 
• 請求轉移我們擁有或控制的您的個人數據。 

 
您可以通過以下方式聯絡我們的新加坡私隱專員：privacy@ae.com。 
 
台灣：根據適用法律規定的條件，如果您是台灣用戶，您在我們處理您的個人數據方面擁有以下權利： 

• 您可以查詢或要求審查或複制您的個人數據； 
• 您可以連同適當的解釋要求我們補充或更正您的個人資料； 
• 如果對您的個人數據的準確性有爭議，您可以要求我們停止處理或使用您的個人數據。但是，

當我們開展業務有必要或您書面同意並已記錄爭議時，前一句將不適用； 
• 當特定目的不再存在或通知的保留期到期時，您可以要求我們刪除、停止處理或使用您的個人

數據。但是，當我們有必要開展業務或經您書面同意時，前一句將不適用；以及 
• 如果我們在收集、處理或使用您的個人數據期間發生違反適用法律的情況，您可以要求我們刪

除或停止收集、處理或使用您的個人數據。 

如果您要求查詢或審查或複制您的個人數據，我們將在十五 (15) 天內決定是否接受或拒絕此類請求，前

提是該截止日期最多可延長十五 (15) 天，如有必要，我們將書面通知您延期的原因。對於您的其他請求，

我們將在三十 (30) 天內決定是否接受或拒絕此類請求，前提是該截止日期最多可延長三十 (30) 天，如有

必要，您將收到書面通知延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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