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資料保護聲明
交易對手（包括廠商、潛在交易對手及應選者）

1.

簡介

歡迎瀏覽UBP集團暨其在台灣的子公司—瑞聯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合稱為“ UBP”或“我們” )關於交易
對手(包括廠商、潛在交易對手和應選者)的個人資料保護聲明。
UBP（和/或任何附屬公司和UBP集團分支機搆）尊重您的隱私，並致力於保護您的個人資料。本個資保護
聲明將告訴您，我們如何保護你的個人資料，並告知您關於您的個資權利以及法律如何保障您的權利。
UBP為個資處理控管者，除非我們出於法律原因不得不處理個人資料，否則我們有責任決定我們如何保存和
使用您的個人資料。根據個人資料保護規定，我們必須通知您本個人資料保護聲明中所載的訊息。

個人資料保護原則
我們將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我們留存您的個人資料必須符合以下規則：
◆合法、公正和正當地使用
◆我們已明確向您說明收集之特定目的，並且沒有以與這些目的不符的處理或利用
◆我們已告知您特定的目的範圍
◆ 準確及不斷更新資訊
◆ 僅留存我們已告知您特定的目下所可留存的個人資料(及/或依相關法規要求)
◆ 具有保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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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般資訊

本個資保護聲明的目的
本個資保護聲明在提供您有關UBP如何收集和處理您的個人資料的相關資訊，包括您在成為 UBP 或 UBP 員
工工作對手之前可能向我們提供的任何資料。
請務必閱讀本個資保護聲明以及我們在特定場合收集或處理有關您的個人資料時可能提供的任何其他個資聲
明，以使您了解我們如何收集、處理、以及可以向誰提供您的個人資料。
本個資保護聲明係補充其他通知，而非取代之。
如果對本個資聲明有任何問題，包括任何要求以行使您的權益，請以下列聯絡方式聯繫我們：
聯絡方式：
瑞聯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service@tw.ubp.com
11047 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1號10樓E室
電話: (02) 2723 6258
您有權隨時向相關主管機關反應個資使用的問題。不過，我們希望有機會在您連繫相關主管機關之前解
決您的問題，請您於第一時間與我們聯繫，我們將會盡速處理您的問題。
3.

個人資料的蒐集

個人資料是指任何可以辨別個人的資料，此不包含辨別資料已被移除的資訊(如：匿名資料)。
我們收集和處理有關應徵者、交易對手和潛在交易對手的個人資料，例如廠商、其員工、管理人員和董事
（包括廠商、轉包商以及與其相關的個人資料），以便與他們接洽、管理我們與他們的關係、就他們提供的
服務簽訂合約。
我們可能會收集、處理、儲存和傳輸您不同類型的的個人資料，並將這些資料分類如下：
◆ 身份資料：包括姓名、使用者名或類似的識別碼、婚姻狀況、職稱、出生日期、性別和護照的影本。
◆ 連絡人資料：包括工作和業務地址、帳單地址、電子郵件地址和電話號碼。
◆ 財務資料：包括銀行帳戶詳細資訊、財務狀況和歷史記錄。
◆ 專業資料：包括有關您的業務的資訊，如公司名稱和連絡人。

除非有合法理由，我們不會收集有關您任何有關特殊類別的敏感性個人資料(其中包括有關種族、宗教或哲學
信仰、性生活、性傾向、政治見解、工會會員、健康、遺傳和生物特徵、刑事定罪和犯罪訊息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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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未能提供個人資料
當我們需要根據法律和/或監管或基於甄選流程和/或僱用過程之目的要求下收集個人資料，我們可能無法完
成合約簽訂流程或或使用您提供的服務/產品。

4.

如何收集您的個人資料

在整個僱用過程中，我們可能會使用不同的方法來收集您的個人資料，包括：
◆ 直接收集。您可以透過填寫表格或透過郵寄、電話、電子郵件、或提供名片，來提供您的個人資

料。
◆ 間接收集。我們可能透過各種方式從我們的交易對手和潛在交易對手及其員工、管理人員和董事

（包括與此類廠商和轉包商關聯的個人）收集您的個人資料。
◆ 背景調查。

5.

如何使用您的個人資料

我們將使用收集您的個人資訊於：
◆ 增進您提供的（可能外包）服務，包括使用第三廠商軟體以便利服務或輔助事項，如：這些服務的計費。

使用第三廠商軟體優化您提供的服務或輔助事項（如這些服務的計費）係有利於對我們的業務及關係。
◆ 保留您的資訊，以便更有效地方式管理我們（未來）的關係。
◆ 評估您是否適合為我們業務活動提供服務。
◆ 進行背景調查和盡職調查，以遵守我們的政策和法律義務。
◆ 評估我們未來的新關係是否會帶來任何潛在風險。
◆ 與您溝通僱用流程並管理僱用流程。
◆ 留存與僱用流程相關的記錄。
◆ 管理和增進我們與您的關係。

評估您是否適合作為員工、應選人或交易對手係符合我們的正當利益，且亦有利於我們的業務以確保員工
和任何第三方廠商提供合適的服務，且不會對我們的業務帶來的潛在風險。
我們亦會在某些情況下（如上所述）處理您的個人資料，以便我們與您簽訂和履行任何合約。
依據合理理由及法律上的義務，我們可儲存您的個人資料。
使用目的改變
我們只會將您的個人資料使用於我們收集該等資料的目的，除非我們合理地認為我們需要將該等資料用於其
它用途，而該等用途與原本的目的相符。如果您希望收到關於新用途的處理及如何與原目的相符，請與我們
連繫。如果我們需要對使用您的個人資料用於與此無關的目的，我們將通知您並向您說明我們得以進行的法
律依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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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揭露您的個人資料

我們可能需向以下對象提供您的個人資料：
◆ UBP 集團內的其他集團公司（例如UBP的關係企業和分支機搆）。
◆ 向我們進行任何背景調查的監管機構和機構。
◆ 提供軟體或其他相關服務或設備等服務的第三方，例如，使我們能夠管理或優化您的資料和/或您提供

的服務或您提供的產品和/或與之相關的任何輔助事項。
◆ 可能對您進行盡職調查的第三方。
◆ 我們可能向第三方出售、轉讓或合併部分業務或資產。同樣，我們可能尋求收購其他企業或與它們合併。

如果我們的業務發生變更，則新持有者可能會以本個資保護聲明中規定的方式，使用您的個人資料。
我們要求所有第三方尊重您的個人資料的安全性，並依法處理。我們不允許我們的第三方廠商將您的個人資
料用於自己的目的，並且只允許他們基於特定目的並根據我們的指示處理您的個人資料。
8.

個人資料國際傳輸

我們可能會在 UBP 集團內或與第三方服務提供商(包括提供雲端計算服務的第三方)共用您的個人資料。
我們的一些外部第三方(或其轉包商)及UBP 集團成員位於歐洲經濟區或瑞士外，如：位於美國、新加坡、杜
拜、印度和中國等國，所以他們的處理您的個人資料將包括歐洲經濟區或瑞士外的國際傳輸，或第三方將從
這些國家存取您的個人資料。這些國家/地區可能無法提供與歐洲經濟區國家或瑞士相當的個人資料保護。
當我們將您的個人資料傳輸到歐洲經濟區和/或瑞士之外，或允許來自這些國家/地區的存取時，我們將至少
採取以下一項安全措施來確保為您的個人資料得到同等程度的保護：
◆ 我們只會將您的個人資料傳輸到與歐洲委員會/或瑞士認為對個人資料提供足夠保護的國家。
◆ 如果無上述情況，我們會使用歐洲委員會（和/或瑞士）核准的特定合約，此合約將使個人資料獲得
與歐洲經濟區（和/或瑞士）相同的保護。
9.

資料安全

我們已採取適當的保全措施，防止您的個人資料意外遺失、被非法使用或使用、更改或揭露。在我們進行的
安全監控時，個人資料可能會被進行處理，例如：自動掃描以識別有害的電子郵件，包括偵測、調查和解決
安全威脅。我們盡可能將您的個人資料使用權限限制於在那些有相關業務的員工、代理商、承包商和其他第
三方。他們只會依照我們的指示處理您的個人資料，並有保密的責任。
我們已制定程序，以處理任何涉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的事件，並在法律的要求下，通知您和相關的監管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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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資料保留

您的個人資料將被使用多長時間?
我們只會在必要的情況下保留您的個人資料，以達到我們收集這些資料的目的，包括滿足任何法律、會
計或報告的目的要求。
要確定個人資料的適當保留期，我們會考慮個人資料的數量、性質和敏感性、未經授權使用或揭露您的
個人資料造成的潛在風險、我們處理您的個人資料的目的以及我們是否可通過其他方式和適用的法律要
求實現這些目的。
因為法律要求延長保存期限、法院裁決(或任何其他相關機構的決定)或 UBP 的內部規則，個人資料的保
存期限可能更長，以便確立、行使我們的合法權利。
個人資訊保存期限的詳細資料，將於要求時提供。
11. 您的權利

您與個人資訊有關的權利
根據法律，在某些情況下您有權：
◆ 請求查閱您的個人資料（通常稱為"查閱資料請求"）。您可請求查閱我們持有您的個人資訊

的副本，並檢查我們是否合法處理這些資訊。
◆ 請求更正我們持有的關於您的個人資料。此使我們更正您的不完整或不正確的個人資訊。
◆ 請求刪除您的個人資料。您能夠要求我們在沒有合法理由繼續處理個人資訊的情況下刪除

個人資訊。在您行使了反對處理您的個人資訊時（見下點），您亦有權要求我們刪除個人
資訊。但請注意，由於特定法律原因，我們可能無法依您的請求刪除，如有此情形，我們
將會通知您。
◆ 反對處理您的個人資料，當我們依賴合法利益（或第三方的利益）處理您的個人信息時，由於

您的特殊情況，您會基於這些理由反對處理您的個人資料。當我們出於直接行銷目的處理您的
個人資料時，您也有權提出異議。
◆ 請求限制處理您的個人資訊。這使您能夠要求我們暫停處理您的個人資訊，例如，如果您希

望我們確定其準確性或處理原因。
◆ 請求將您的個人資訊移轉給另一方。

如果您想行使上述任何權利，請聯繫我們。
您有義務通知我們個人資料的變更
確保我們持有關於您的個人資訊料準確和最新的是重要的。如果您的個人資訊在您與我們關係期間或之
後發生變化，請告知我們，因為我們可能需要在關係結束後與您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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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取消同意的權利

在有限的情況下，您可能已同意收集、處理和傳輸您的個人資訊為特定用途，您有權隨時取消對該特
定處理的同意。如需取消您的同意，請聯繫我們。一旦我們收到您取消同意的通知，我們將不再依您
最初同意的目的處理您的資料，除非我們有其它合法的法律依據。
13. 本個人資料保護聲明的更改

我們保留隨時更新本個人資料保護聲明的權利，當我們進行任何更新時，新的個人資料保護聲明將上
傳到 UBP的網站 （www.ubp.com.tw）。我們也可能會以其它方式不時通知您有關您的個人資料的處理
情況。

14. 第三方網站連結

我們的網站可能包含第三方網站、外掛程式和應用程式的連結。點擊這些連結或可能允許第三方廠商
收集或共用有關您的個人資料。我們對這些第三方廠商網站不具有控制權，亦不對其個人資料保護聲明
/通知負責。當您離開我們的網站時，我們鼓勵您閱讀您造訪的每個網站的個人資料保護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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