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stern Digital 牛年來春遊~~~週週抽好禮 

活動條款及細則 
 
重要事項，請務必詳閱。本活動需購買即可參加或得獎。與法律相悖則無效。任何與本活動相關之問題、

評論或申訴，只要提交產品序號與填寫上傳資料，代表您了解您提交給主辦單位個人資訊（如下文所定

義），參賽者您將受以下條款與規則所規範，包括個體仲裁和集體訴訟的棄權，以及其他適用條款。本活動

條款及細則包含具有約束力的仲裁條款，要求以個人為基礎解決爭議、限制您向法庭尋求救濟，並取消您

參與集體訴訟、集體仲裁，或陪審團審判之權利。 
 

贊助商／活動主辦單位：Western Digital 牛年來春遊~~~週週抽好禮 
1. （以下稱「本活動」）「活動主辦單位」為 Western Digital，協辦單位為壹洛仕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

司。 
 
2. 參賽資格 

欲透過本活動網站 TBC（以下稱「活動網站」）參加者提交商品序號與個人資料（以下稱「參加者」、

或「您」）必須為中華民國合法居民，已年滿居住地所屬管轄區之法定年齡 18 歲。只要有參與本活動

與提交參賽作品之參加者，便已同意遵守相關條款與細則，以及贊助商和／或其代理人之決定，包括哪

位參與者可獲得獎項之決定。所有參加者皆須透過上網來參與活動。您可能會因使用網路或電話服務而

必須支付網路、電話與使用費。您必須自行承擔任何及所有相關費用，並向您的服務供應商詢問計費方

案。 
 

3. 活動期間：本活動時間從 2021 年 02 月 03 日 6:00 am (TPE)開始，直至 2021 年 3 月 3 日

12:59pm(TPE)結束（以下稱「活動期間」）。於活動期間後所收到之任何參賽留言及作品都將視為無

效。贊助商沒有責任接受遲交、遺失、延誤或送錯之作品。本活動以贊助商電腦為官方計時裝置。 
 
 

4. 活動報名：欲參加本活動之參賽者必須(i)購買牛年來春遊指定商品；並(ii)遵守活動說明（其中可能包

括您的姓名、電郵地址，附加說明、照片和／或其他）（以下稱「參與者」）。每個參與者都必須遵守本

活動條款及細則。因為不完整、無法讀取、不正確、無法理解、重複或遲交而違反本條款及細則之登錄

也將失去活動資格。 
 

 
 

 
5. 得獎人：得獎人將有資格根據贊助商與活動主辦單位決定之抽獎抽出順序領取獎品（如下文所定義）。

主辦單位將於 2021 年 2 月 11 日/2021 年 2 月 18 日/2021 年 2 月 25 日/2021 年 3 月 4 日 抽出獎項 

，並於 2021 年 3 月 16 日前後或當天，透過電話通知（以下稱「得獎通知」）接獲通知。每位得獎人必須

在 72 小時內回覆得獎通知，以確認領獎資格。如得獎人未收到得獎通知，贊助商或活動主辦單位恕不負

責。如得獎人未能在 72 小時內回覆得獎通知，或聯繫不到以致無法確認其領獎資格，可由主辦單位自行抽

出㇠位候補得獎人。 
 
 
 
 
 



 
 

6. 獎品：每位抽獎得獎者將獲得以下一个獎品。所有獎品以下均稱「獎品」。 

a. 總共頒發以下壹拾五（15）件獎品,共 15 位得獎者，每位得獎者可獲得其中一個獎品： 

i. 本 次 活 動 得 獎 人 將 可 獲 得 如 下 獎 品 中 的 其 中 一 個 獎 品 ： 肆 （ 4 ） 個 易 遊 網

易遊網等值兌換禮卷 10,000 陸個(6 個)SOGO3000 元等值禮卷陸個(6 個) Dyson 

Supersonic 吹風機 HD03  壹(1)個  Dyson SV14 V11 Absolute 手持無線吸塵器壹(1 個) 

Dyson Pure Hot+Cool Cryptomic 智慧空氣清淨機 HP06 壹(1 個) SN850 1TB 

M.2 NVMe PCIe SSD  貳(2)個  

b. 本活動中單件獎品的預估零售價為 TWD 3,000-35,000。以上設定獎品之預估零售價（以下稱

「預估零售價」）乃經贊助商誠實認定，最後由贊助商決定之實際公允市價具有最終效力及約束力，不接

受異議或上訴。除了頒發獎品做為本活動之㇐部分，將不頒發任何金錢報酬給任何參加者。 

c. 所有頒發獎品不得轉讓，也不能兌換成現金或款項（全部或部分）。如有獎品因任何理由或法律禁止

而無法提供，贊助商可保留權利並可自行斟酌以同等價值獎品替代。獎品將於活動期間結束後 4 到 6 周

內，郵寄送至（由得獎人所提供之適用）收件地址或電子信箱。 

d. 獎品不包含任何及所有與獎品遞送相關之稅款、費用與分攤款項（包括但不限於加值稅與所得稅）。

只要收受獎品，即代表得獎人同意負責所有的國家、區域性、聯邦、中央、各州、地方或其他適用稅款及

費用（以及相關的呈報義務），可能包括與收受及使用獎品相關之寄送費用。得獎人必須負責以上未列出

之任何及所有其他花費與支出。 

e. ㇐旦獎品寄送予得獎人，除了因贊助商與其關係企業疏忽所造成之個人傷害或死亡，包括得獎人或任

何第三方因使用獎品所產生之財產損失、個人傷害或死亡在內的任何損失或損害，均為得獎人個人之責

任，且得獎人免除贊助商與其關係企業任何索賠之責任。本活動提供之所有獎品，均受制於本條款及細則

規範、保固與相關製造商之退貨授權政策。在獎品的使用方面，贊助商不提供全部或部分、明示或暗示、

事實或依法之保固或保證，包括但不限於其品質、適銷性、特定用途之適合性或使用之適用性，除非是贊

助商為自家生產之產品所提供之支援，且僅限於相應之有限保固。 

7. 索取條款與細則／得獎人名單：欲索取得獎人名單（活動期間結束後提供）或本條款與細則之副本，請

於活動期間結束後九十(90)天內寄送電子郵件至 Pony.chiang@wdc.com，主旨欄則請註明：Western 

Digital 牛年來春遊。請於信件內容主體註明欲索取「得獎人名單」或「條款細則」。 
 
8.約束性個人仲裁與集體訴訟棄權協議： 

a. 爭議：第 10 節所含蓋資訊乃關於約束性個人仲裁及集體訴訟的棄權（以下稱「仲裁條款」）。本仲裁條

款之內容適用於得獎人與贊助商及其關係企業（以下統稱「WDC」）之間所有爭議。除了此 a.項排除之事

項，「爭議」指您與 WDC 之間，任何與 WDC 相關之宣傳活動、產品，包括但不限於硬體與軟體產品、服

務、本條款及與細則，或您與 WDC 所涉及任何其他交易相關之爭議、主張、爭論或訴訟，可能涉及合



約、保固、虛假陳述、詐欺、侵權、蓄意侵權、法規、規定、條例，或者任何其他法律或公平基礎，得以

法律允許之最廣泛定義加以詮釋。得獎人與 WDC 同意，本仲裁條款所定義之「爭議」，不包括任何與您、

WDC，或者我們的許可人任何㇐項智慧財產權相關之主張或訴因，包括(A)盜用商業秘密、(B)侵犯專利

權、(C)侵犯與誤用著作權，以及(D)商標之侵權與稀釋。任何智慧財產權之執行，只能在位於新加坡之適

當法院提出。 

b. 約束性仲裁。您與 WDC 還同意：(a)依本文規定仲裁各方之間所有爭議；(b)本仲裁條款記載了㇐項

州際貿易交易；(C)由新加坡法律治理本仲裁條款之詮釋與執行；且(d)仲裁將由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以

下稱「仲裁中心」）依據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規則（以下稱「仲裁規則」）執行。儘管如以上所述，如果訴

訟僅於該法院未定待決，得獎人仍可在所屬之州或自治體的小額索賠法院提出個人訴訟。仲裁代表您放棄

透過法院程序由法官或陪審團進行審判之權利，而您上訴之理由將受到限制。仲裁人裁決之賠償金額可能

與負責管轄法院之裁決相同，也可能只提供有利於尋求救濟之個人宣示性或禁令性救濟，但僅止於提供對

方之個人主張所保證之必要救濟。仲裁人具有最後決定權且該決定具有約束力，可由相關方所屬管轄區內

任何法院執行。 

c. 爭議通知。如發生爭議，您或 WDC 必須先寄送爭議通知書予對方，包括㇐份載明寄送方之姓名、地

址與聯絡方式、造成爭議之事實以及救濟要求的書面聲明（以下稱「爭議通知」）。發給 WDC 之爭議通知

必須寄到贊助商以下地址：ATTN: Legal Department, Western Digital (S.E. Asia) Pte. Ltd., 8 

Kaki Bukit Avenue 1, #02-06, Singapore 417941（以下稱「WDC 通知地址」）。發給得獎人之爭議

通知，將寄到我們歸檔或其他得獎人紀錄中最新記載之電郵或有效收件地址（如果有的話）。如果 WDC 和

您未能在收到爭議通知後六十(60)天內達成協議解決爭議，您或 WDC 可根據本仲裁條款開始仲裁程序。

寄出和收到爭議通知後，所有人均同意在進入仲裁前善加尋求解決爭端之道。 

d. 放棄集體訴訟與集體仲裁之權利。除非明文禁止，您與 WDC 同意任何㇐方只能以個人身分向對方提出

爭議，不得在任何意圖提出的集體或代理程序中成為原告或集體訴訟的㇐員，包括但不限於聯邦或各州之

集體訴訟、集體仲裁，或私人代理之㇐般訴訟。因此，根據本仲裁協議所列之仲裁程序，仲裁若未取得所

有受影響者書面同意進行仲裁程序，不得結合或合併超過㇐方之主張。 

e. 仲裁程序。如果其中㇐方選擇開始仲裁，自仲裁提出當時即由仲裁規則負責治理，且受本仲裁條款所述

之規則所管理。如仲裁規則與本仲裁條款中所述規則有所衝突，將以本仲裁條款中所述規則為主。透過仲

裁，您可以根據您所適用的聯邦、各州或地方法律尋求任何與所有補償。仲裁將以英文進行。所有爭議將

由單㇐之中立仲裁人決定，且雙方都將有合理之機會來參與仲裁人的選擇。仲裁人受本仲裁條款內容所約

束。除了仲裁條款執行力相關之議題，所有與本仲裁條款相關之議題，包括仲裁條款的範圍與爭議之可仲

裁性，均由仲裁人決定。您可以選擇透過電話參與仲裁聽證會。非透過電話舉行之仲裁聽證會，必須在您

主要居住地合理距離內且方便前往之地點或新加坡舉行，由您自行選擇。 

 (i) 發起仲裁程序。如果您或 WDC 決定將爭議交付仲裁，我們同意以下程序： 

(A) 撰寫仲裁申請書。申請書必須包含仲裁之相關說明，以及希望獲得的賠償金

額。  

(B) 將三份仲裁申請書副本以及適當之申請費寄到仲裁中心。. 

(C) 將㇐份仲裁申請書寄到對方在爭議通知上所登記之相同地址，或雙方同意之

任何地址。  



 (ii) 聽證會形式。不論哪㇐種形式的聽證會，仲裁人都將發布㇐份書面決議，說明賠償金

（如果有）判決所根據之基本調查結果與結論。在仲裁期間，由 WDC 或您所提任何和解金額均不得在仲

裁人決定您或 WDC 獲賠金額（如果有）之前向仲裁人揭露。仲裁期間，允許披露或交換與爭議相關之非

特許資訊。 

 (iii)仲裁費。根據本仲裁條款內容由您或 WDC（如適用）。提出仲裁而產生之所有仲裁中心

相關申請、行政與仲裁人費用，WDC 將支付，或付還予您（如適用）。 

 (iV) 有利於您之判決。針對您或我們所提出賠償金額為 75,000 美元或更低（不含律師費與

支出）之爭議，如果仲裁人決定支付給您的賠償金，高於 WDC 上㇐次以書面提出之爭議和解金報價（如

果有），WDC 將(A)支付您 1,000 美元或判決金額，視何者金額較高而定；(B)支付您合理律師支出（如

果有）的兩倍價格；並(C)付還您因為律師調查、準備與從事本爭議仲裁所產生之任何支出（包括專家證人

費與花費）。除非您與 WDC 透過書面另行協議，將由仲裁人決定 WDC 依本段內容所須支付之費用、花費

與支出。  

 (v) 律師費。WDC 將不會追討任何根據本仲裁條款規定提出爭議仲裁所產生之律師費用及支

出。以上(e)(iv)段落所賦予您之律師費用及支出相關權利，並不會限制其他適用法律賦予您的律師費用及

支出相關權利；儘管如此，仲裁人可能不會重複判給律師費用及支出賠償金。  

 (vi) 選擇退出。您可以選擇退出（將自己排除在外）最終具有法律約束力之個人仲裁程序，

並放棄本仲裁條款所規定之集體與代理程序，只要在三十(30)天內寄送書面信件到 WDC 通知地址表示同

意本仲裁條款（包括但不限於 WDC 產品與服務之購買、下載、安裝與其他使用方式，或參加任何 WDC

比賽或宣傳活動），並載明(A)您的姓名、(B)您的郵件地址，以及(C)您要求退出最終具有法律約束力之個

人仲裁程序，並放棄本仲裁條款所規定之集體與代理程序。如果您選擇退出並符合以上程序，所有其他條

款仍將繼續適用，包括提供爭議前所通知的要求。 

f. 可分性。如果發現本仲裁條款中任何條文無法執行，該條文須與本仲裁條款中其餘仍具完整效力之內容

分割開來。上述條款將不得如(d)段落所規定，用以禁止集體或代理訴訟；如發現(d)段落無法執行，本仲

裁條款將整個失效。 

 

9. 法律的適用性：所有與本條款及細則之解釋、效力、詮釋與執行相關之議題與問題，您的權利與義務，

或者是贊助商因本活動而產生或有關聯之權利與義務，都將由新加坡法律治理，並以此為依據加以解釋，

而不必實行任何法律的適用原則或法律牴觸規則。除有明文禁止且只有當法律禁止上述仲裁或集體棄權條

文，參賽者同意因本活動而起之任何與所有爭議、主張與訴因，或任何頒發之獎項，必須單獨解決不得訴

諸任何形式之集體訴訟（在法律允許之範圍內），且只能由位於新加坡之適合法院審理。 

10. 同意：只要參與本活動，即代表參賽者同意且明示同意，除非明文禁止，贊助商可使用每位參賽者之

姓名、肖像與城市／州／國家做為公開宣傳之用（包括但不限於廣告或網際網路用途，包括張貼得獎者名

單）且無須提供報酬。本條款及細則將以英文書寫且同意內容也以英文為準。因此翻譯成其他任何語言皆

非官方版本，如英文版本與此等譯文之間有任何詮釋上的衝突，則以英文版本為準。 
 
11. 智慧財產權與有限授權：贊助商保留所有與其智慧財產相關之所有人權利、所有權及利益，包括商

標、標誌、產品包裝、品牌與著作權。任何及所有因使用贊助商智慧財產所產生之商譽都將有利於贊助



商。在此授予參賽者㇐個有限、完全免責之權利，您可以為參加本活動之單㇐目的，使用贊助商之商標與

著作權，使用權利將在活動截止時失效。使用者同意且不得修改或扭曲贊助商之商標與標誌。 
 

12. 責任： 
 

a. 贊助商與其關係企業和子公司，以及各家公司所有⾧官、主管、員工、代表與代理人，均不對參賽者具

有任何責任，且免於承擔參賽者因本活動而根據普通法與公平法所產生，或與本活動相關之各種類型、

性質之損害、損失、或責任、訴因、索賠、訴訟、要求與權利。參賽者同意在所有情況下，參賽者均不

得領取賠償金，參賽者也在此放棄所有主張懲罰性、附帶性與間接損失賠償以及任何其他特別賠償金之

權利，還有讓賠償金加倍或增加之任何及所有權利。本條款適用於法律允許之範圍內。贊助商不負責電

腦系統、電話線、技術硬體、軟體或任何類型之故障，遺失、網路連線中斷或無法提供、詐欺、不完

整、亂碼或延遲之電腦傳輸、打字錯誤或印刷、廣告或其他宣傳素材之其他錯誤，不論是否由贊助商、

使用者，或任何與活動相關或活動使用之設備所造成，或處理參賽作品時可能發生之任何技術或人為疏

失，可能損害使用者之系統，或限制參賽者參加本活動之能力。 
 

13. 活動暫停／變更／終止：如有未經授權的人為干擾，或任何其他贊助商無法控制之因素破壞與損害活

動之管理、安全、公平性或正常競爭，贊助商保有權利可自行斟酌是否取消、終止、變更或暫停部分或全

部的活動內容。贊助商保有權利可自行斟酌是否取消任何贊助商合理認定已干涉到活動參賽過程或運作之

參賽者的資格（或被發現有違反相關條款及細則之違規者）。 
 
14. 資料的使用：贊助商將根據其隱私權政策，在網路上收集參與者之個人資料。贊助商之隱私權政策請

參閱 https://www.wdc.com/zh-tw/about-wd/legal/privacy-policy.html。只要參加本活動，就表示

參賽者同意：(i)他們已經閱讀並接受贊助商的隱私權政策；(ii)贊助商可為舉辦本活動而收集並使用他們的

個人資訊，目的包括將參加者登記參賽，以及在他們得獎時發出通知；還有(iii)允許贊助商透過電子郵件，

定期發送與贊助商之產品、服務、優惠活動及公開宣傳相關之通知。任何時候您決定不再繼續透過電子郵

件收到更多特別宣傳活動資訊，請遵照電子郵郵中的指示辦理。如果您住在美國以外地區，請注意您的個

人資訊可能會在美國境內轉發、儲存或處理。美國的個人資料保護法律可能不如您所在國家那樣完整。只

要參與本活動，就表示您同意將個人資訊轉發給位於美國之設施，以及贊助商所選擇之其他設施所在地。

您使用 Facebook 服務、任何遺失之內容（例如照片或圖說）以及任何相關後果，都必須自行負責。您提

交、張貼或展示的內容，其他使用者透過 Facebook 服務、第三方服務與網站都可看到。在這種情況下，

建議您只提供您覺得適合與其他人分享之內容。您的資訊是提供給贊助商而非 Facebook。 
 
15. 可分性：本條款及細則中任何條文若在任何管轄區被認定為違法、無效或無法執行，將不會影響(i)本

條款及細則中任何其他條文在該管轄區之效力與執行；或(ii)本條款及細則中任何其他條文在其他管轄區之

效力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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