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曆新年社群媒體贈獎活動 (台灣)
參加活動就有機會贏得獎品
官方活動規定
參加本贈獎活動 (下稱「促銷活動」或「贈獎活動」)，即表示參加者同意受到以下官
方活動規定約束。
無需購買任何產品均可參加活動或贏得獎品。購買產品不會增加您抽中獎品的機率。

促銷活動自 2021 年 1 月 26 日 12:00 PM GMT +8 (下稱「GMT + 8」) 開始，至 2021
年 2 月 19 日 11:59 PM GMT+8 截止 (「參加期間」)。本促銷活動僅開放在其居住法
律轄區具有法定成年人身分的台灣合法居民。若法律禁止則無效。Seagate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Headquarters Pte. Ltd. (「贊助商」) 及其母公司、關係企業、
廣告商及促銷活動廠商或任何其他參與開發、製作或派送本促銷活動素材之員
工 (及其直屬家屬 [父母、子女、配偶或兄弟姊妹及其配偶，無論居住在何
處])，以及上述人員之共同居住者，無論其是否有親屬關係，皆不得參加活動
或中獎。凡參加本活動，即表示參加者同意這些官方活動規則及評審和/或贊助商之裁
奪，該裁奪為抽獎相關所有事宜的有效且最終之決定。本促銷活動非 Facebook 贊助、
背書或管理，亦與其無關聯。
如欲參加贈獎活動：

於參加期限內，以本人註冊之臉書帳號：(A) 造訪希捷台灣臉書粉絲頁：
https://www.facebook.com/seagatetaiwan 大約於 2021 年 1 月 26 日 12:00PM GMT+ 8 刊出之
活動貼文，(B) 於貼文留言回應 (公開分享)，(C) 於留言文末加上主題標籤#希捷贈獎活
動，(D) 於希捷台灣臉書粉絲頁貼出一張希捷外接產品照片 (包括：Seagate BackUp Plus
系列、 Expansion 系列、 OneTouch 系列、Ultra Touch、Barracuda SSD、 Firecuda 遊戲基
座及 FireCuda Gaming SSD)，希捷台灣臉書粉絲頁網址為：
https://www.facebook.com/seagatetaiwan，並加上主題標籤「#贈獎活動 」和「#希捷」，
即可獲得一次抽獎機會。
步驟 1：於希捷台灣官方粉絲頁及貼文按讚。

步驟 2：寫下留言「希捷牛轉新機賀新歲 」，並張貼一張您自己的希捷外接產品
相片，加上主題標籤「#贈獎活動 」和「#希捷」。
步驟 3：分享該則貼文。

活動參加條件與保證：由贊助商自行判定，貼文留言不得含有以下內容：
●
●
●
●

性暗示或性明示；對任何族裔、人種、性別、宗教、職業、 或性別族群進行無
端文字暴力或貶抑；猥褻或色情；包含裸體；
宣揚酒類、非法藥物、菸草、槍枝/武器 (或以上任何項目之使用)；宣揚任何可
能呈現不安全或危險之活動；宣揚任何政治議題或訊息；
粗俗冒犯；認可任何形式的仇恨或仇恨團體；
對他人或其他公司有詆譭、抹黑、或貶損言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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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含有他人所擁有、未經同意使用之商標、標誌、或商業外觀 (例如具獨特性的
包裝、建築外觀/內部裝潢等)；
包括任何個人辨識資訊，例如個人姓名或電子郵件地址；
包含任何版權歸他人擁有、未經同意使用之資料 (包括照片、雕塑品、圖畫、
或其他於網路上、電視、電影或其他媒體發表之藝術作品或影像)；
未經同意包含任何個人姓名、肖像、聲音或其他標記之呈現，包含但不限名人
及/或其他公眾人物或私人、活人或逝者；

包含與名人或其他公私人物外表相似者，無論是活人或逝者；
● 任何溝通訊息或影像與本活動希望聯繫之正面形象及/或善意不符者；及/
或
●

●

違反任何法令或本活動官方規定。

提交參加資料即表示，參加者表達並保證傳送之資料是參加者個人之原始作品，未曾
發表過，未曾獲獎，且未侵犯任何個人或實體之著作權、商標、隱私權、公開權、智
慧財產權、或其他權利。如果參加資料含有任何材料或元素非參加者所擁有，並且/或
者權利為第三方所擁有，參加者在資料提交之前，須依本活動官方規定之形式負責取
得本活動贊助商使用或發表上述資料所需取得之同意或聲明，包含但不限資料中所呈
現或可辨識之個人之姓名及肖像之同意使用。贊助商保留在任何時間向任何參加者索
取同意使用之證據之權利，證據之形式需為贊助商可接受。經要求提交證據卻無法依
規定提交者，可能導致參加資格被註銷或無效。參加者提交資料即表示，保證並表達
他/她和任何在資料中出現或可辨識之人都同意資料之提交，以及資料於本活動之使
用，或其他本辦法所提及之用途。參加者認知並同意贊助商可能接獲其他參加者提交
之資料含有相似或相同之內容，參加者放棄主張他/她可能已經擁有、可能擁有、以及/
或未來可能擁有之權利，認知並同意贊助商所審查或使用的任何其他參加者資料可能
與他/她的參加資料相似。

所有參賽作品必須在格林威治時間加八小時 (GMT+8) 的 2021 年 2 月 19 日下午
12:00 之前收到始為有效。
每位符合資格的個人/家庭最多只能以三 (3) 個參賽作品參加。超過所述限制的參
賽作品無效。透過指令碼、巨集或其他自動化方式產生的參賽作品以及以任何方式破
壞參賽作品的處理均屬無效。
抽獎：主辦單位將於 2021 年 2 月 22 日左右隨機抽出中獎者。抽獎將由獨立的評審單
位自收到的所有符合資格的參賽作品中抽出。中獎機率取決於所收到的合格參賽作品
數量。參加者以獲得一 (1) 個獎項為限。

獎項：

數量

贈品名稱
頭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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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獎項名稱
Line 點數 480 點加上
NTD 400 元星巴克禮券

大約零售價值
(以下稱「ARV」)

每一份頭獎的總
值為 NTD 8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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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gate 及 Seagate Technology 是 Seagate Technology LLC. 或其子公司的商標或註冊商
標。其他所有商標或註冊商標分屬其各自擁有者。
得獎者不得替代、指派或轉讓獎品，或將獎品兌換成現金，不過，贊助商保留權利得
自行決定將獎品 (或部份獎品) 以等值或更高價值的獎品替代。獎品會在完成驗證流程
(確認) 後二十八 (28) 天內送達。內含加密功能的硬體或軟體之出口或再出口受到美國
商務部產業與安全局管制 (更多資訊請造訪：www.bis.doc.gov)。獎品價值以新台幣表
示。
得獎者收到獎品時，應提交贊助商所要求之所有文件，使其遵守所有適用的聯邦政
府、州政府、省政府、當地或國外稅金之提報與預扣規定。得獎者可能會需要提交身
分證字號，以提供報稅之用。所有獎品不包含任何稅金，贊助商可依法保留預扣稅
金。無論是否已預扣稅金，所有因獎品產生之稅金應由得獎者全權負責。為領取獎
品，得獎者可能會被贊助商要求或適用之法規規定提交稅務證明文件予贊助商或相關
稅務機構，視適用法規而定，包括得獎人居住之國家相關法規。得獎者負責確保他/她
符合所有適用之稅法及課稅要求之規定。如得獎者無法提供這類證明文件或未能符合
這類這類法規，獎品將會被沒收，且贊助商可能自行決定選擇替換之得獎者。
得獎者應遵守之條件：可能之得獎者將於 2021 年 2 月 22 日當日或前後，經由社群

媒體通知 (透過臉書直接以訊息聯絡，取得電子郵件及電話號碼作為進一步聯繫
之用)，並且可能被要求在通知發出 14 天內執行或回覆資格確認表和聲明，以
及符合法律規定的一份宣傳聲明 (切實可行的)。若未能於規定期限內回傳上述
文件，或是通知信件無法傳遞被退回，或贊助商在一段合理時間內聯絡不上可
能的得獎者，或可能的得獎者未遵守本活動官方規定，獎品將會被沒收，並且
由贊助商自行裁決抽出一位接替人選。得獎者將於 2021 年 2 月 28 日前後公布
於贊助商臉書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seagatetaiwan) 本活動貼文下方留言區。

參加者之個人資料：一旦參加抽獎，即表示參加者同意贊助商收集、使用、揭露其個
人資料以進行抽獎活動，包含但不限定本官方活動規則所述。欲了解更多關於贊助商
將如何管理在宣傳活動中所蒐集到之個資，請見贊助商之「隱私聲明」，網址如下：
http://www.seagate.com/about/legal-privacy/privacy-statem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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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商的產品、
服務和未來優惠方案細節等資訊。當這些官方活動規定與贊助商之隱私權聲明不一致
時，則以官方活動規定為準。贊助商 利用第三方合作夥伴處理抽獎活動行政作業

時，得將參加者的個人資訊與這些第三方合作夥伴共享，包括但不限於 EG+，
其將根據本身的隱私權政策處理這些資訊。
參加資料之授權/使用：一旦提交參加資料即表示，在法律允許範圍內，您同意被豁免
方 (如以下所定義) 可永久地、於全球各地、免授權金、非專屬授權、可再授權、無條
件授權、可轉移授權地編輯、修正、刪節、重新編排、增加、刪去、重製、加密、貯
存、修飾、複製、傳送、發行、張貼、廣播、陳列、改編、展示、及/或在其他狀況下
使用或重新使用您的參加資料 (以及參加資料內之所有元素，包含但不限定資料內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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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個人肖像及地點)、社群媒體貼文、姓名、照片、及自傳資料、包含但不限於與
本活動有關在任何及所有媒體所提交之所有資料，於全世界、以任何方式，作為貿
易、廣告、宣傳、商業及任何其他用途，無須再經審查、通知、同意、考慮、或提供
報酬於參加者或任何第三方。不限上述通則，參加者提交資料即表示，同意在任何參
加期間及之後，資料可分享於贊助商網站及社群媒體通路、網頁、帳號。贊助商不保
證一定貼出參加者提交之照片，並且可能在任何時間因任何理由移除 (或要求移除) 貼
出之照片。參加者同意被豁免方無須為任何參加資料被第三方未授權使用負責。
公開使用：一旦參加活動即表示，得獎者同意贊助商及其指定人可於全世界、永久性
的基礎上，有權發表得獎者姓名 (例如名字和姓氏縮寫) 以及身為活動得獎者相關之參
加資料 (包括獎品和照片)，無需另行通知、同意、提供報酬，除非法律禁止。
技術責任聲明：任何人故意損壞網站或暗中破壞本活動之正常運作之任何試圖皆違反
刑事及民事法律規定，一旦著手進行，贊助商保有窮盡一切法律向當事人尋求損害賠
償之權利。被豁免方 (如以下所定義) 對於參加資料之遺失、延遲、不完整、不正確、
被竊、被誤送、未送達或資料被竄改、應用、或註冊，概不負責；或是對網路、伺服
器、網路服務供應商 (ISP)、網站、或其他連結之遺失、中斷、無法連線，或是對其可
利用性、可取用性、錯誤通訊、或是電腦、衛星、電話、或網路傳輸、線路故障、或
是技術失誤、或是傳輸上之混亂、錯亂、延遲、誤傳，或是管理抽獎、處理參加者資
料時發生電腦軟硬體功能失靈、故障、障礙、或任何被豁免方合理控制範圍外之原因
所發生之錯誤或障礙，被豁免方（如以下所定義）對於參加資料之遺失、延遲、不完
整、不正確、被竊、被誤送、未送達或資料被竄改、應用、或註冊，概不負責；或是
對網路、伺服器、網路服務供應商(ISP)、網站、或其他連結之遺失、中斷、無法連
線，或是對其可利用性、可取用性、錯誤通訊、或是電腦、衛星、電話、或網路傳
輸、線路故障、或是技術失誤、或是傳輸上之混亂、錯亂、延遲、誤傳，或是管理抽
獎、處理參加者資料時發生電腦軟硬體功能失靈、故障、障礙、或任何被豁免方合理
控制範圍外之原因所發生之錯誤或障礙，不管是人為的、機械的、電子的、電腦的、
網路的、打字的、排印的、或其他與抽獎有關的，包括但不限於與管理抽獎、處理參
加資料、公布獎品、或與抽獎有關之資料中所發生的錯誤和障礙，被豁免方亦不負
責。被豁免方亦不負責資訊之不正確或不準確─不管是因網站使用者所引起、或是因
破壞、非法侵入引起、或是與抽獎有關或抽獎利用到之設備或程式所引起。被豁免方
對於參加者或任何其他個人之電腦因參加抽獎活動或從網站下載資料所遭受到的傷害
或損害，概不負責，無論為人為、機械、電子、電腦、網路、打字、排印、或其他與
抽獎有關的原因，包括但不限於與管理抽獎、處理參加資料、公布獎品、或與抽獎有
關之資料中所發生的錯誤和障礙，被豁免方亦不負責。被豁免方亦不負責資訊之不正
確或不準確，無論因網站使用者所引起、或是因破壞、非法侵入引起、或是與抽獎有
關或抽獎利用到之設備或程式所引起。被豁免方對於參加者或任何其他個人之電腦因
參加抽獎活動或從網站下載資料所遭受到的傷害或損害，概不負責。
一般條件：除非法律禁止，一旦參加抽獎即表示，參加者同意贊助商、EG+ 和臉書、
以及他們的母公司、關係企業、子公司、廣告和行銷代理商、及其個別辦事人員、主
管、雇員、代表或代理人員 (統稱「被豁免方」)，無論為何事，皆無法律責任，或是
參加者因接受、持有、誤用、或使用任何獎品或參加本抽獎遭致到之人身或財產上之
任何種類之傷害、損失、損害，不管是全部因為或部分因為、直接或間接所引起，任
何法律責任，被豁免方皆應被參加者視為無害之一方。任何人破壞或濫用本抽獎活動
或網站之任何層面、或是違反本活動官方規定者，依贊助商之自行認定，將被取消資
格，相關參加資料亦將無效。如贊助商於參加期間收到之參加資料有多人使用同一電
子郵件帳號，該帳號之授權用戶將被視為參加者並須遵守本活動官方規定。授權之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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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用戶指的是網路服務供應商 (ISP)、線上服務供應商、或其他負責指定電子郵件地址
之機構所指定擁有該電子郵件地址之自然人。本抽獎活動受美國加州州法律及一切適
用之聯邦、省、州、地方法律管轄。任何與本抽獎活動有關而引起之法律爭訟或請
求，須至美國加州聖塔克拉拉郡具有法律管轄權之法院進行。
終止抽獎之權利：若每次抽獎之任一部分，依贊助商認定，受到病毒、蠕蟲、程式錯
誤或其他原因毀損，影響或破壞到活動之管理、安全、公平性、或正當進行、或影響
到參加資料之提交，贊助商保有自行裁決之權利，可決定暫停、修正或終止該次抽
獎。如果抽獎被終止，由贊助商裁決，在法律行動採取之前，自所有合格參加者、沒
有嫌疑者中就有爭議的抽獎部分選出可能的得獎者，或依其他贊助商認為公平合適之
方式進行。
國家特定聲明：若官方活動規定的任何條款在特定國家的法律、規定或法規下判定為
無效，這樣的判定將不影響活動規則其他條款的有效性。
得獎者名單：
得獎者姓名請於 2021 年 2 月 22 日至 2021 年 3 月 22 日期間參閱：
https://www.facebook.com/seagatetaiwan。

贊助商與活動舉辦公司：本促銷活動之「贊助商」為 Seagate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Headquarters Pte. Ltd/，地址：The Shugart Ayer Rajah Crescent Singapore 130044。本促銷活
動由 EG+ Singapore 負責行政作業之處理。地址：991A Alexandra Road #01-07 Singapore
119969，電話：+65 6603 4444。所有關於本活動之往來通信皆請寄至贊助商地址。
2021 年 1 月 26 日修訂

001052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