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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捷 Seagate Gaming / FireCuda 為您打造夢幻遊戲庫 

(以下稱「優惠方案」) 
活動期間：2022年 8 月 8 日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止 

 

官方活動規定 OFFICIAL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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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依規定中指示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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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產品持續供應之2022 年 8 月 8 日 12:00 AM GMT+8 起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 11:59 PM GMT+8 截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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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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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的

經 銷 商  ( 如 下 所 定 義 ) 完 成 適 用 購 買 行 為 ， 並 依 下 面 指 示 ， 在 申 請 期 間 內 於 

https://nbg.seagate.com/tw-gaming-campaign (「優惠方案網站」) 提交相關註冊記錄。

申請期間自 2022 年 8 月 8 日 12:00 AM GMT+8 起至 2022 年 10 月 8 日 11:59 PM GMT+8 

截止 (「申請期間」)。 

1.4 促 銷 廠 商 。 本 優 惠 方 案 之 「 促 銷 廠 商 」 為  Seagat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Headquarters Pte. Ltd.，地址為：The Shugart, 26 Ayer Rajah Crescent Singapore 139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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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自符合資格的經銷商購買一套優惠商品 (除非附錄 A 中另有明定)。適用購買僅限於一

般使用者購買適用產品，不適用於經銷目的。「符合資格的經銷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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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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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的經銷商完成適用購買

行為，並依優惠方案微網站所指示，提交優惠註冊表單及收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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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期間至優惠方案網站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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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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惠方案贈品將於優惠期間內，在提交有效註冊記錄驗證後的每一個星期二處理與發放 

(電子禮券與贈品以 Email 發放，實體禮券與贈品透過郵務發放) 。參加者會在有效註冊記錄經

驗證後的一至四週內收到贈品。如驗證未通過或無法聯繫參加者，視同參加者放棄資格。如填

寫資料內容有誤致使無法發送，視同參加者放棄資格。參加者應自行負擔所有聯邦、州、省及

當地稅金 (包括所得稅及預先代扣代繳之稅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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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符合資格的經銷商可能會需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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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促銷廠商及符合資格的經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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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透過其活動代理廠商履行優惠方案贈品之發放。促銷廠商將遵照以下網

址之 Seagate 隱私權聲明的規範方式來處理參加者的個人資訊：

https://www.seagate.com/legal-privacy/。優惠方案贈品也將受到適用符合資格的經銷商之

隱私權政策所約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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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的說明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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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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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00115805.0_No. 00115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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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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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除與本優惠方案有

關的以下所有人身傷害或任何損失或損壞 (包括機會的損失)，無論為直接、間接、特殊或必然

損失的責任 (包括因疏失而造成)，以及 (a) 任何技術困難或設備故障 (無論是否在促銷廠商的

控制之下)；(b) 任何失竊或未經授權存取、或協力廠商的干擾；(c) 任何過期、遺失、變更、

損壞或傳送錯誤的註冊或優惠方案贈品申請 (無論其是否在促銷廠商收到之後)；(d) 任何本活

動規定中所述優惠方案贈品價值的變動；(e) 任何因參加者所產生的稅賦責任；或 (f) 優惠方案

贈品的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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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gat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Headquarters 

Pte. Ltd. 贊助，公司地址：The Shugart, 26 Ayer Rajah Crescent Singapore 139944。庠豐

廣告有限公司將代表希捷科技履行優惠方案贈品之發放事宜。所有關於本方案的往來信函請寄

至位於上述地址的 Seagat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Headquarters Pte. Ltd.。 

 

附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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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方案贈品之使用，供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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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應遵守供應廠商官方聲明之使用，包含處理、效期與任何限制。以優惠方案贈品之

供應廠商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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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產品 優惠方案贈品 零售估計價值 優惠方案贈品

數量 

【產品型號詳細下表】 Seagate Gaming / 

FireCuda 聯名限定

電競專用滑鼠墊 

NTD$ 690 共 200 份 

Product Name Model Number 

FireCuda® 530 內接式 SSD 含散熱片 ZP500GM3A023 

ZP1000GM3A023 

ZP2000GM3A023 

ZP40000GM3A023 

FireCuda® 530 內接式 SSD ZP500GM3A013 

ZP1000GM3A013 

ZP2000GM3A013 

ZP4000GM3A013 

FireCuda® 內接式 3.5 吋硬碟 ST4000DX005 

ST8000DX001 

FireCuda® Gaming 外接隨身硬碟 STKL5000400 

STKL2000400 

FireCuda® Gaming 外接隨身硬碟 - 限定版 STKL2000403 

STKL2000404 

STKL2000405 

STKL2000406 

FireCuda® Gaming Hub / Dock 桌上型外接硬碟 STKK16000400 

STKK8000400 

STJF4000400 

FireCuda® Gaming 外接固態硬碟 SSD STJP500400 

STJP1000400 

STJP20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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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捷 Seagate Gaming / FireCuda 為您打造夢幻遊戲庫 

(以下稱「優惠方案」) 
活動期間：2022年 8 月 8 日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止 

 
參加便有機會贏回 SAMSUNG 34 吋 Odyssey G5 VA Monitor 三星曲面電競螢幕 
(C34G55TWWC) 
 
正式規則 
 
若參加本次好禮大放送，即代表參加者同意遵守以下正式規則。  
 
無須購買產品即可參加並得獎。購買產品並不會增加獲獎率。希捷 Seagate Gaming / 
FireCuda 為您打造夢幻遊戲庫 (即「促銷活動」或「贈獎活動」自時間 (「GT+8」) 
2022 年 8 月 8 日上午 12:00 起，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下午 11:59 止 (即「報名期

間」)。僅開放附錄 B 中符合條件之國家/地區/省份的法定居民參加，且需達到其居住

地法律管轄區的法定成年年齡。法律禁止時則資格無效。Seagate Technology LLC 
(「主辦方」) 與其母公司、關係企業、子公司、廣告促銷代理公司及其他涉及本促銷

活動之策畫、執行或經銷之個人或實體，其員工 (及其直系親屬 [包含其父母、兒女、

配偶、手足及其配偶等，無論居住地為何] 及其同居之親屬或非親屬) 皆不具參加資

格。參加促銷活動即表示同意遵守正式規則，並接受評審和/或主辦方以最終裁量權，

決定本抽獎活動一切事宜。 

 
參加方法：在報名期間內，若達成以下條件，您可在以下平台獲得一 (1) 次參加資

格： 

   

於 希捷官方活動網站參加：(A) 造訪希捷官方活動網站 https://nbg.seagate.com/tw-gaming-

campaign, (B) 於登錄網站，完成個人資料之填寫 (C) 收到由主辦單位寄出之登錄確認信，即表

示主辦單位收到該筆登錄報名，並不代表即取得活動資格。登錄後，尚待主辦單位審核，若資

料不全主辦單位將聯繫乙次，若資格不符將不另行通知。 

  

限於 GT+8 時間 2022 年 10 月 8 日下午 11:59 前收到的報名方屬有效。符合資格者

總共限參加一 (1) 次。未在時限內報名均屬無效。凡使用指令碼、巨集或其他自動化

工具及任何違反正當報名程序的方式，其所產生的報名結果均屬無效。所有報名資料

均屬主辦方財產，因此將不再確認收悉亦不予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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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獎：將於 2022 年 10 月 10 日當天或前後隨機抽出 1位得獎人。每次抽獎將由獨立

評審團從所有合格的參加者中抽出得獎人。中獎機率取決於收到的合格參加者人數。  

   

登錄規定與保證：登錄資料依主辦方全權裁量不得含有任何以下內容。 

• 煽動、冒犯、不合適或侮辱性用詞，或其他不適合於公開論壇及本次促銷活

動出現的內容； 
• 歧視或詆毀任何民族、種族、性別、宗教、專業或年齡層的內容，或贊同仇

恨或任何仇恨團體的內容； 
• 猥褻、色情露骨、性暗示、褻瀆性或色情內容； 
• 內容涉及暴力，推廣菸酒毒品、槍枝/武器 (或使用) 的內容；推廣任何看似

不安全或危險的活動；進行任何特定的政治宣傳或散佈訊息； 
• 廣告，或提及其他產品、優惠或網站； 
• 電子郵件地址、網址、手機號碼、實際地址或其他形式的個人資訊； 
• 對於其他參加項目或其作者的批評或惡意內容，毀謗、誤傳或含有詆毀其他

人員、公司或促銷活動主辦方 (定義如下) 的言論； 
• 未經許可時，他人所擁有的商標或名稱，或是他人所擁有的著作權資料 (包

括發佈在網站、電視、電影或其他媒體上的藝術作品)； 
• 未經許可時，呈現姓名、肖像、聲音或其他可用於辨識個人的資料，包括但

不限於名人及/或其他公眾或私密人物，不論是否在世； 
• 與主辦方想要連結的正面形象及/或善意不一致的訊息或圖片；及/或 
• 違反任何法律或正式規則的內容。 

  

每一次登錄意指參加者代表與保證其登錄內容符合其真實情況，且其本身或其發表內

容並不侵犯或違反任何第三方之權利，包括任何著作權、商標、隱私權、公開權或其

他智慧財產權。若登錄內容中，含有任何並非屬於參加者的資料或要素，及/或任何屬

於第三方之權利的資料或要素，該參加者應在提出登錄內容前，取得任何及全部用以

允許主辦方使用及展示登錄內容資料的聲明書和同意書，且須遵照正式規則所訂定的

方式，包括但不限於任何在登錄內容可供辨識之人員的姓名及肖像許可。主辦方得隨

時要求參加者依主辦方可接受的形式提出上述證明。若經要求但無法提供上述證明

者，則該登錄內容不具法律效力。每一次登錄意指參加者保證並代表同意於此促銷活

動提交與使用登錄內容，以及同意此登錄內容之使用方式。參加者瞭解並同意主辦方

可能於此促銷活動中接收其他可能與參加者本人的登錄內容類似或相同之內容，且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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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方審閱及/或使用的內容可能與此參加者登錄之內容類似，參加者瞭解並同意前述事

項發生時，拋棄過去、現在及/或未來之相關求償權利。 

  

獎品： 

  

獎項級別 數量 獎品 預估零售價  

頭獎 1 一台 (1) SAMSUNG 
34 吋 Odyssey G5 VA 
Monitor 三星曲面電競

螢幕 (C34G55TWWC) 

  

新台幣 $14,900 

  

意指硬碟機容量時，1 gigabyte 或 GB 等於十億位元組，而 1 terabyte 或 TB 相當於

一兆位元組。您的電腦作業系統可能使用不同的測量標準，致使報告的容量較低。此

外，列出的某些容量係用於格式化和其他功能，因此並不適用於資料儲存。

Seagate、Seagate Technology 均為 Seagate Technology LLC 或其子公司之一的商

標或註冊商標。其他商標或註冊商標均為其個別擁有者的財產。 

  

得獎人不得更換、指派或轉讓獎品或兌換現金，但主辦方有權更換獎品 (或其任一部

分) 為相等或更高價值者。完成驗證程序後，需要 28 天寄送獎品。出口與再出口包含

加密的硬體或軟體，須遵守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局規範 (如需詳細資料，請造訪 
www.bis.doc.gov)。價值以美元表示。 

得獎人接獲獎品後，需向主辦方提交其要求的所有文件，並遵從其適用的所有聯邦法

律、州法、地方及海外的報稅和扣繳規定，屆時可能需要提交社會保險號碼以供報

稅。  所有獎項需依法扣繳的稅額，主辦方概不負擔，獎項稅額不論是否扣繳，均由得

獎人自行負責。為了接收獎品，得獎人需向主辦方或相關稅務機關提交主辦方或適用

法律規定的稅務文件，一切依適用法律為準，相關情況下包括得獎人居住國家/地區之

法律。中獎者有責任遵守所有適用稅法和申報規定。若得獎人未能提供此類文件或遵

守該等法律，獎品將予以沒收，且主辦方得全權裁量選出其他得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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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條件：潛在得獎人將於 2022 年 10 月 11 日當天或前後於參加活動時所用的電子

信箱 Email 接獲得獎通知，可能需要於得獎名單公布之 14 天內執行並交回資格確認

函，且若法律有所規定且情況適當，還需提交公開聲明書。若上述文件未於指定時間

內交回、獲獎通知因無法寄達而退回、主辦方無法在合理時間內聯絡潛在得獎人、或

潛在得獎人不符正式規定，則主辦方得全權裁量取消其獲獎資格，並另行選出其他得

獎人。  
 
參加者個人資訊：參加本贈獎活動，即代表參加者同意主辦方收集、使用以及向第三

方代理人揭露 (包括跨境轉移至美國或其他國家) 其個人資訊，以供管理或履行抽獎之

用，同時遵守主辦方的隱私權政策 (可於此處取得：

http://www.seagate.com/about/legal-privacy/privacy-statement/)。若參加者同意日後

接收資訊，則會將其個人詳細資訊用於提供主辦方的產品、服務及未來促銷活動等相

關資訊。參加者有權存取、修改及撤銷個人資料，詳情請見主辦方隱私權政策。加入

本次抽獎活動或提供個人識別資訊，即表示參加者同意在美國及其他非資料收集所在

國家/地區之適用國家/地區及對此等國家/地區所為之該等個人資訊之收集、處理、維

護及傳輸。若正式規則不符主辦方隱私權政策，以正式規則為準。  

  

公開權：得獎人參加即表示允許主辦方及其委託者有權公布得獎人之姓名 (例如，名

與姓的首字母縮寫) 以及本促銷活動得獎人之登錄內容，且將永久通行於全球範圍

內，除當地法律禁止外，毋須另行致酬、通知或徵求許可。 
 
技術免責聲明：對於遺失、延遲、不完整、不正確、遭竊、誤導、未交付或含糊不清

的參加、申請或註冊資訊，或遺失、中斷或無法使用的網路、伺服器、網際網路服務

供應商 (ISP)、網頁或其他連線、可用性、存取能力或誤傳或出錯的電腦、衛星、電纜

通訊、線路或技術故障或混雜、混合、延遲或誤導傳輸或電腦硬體或軟體故障，或發

布方控制範圍外的其他錯誤或問題而導致的人為、機械、電子、電腦、網路、打字排

印、列印或其他相關抽籤的錯誤，包括有關於抽獎活動管理、參加資格處理程序、獎

項聲明或任何抽獎相關材料的賠償責任、錯誤、問題，發布方 (定義如下所述) 概不負

責。無論是由網站用戶竄改、駭入任何涉及抽獎或其使用的設備或程序造成之任何不

正確或不準確的資訊，發布方概不負責。對參與本網站抽獎或下載資料或使用本網站

所造成的參賽者或其他人的電腦損失或損害，發布方概不負責。  
 
通用細則：除當地法律禁止外，參加者參加促銷即代表同意主辦方及其個別之母公

司、關係企業、子公司、廣告促銷代理公司及其各自主管、董事、員工、代表及代理

人 (合稱「發布方」) 對一切概不負責，參加者不得因接受、擁有、濫用或使用任何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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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或參與此抽獎活動而直接或間接對個人或財產造成全部或部分損害、傷害或損失承

擔任何責任。任何竄改或濫用抽獎或網站所有層面或違反正式規定者 (由主辦方全權

裁量) 將會取消資格，所有相關參加資格都將作廢。若擁有相同電子郵件帳戶的多名

使用者發生爭端，則參賽作品的電子郵件帳戶授權用戶將視為參加者，且必須遵守正

式規則。授權用戶係指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 (ISP)、線上服務供應商或其他負責指派電

子郵件地址的組織指派電子郵件地址的自然人。此抽獎活動受美國加州法律所管轄，

且遵從所有適用的聯邦法律、州法及地方法律。所有法律行動或與此抽獎相關的索償

必須提交至美國加州聖克拉拉郡之管轄法院。 
 
終止抽獎權利：若依主辦方判斷贈獎活動及抽獎活動任一部分因受到病毒、蠕蟲、程

式錯誤、未授權人為干涉等原因而損毀，或因此損害管理、安全性、公平性、完整

性、或參加資格的正常參與或繳交，主辦方得全權裁量暫停、修改或終止抽獎活動，

若經裁量後終止活動，將從所有於行動前符合資格且無嫌疑之報名者或主辦方視為公

平且合適之適用抽選者中，決定受爭議之抽獎活動之潛在得獎人。  

 
國家/地區專屬聲明：若上述正式規則中，有任何部分抵觸特定國家的法律、規章、法

規，此類無效部分並不會影響到其他部分的有效性。 

  
得獎名單：關於得獎人姓名 (於 2022 年 10 月 11 日左右公布)，請將回郵信封寄至，

收件時間不得超過 2022 年 10 月 28 日。  

主辦方：Seagat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Headquarters Pte. 

   

附錄 B 

  

符合資格的國家/地區  

臺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