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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 物 流網(以 下簡 稱 本網 站)為尊 重並 保 護您 個人 的隱 私權 ， 並能 安心

的使 用本 網站 的各 項 服務 與資 訊，請您 詳 細閱 讀本 網站 的隱 私 權保 護政

策。 

 

以下 的隱 私權 保護 政 策，適用 於本 網站，所涉 及的 個人 資料 蒐 集、運用

與保 護。 隱私 權保 護 政策 不適 用於 本網 站 以外 的相 關連 結網 站 。 

 

用戶 在本 網站 登入 之 物件 資料、公司 名稱、地址、電話、聯 絡 人、圖 片

等資 訊均 視為 用戶 同 意公 開之 資訊 。 

 

本網 站不 會出 售、 交 換、 或出 租任 何您 的 個人 資料 給第 三者 。  

 

司法 單位 因社 會安 全，要求 本網 站公 開特 定個 人資 料時，本網 站將 視司

法單 位合 法程 序， 及 本網 站所 有使 用者 安 全考 量下 做可 能之 配 合。 

 

Cookies 是 伺服 器為 提供 個人 化的 服務， 經由 瀏覽 器寫 入使 用 者電 腦硬

碟的 一些 簡短 資訊 。 您可 以在  Netscape 的功 能設 定的「進 階 」或 是 IE

的「Internet 選 項」的「安 全性」中，選 擇修 改您 瀏覽 器對 Cookies 的 接

受程 度， 包括 接受 所 有 Cookies、設 定 Cookies 時 得到 通知、 拒絕 所有

Cookies 等 。如 果您 選擇 拒 絕所 有的 Cookies 可 能無 法使 用 部份 個人 化

服務 或是 參與 部份 互 動活 動。 

 

依據 以下 目的 及情 況，本網 站會 在本 政策 原則 下，在 網友 瀏覽 器中 寫入

並讀 取 cookies： 

 

提供 更好 、更 個人 化 的服 務， 方便 您參 與 個人 化的 互動 活動 。 Cookies

在您 註冊 或登 入時 建 立， 並在 您登 出時 修 改。 

 

為統 計瀏 覽人 數及 分 析瀏 覽模 式，以 了解 網頁 瀏覽 的情 況，做 為本 網站

改善 服務 的參 考。 

 

本網 站保 有隱 私權 保 護政 策因 應需 求隨 時 進行 修正 權力，並 會 在網 頁上

張貼 告示 ，通 知您 相 關事 項。 

 

若您 對本 網站 的隱 私 權有 任何 疑問 ，都 歡 迎您 與我 們聯 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