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隱私權聲明 
ZARA 

1. 每次您使用本網站時，您將受到當前隱私權聲明的約束，並且您應在每次使用本網站時回顧本文，以確認您同意本聲明。  
 

2. 由於 ZARA MACAU, Ltd (以下簡稱為“ZARA”)可能會在 ZARA 商店中當面蒐集您的個人資訊，或在您使用 ZARA.COM 網站及 
URL 指向域名 ZARA.COM 的聯名網站（以下統稱「網站」）時蒐集您的資訊，當您在本網站建立帳戶及/或透過本網站購買產
品或在本隱私權聲明可能適用的其他交易期間，您將需要提供且 ZARA將蒐集您的個人資訊，包括您的姓氏和名字、電郵地址
、電話號碼、收貨地址和郵遞區號等（「個人資訊」）。  
 

3. 您提供的個人資訊將會進行保密處理，現在將成為 ZARA資料庫檔案屬性的一部分。這些個人資訊將為 ZARA和 Inditex 集團內
的其他公司專門用於以下目的： 

1. 全面履行和實施您所購產品的購銷合約，或我們之間的任何其他合約；  
2. 處理您的請求；  
3. 為您提供有關行銷活動及/或 Zara 產品或 Inditex 集團旗下任何其他品牌產品的資訊（其產品與電子商務、裝飾品、紡

織品、成品時裝和居家產品部門以及其他包括化妝品和皮具在內的搭配品相關），對於以上提及的產品，包括以電子郵

件形式發送至您的電郵地址或其他等效電子通訊方式（例如簡訊）以及電話發送商業資訊。 您可以登入本網站中「我
的帳戶」部分，編輯您的偏好，以更改接收此類資訊的偏好。 您可以在「電子報」部分隨時取消訂閱； 

4. 如果您持有禮券，並希望透過網站退還與禮券相關的商品，我們會僅將您在退貨單上提供的個人詳情用於 (a) 管理請求
和處理上門取貨，(b) 滿足與禮券相關的任何請求或您的退貨請求，以及 (c) 確認退貨驗收，然後透過電子郵件或其他
等效電子途徑發送商店信用卡及退款金額；  

5. 如果您選擇儲存存信用卡，這表示您明確同意在需要時將所示資訊用於信用卡激活和累加。 信用卡的安全碼僅用於正
在進行的購物行為，並且之後不會作為卡片詳情的一部分儲存或使用。  
同意激活此功能將允許自動完成的詳情顯示在之後的購物交易中，因此，無需在每次新交易中引入詳情，並且這些詳情

將被視為有效且可用於之後的購物行為。 
您將可以透過「我的帳戶卡」部分隨時更換卡片，以及撤銷同意對其進行處理。  
ZARA根據信用卡和借記卡的主要國際保密與安全標準儲存並傳輸資訊。  
出於安全原因，使用此功能可能需要您修改密碼。 請記住，使用網站時的安全性也取決於對某些敏感代碼的正確使用
和儲存存。 
 

4. 主管文檔的 ZARA的註冊地址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商會，公司註冊號 SO2692 6，註冊地址 Avenida da Praia Grande, nº 759, 5º 
Andar, Macau SAR，財務識別號 82013282，確保透過發送信件至上述地址，保密您的個人資訊，確保行使您存取、校正、取
消和異議的權利。 您也可以發送電子郵件至 dataprotection@zara.com，以行使您的權利。 這兩種情況下，需要使用有效方式
進行身份鑒定。 如果您決定行使上述權利，並曾向我們提供一個電郵地址作為上述個人資訊的一部分，我們將鑒別您是否可以
明確指出與行使存取、校正、取消或異議權利相關的電郵地址。 

 
5. 為了符合上文所示的目的，ZARA可能需要並且有權將您提供給我們的個人資訊公開或傳送給西班牙 Inditex 集團內的任何其他

公司（業務與電子商務部門、裝飾品、紡織品、成品服裝產品和居家裝飾品以及其他包括化妝品和皮具在內的搭配品部門相關）

以及控股公司 (Industria de Diseño Textil, S.A)。 (Inditex, S.A.)，註冊地址為 Avenida de la Diputación, Edificio Inditex, 15142 
Arteixo (A Coruña)。 西班牙。 謹此通知您，透過本網站註冊並向我們提供資訊，表示您明確授權我們將此類資訊公開及/或傳
送給上述 Inditex 集團組成公司。  

6. 也可能需要將您的個人資訊透漏給政府部門，或透露給澳門特別行政區或其他地方的其他適當的政府或監管機構。 
7. 我們也可能將您的資訊傳送給位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或其他地方為我們提供行政服務或其他服務的任何代理商、承包商或協力廠商

，或傳送給 Inditex 集團內的任何其他公司。 此類人員包括： 外聘審計師、法律顧問、快遞公司和支付服務提供商。 

 
8. 使用者（您）在此保證所提供的個人資訊真實準確，如有任何變更或變動，承諾予以通知。 登記表中所提供的錯誤、不準確或

不完整的資訊，對本網站或本網站負責人員或任何第三人造成任何損失或損害，使用者（您）將獨自承擔負責。 
 
9. Cookie： 接受本隱私權政策，表示您同意使用本網站中所用的 ZARA和的 Inditex 集團內其他公司的 Cookie，具體描述如下。 

Cookie 資訊資訊資訊資訊 

什麼是 Cookie？ 

Cookie 是某一網站儲存在您的個人電腦、電話或任何其他設備的一種小文字檔，包括您在該網站上的瀏覽資訊。 Cookie 對輔助瀏覽很有

必要，它使瀏覽更友好，且不會損害您的電腦。  

雖然在本政策中使用了泛稱「Cookie」，但由於它是本網站用來儲存資訊的主要方法，因此瀏覽器的「本地儲存」空間也作為 Cookie，

用於相同的目的。 本節中所含的所有資訊也適用於此「本地儲存」。  
 
本網站中的 Cookie 用來做什麼？ 



Cookie 是我們網站如何運行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們 Cookie 的主要目的是改進您的瀏覽體驗。 例如，這些 Cookie 用於在瀏覽時記錄您

的偏好（語言、國家等），以供未來造訪。  

透過評估使用數量和模式，網站對使用者個人興趣的適應性，更快的搜尋速度等，Cookie 中所蒐集的資訊也便於我們改進網站。  

在某些情況下，若提前獲得您的知情同意，我們便可以使用 Ccookie、標籤或其他類似裝置獲取資訊，以便可以基於對您瀏覽習慣的分析

在我們的網站上、協力廠商網站，或透過其他方式向您發佈廣告。  
 
本網站中的 Cookie 不用來做什麼？ 

我們網站中的 Cookie 不儲存存敏感的個人身分證明資訊，如您的地址、密碼、信用卡號或借記卡號等。   
 
誰可以存取/使用本網站的 Cookie？ 

我們網站中 Cookie 儲存的資訊僅供我們使用，但以下確定為「協力廠商 Cookie」的資訊除外，此類資訊由我們提供服務的外部實體使用

和管理，目的在於提升我們的服務和改進使用者瀏覽網站的體驗。 這些「協力廠商 Cookie」的主要服務用於獲取造訪統計數據和確保完

成所有支付操作。  
 
我如何避免在本網站上使用 Cookie？ 

如果您希望在本網頁上避免使用 Cookie，出於以上所述限制考慮，您必須首先在您的瀏覽器中停用 Cookie，然後刪除您的瀏覽器中與本

網站相關的 Cookie。  

您可以隨時使用此選項，以防止使用 Cookie。  
 
我如何停用和消除對 Cookie 的使用？ 

如果您想隨時限制、阻止或刪除本網站的 Cookie，可以根據以下說明透過修改瀏覽器的設定來實現。 雖然每個瀏覽器中的設定不同，但

通常情況下，在功能表「偏好」或「工具」中完成 Cookie 設定。 有關瀏覽器中 Cookie 設定的更多詳情，請參閱相同的「幫助」菜單。  
 
本網站使用哪些特定的 Cookie 及目的是什麼？ 

以下資訊顯示本網站使用的 Cookie、標籤和其他類似裝置，及其目的、持續時間和管理（專有和第三方廠商）。  
  



技術和個人化技術和個人化技術和個人化技術和個人化 Cookie：：：： 身身身身份份份份認證認證認證認證、、、、瀏覽瀏覽瀏覽瀏覽、、、、界面個人化界面個人化界面個人化界面個人化、、、、收藏夾等收藏夾等收藏夾等收藏夾等。。。。  

這些 Cookie 用於在會話中確定使用者身份，防止使用者重複網站認證過程，並提示會話或後續造訪以及之前造訪頁面等中所做的選擇。 

COOKIE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持續時間持續時間持續時間持續時間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使用者身份 用來識別和驗證使用者。 還含有使用者會話的技術資訊，例如，連接逾時、會話標

識等。 

會話 自有  

會話辨識 識別使用者的 HTTP 會話。 通常在所有網路應用程式中用於確定使用者的會話申請

。 

會話 自有  

瀏覽狀態 這允許跟蹤使用者的瀏覽狀態（會話開始、主頁、首次造訪、滾動狀態等）。  會話 自有  

使用者選擇 儲存使用者所選擇的會話值，如商店、語言、貨幣、產品、大小。  會話 自有  

最愛和最近活動  這會在後續網站造訪中記錄使用者的最愛選擇（例如商店）或其最近活動（商店或

產品）。  

持久 自有  

購物車 它們儲存迷你購物籃的詳情，以及與此購物籃關聯的使用者登入詳情。  會話 自有  

協定 這允許處理安全域（協定） (http) 和不安全域 (http) 之間的變化。  會話 自有  

 

瀏覽分析瀏覽分析瀏覽分析瀏覽分析 Cookie 

這些 Cookie 獲取使用者存取網站（而非其內容）的一般資訊，以便之後向我們提供這些存取的彙總資訊，用於統計目。 

COOKIE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持續時間持續時間持續時間持續時間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來源 
(WC_GASource) 

用於知道使用者到達本網站某一頁面的起源，例如，來自某產品網格的產品詳情頁

面、來自搜尋引擎或來自外部網站。 

持久 自有 

Google Analytics 
(__utma, __utmb, __utmc, 
__utmz) 

允許通過 Google Analytics 工具監測網站，這是 Google 為獲取網站的使用者存取資

訊而提供的一項服務。 為後續分析所保存的一些資料為： 使用者造訪網站的次數、

使用者第一次和最後一次造訪的日期、造訪時長、使用者從哪一頁面造訪本網站、

使用者使用什麼搜尋引擎到達本網站或按一下什麼連結、使用者從世界什麼地方造

訪等。 
 
這些 Cookie 設定由 Google 所提供的服務預先確定，因此，我們建議您查詢 

Google Analytics 的隱私權網頁 

http://www.google.com/intl/es/analytics/privacyoverview.html，以獲得有關使用和如

何停用 Cookie 的更多資訊（明白我們不負責協力廠商網站的內容或真實性）。 

持久 協力廠商 



Optimizely 
(optimizelySegments; 
optimizelyEndUserId 
optimizelyPendingLogEvents; 
optimizelyBuckets…)  

 

域 optimizely.com 或 www.optimizely.com 識別的 Cookie 允許我們優化外觀、感官

、消息，總之其目的是讓我們以使用者如何使用本網站為基礎，確保使用者在我們

的網站上獲得始終如一的瀏覽體驗。 為後續分析所儲存存的一些資訊為： 使用者看

到的更新數量、訪客細分市場資訊，例如瀏覽器、活動、行動源類型和所有定製個

人化細分市場等。這些 Cookie 設定由 Optimizely, Inc. 所提供的服務預先確定，因

此我們建議您查詢我們的網站： 
https://help.optimizely.com/hc/fr/articles/200040335-What-information-does-
Optimizely-store-in-its-cookies-，以獲得有關使用和如何停用 Cookie 的更多資訊，

網址如下： https://www.optimizely.com/opt_out. 請記住，我們不負責協力廠商網站

的內容或真實性。  

持久  
 

協力廠商  
 

購買分析購買分析購買分析購買分析 Cookie 

這些 Cookie 允許編譯從何種設備在本網站購物的資訊，目的是驗證客戶的這些操作是否提供足夠的安全保證。 這些 Cookie 決不包含敏感資訊，如信用卡資料。 

COOKIE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持續時間持續時間持續時間持續時間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採購裝置 
(thx_guid) 

只允許識別在本網站購物來自何種設備（個人電腦、電話等）以進行為後續分析，

目的是能夠為我們的客戶在購物操作過程中提供足夠的安全保證。 為了進行這些分

析，此 Cookie 中所含的資訊由外部公司收集。 

持久 協力廠商 

此資訊圖將在本網站提供的服務改變時盡快更新。 但由於更新，此諮詢圖可能暫時無法將 Cookie、標籤或其他類似裝置包括在內，但它們與此圖表中包含的內容始終具有相

同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