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保護聲明》
利昂哈德庫爾茲公司（以下簡稱“庫爾茲”），對資料保護極為重視，即庫爾茲
會保護您的個人資料。
庫爾茲會替您的個人資料資料保密，並承諾遵守法定的資料保護條例及本《資料
保護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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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適用範圍
本《資料保護聲明》適用於所有被庫爾茲公司指定為管理員的互聯網產品(“網
站”)(參見第 2 節)。
2.管理員及資料保護負責人的聯繫資訊
2.1 管理員
歐盟《通用資料保護條例》（GDPR）以及成員國的其他國家資料保護法和其他資
料保護條款所定義的管理員為：
LEONHARD KURZ Stiftung & Co. KG
Schwabacher Strasse 482
90763 Fürth, Germany
Telephone: +49 911 71 41-0
sales(at)kurz.de
2.2 資料保護負責人的聯繫方式
您可以通過以下地址聯繫管理員的資料保護負責人：
MKM Datenschutz GmbH
data protection officer
Äußere Sulzbacher Str. 124a
90491 Nuremberg, Germany
Telephone: +49/911/669577-0
dsb(at)kurz.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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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個人資料的處理原則
3.1 個人資料的處理範圍
在一般情況下，庫爾茲不負責處理使用者的個人資料，除非這是展示庫爾茲網站
以及庫爾茲內容和服務的必要條件。當然，在未經使用者同意的情況下，他們的
個人資料及資訊也是不會被處理的。但是有兩個例外，一是由於實際原因，無法
事先獲得用戶同意；二是法律規定允許對資料進行處理。

具體來說，您的資料被處理的原因如下:
•庫爾茲網站上提供的線上服務（例如，時事通訊、聯繫方式等）是專門設計用
於幫助庫爾茲達到商業目標的。因此，庫爾茲需要不斷優化其在網上提供的服務
（客戶滿意度、安全性、用戶友好性等）。
•庫爾茲處理資料的主要原因為：需要證實其合法性或者設計、修改其內容。
•向您發送資訊，包括廣告資料（例如，時事通訊）。
•使庫爾茲的網站更具吸引力；識別特定的興趣點和發佈線上廣告。
•對訪客的訪問情況進行分析和評估，檢測任何技術問題，及時回應訪客的需求。
3.2. 處理個人資料的相關法律依據
如果庫爾茲取得了資料相關當事人的同意，便可以對個人資料進行處理，以上依
據《通用資料保護條例》第 6 章第 1 段 a 條款。
為了履行資料當事人為締約方的合約，庫爾茲對其個人資料可進行處理，以上依
據《通用資料保護條例》第 6 章第 1 段 b 條款。這也適用于合同締結前的一些活
動，例如對庫爾茲產品或服務的詢問。
為了履行庫爾茲的法律義務而對個人資料進行處理(例如，納稅義務)，以上依據
《通用資料保護條例》第 6 章第 1 段 c 條款。
為了保護資料主體或另一個自然人的重要利益而進行的資料處理，以上依據《通
用資料保護條例》第 6 章第 1 段 d 條款。
為了維護庫爾茲公司或協力廠商的合法利益而進行的資料處理，而這些合法利益
在重要性上超過了資料主體的利益與權利時，以上依據《通用資料保護條例》第
6 章第 1 段 f 條款。
這項法律依據也適用於為統計目的而進行的資料收集和分析，庫爾茲公司進行這
些工作是為了優化庫爾茲的網路產品。
3.3. 個人資料的保留期限及刪除。
庫爾茲只會在指定的期限內保留和處理您的個人資料，當保留和處理該資料的目
的已經達成或不存在時，您的個人資料就會被清除或被遮罩。如果該條款出現在
歐洲或國家立法機構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法令中，那麼它的存儲時間將超過這一
規定，也就是說這些資料的存儲時間將會更長。如果在上述條款中規定的保留期
限到期，資料也會被清除，除非存在為了履行合同而迫切需要繼續保留資料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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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發生。
4.提供網站和編譯日誌檔
每次當網站被訪問時，便會自動獲取一系列的一般資料資訊，這些資訊被暫時存
儲在伺服器的日誌檔中。
在此前提下，以下資料可被捕獲:
•訪問網站時的日期和時間
•您是如何進入網站的(上一頁，超連結等)
•您使用的瀏覽器類別和版本
•您使用的作業系統
•您使用的互聯網服務提供應商
•當您上網的時候，由您的網路服務供應商分配給您的電腦 IP 位址
在極少數情況下，日誌檔中的（技術）資料可能是個人資料。電腦系統的 IP 位
址的臨時存儲可以使網站資料能夠被傳送到使用者的電腦。為了實現這一點，用
戶的 IP 位址必須在會話期間保持存儲。然而，為了確保庫爾茲的網站不受攻擊
和誤用，只有在出於技術上的絕對需要時，庫爾茲才會使用這些資料；這些資料
也會以匿名形式用於廣告、市場調研和説明庫爾茲改進服務以滿足當前的需求。
這就是為什麼用戶的 IP 位址會作為一種技術預防措施被存儲，並且時間不超過
7 天。它們也有可能會被儲存更長時間。在這種情況下，使用者的 IP 位址將被
清除或遮罩，而且不再被連接到訪問用戶端。這些資料也不會與使用者的任何個
人資料存儲在一起。
臨時存儲資料和日誌檔的法律依據是《通用資料保護條例》第 6 章第 1 段 f 條
款。
獲取資料以交付網站和將資料存儲在日誌檔中，對於網站的正常運行都是必不可
少的。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使用者沒有異議的權利。
5.回應關於您提出的聯繫資訊需求、查詢問題、備件需求
在庫爾茲的網站上，您會找到您希望獲得的聯繫方式。庫爾茲將用您在輸入遮罩
中提供的資料（例如，您的公司、姓名、電子郵寄地址等）來適當地回復您。
在使用者同意的情況下，處理資料的法律依據是《通用資料保護條例》第 6 章第
1 段 a 條款。處理與聯繫方式相關的資料的法律依據是《通用資料保護條例》第
6 章第 1 段 f 條款。如果電子郵件顯示了簽訂合同的意向，那麼進一步的法律基
礎是《通用資料保護條例》第 6 章第 1 段 b 條款。當資料沒有使用價值時，就會
被清除。所以，您可以隨時反對進一步處理您的資料。
6.處理您的求職申請
您可以在庫爾茲的網站上找到關於工作申請所需的表格；通過這些表格您可以提
供關於申請工作的相關資訊（例如：姓名、位址、電子郵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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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能夠有效地處理您的申請，庫爾茲將使用由庫爾茲的合作夥伴 HR4YOU
Solutions 提供的申請人管理系統。所以，當您發起線上申請時，您將被重新定
向到由庫爾茲的合作夥伴 HR4YOU 操作的功能變數名稱，您可以在這個功能變數
名稱中輸入您的資訊。HR4YOU 也可以代表庫爾茲執行訂單處理任務，因此僅被
允許按照庫爾茲的指示處理您提供的資訊。為了確保這一點，庫爾茲已經與
HR4YOU 簽訂了一系列關於技術和管理措施的協定，以確保庫爾茲能夠保證您的
申請資料受到保護。如果您的申請促成了一份雇傭合約，那麼您所傳遞給庫爾茲
的資訊可能會被庫爾茲存儲在您的人事（數位）檔案中，以便在法律規定範圍內
進行日常的組織和管理工作。
處理工作申請表格中的資料的法律依據為《通用資料保護條例》第 6 章第 1 段 b
條款。當然，您也可以在任何時候反對進一步處理您的資料。
如果您已經同意，庫爾茲也可以在申請程式完成後最長 1 年時間內處理和使用您
的個人資料（姓名、位址、電子郵寄地址、電話號碼、求職信、簡歷、資歷、參
考資料、申請面試的資訊）。庫爾茲這麼做是為了確保庫爾茲能隨時與您保持聯
繫，以確保讓您在第一時間獲取關於庫爾茲工作機會的相關資訊。這些資料可以
由人力資源部的員工和相關技術部門的決策者來訪問。您也有權在任何時候無理
由地撤回您的同意意向。如果您撤回了同意意向，您的資訊將不會被考慮為後續
填補空缺職位所用，並且會在符合適用法律條款的前提下被清除。
庫爾茲要指出的是，風險通常與資料在互聯網上的傳輸有關（(參見第 14.1 節）
。
7. 訂單處理(B2B 商城)
作為庫爾茲 B2B 商城的一部分，庫爾茲需要在所有情況下處理客戶資料以説明庫
爾茲管理相關的業務流程。一方面，這直接涉及到訂購流程所需要的資料，比如
帳單和交付位址。為了確保訂單的順利執行，這些資料也可能傳輸給庫爾茲已經
交付的物流服務提供者。另一方面，每個客戶在 B2B 商城的使用者管理系統中
輸入的資料也將被處理。這讓庫爾茲能夠跟蹤具體使用者提交的具體採購訂單。
在 B2B 商城上處理個人資料的法律依據是《通用資料保護條例》第 6 章第 1 段 b
條款。您也可以在任何時候對於您的資料處理提出反對意見，除非庫爾茲在符合
法定的、與公司相關的合同保留要求下有義務對其繼續存儲。有關庫爾茲在 B2B
商城上使用的“cookies”的更多資訊，請參考本《資料保護聲明》中第 12 節關
於“Cookies”的相關闡述。
8．時事通訊郵件
在庫爾茲的網站上，您將找到訂閱庫爾茲的免費時事通訊的選項。當您註冊接收
時事通訊時，您輸入的資訊（至少您的電子郵寄地址）會被傳送給庫爾茲。為了
能夠順利地處理註冊資訊，庫爾茲將在獲得您同意的情況下請您參考本《資料保
護聲明》，這樣做的法律依據是《通用資料保護條例》第 6 章第 1 段 a 條款第 7
條。為了您在註冊後能接收庫爾茲的時事通訊，庫爾茲使用“雙重確認”程式。
這意味著，在您同意將時事通訊作為註冊過程的一部分後，庫爾茲會向您再發送
一封確認性質的電子郵件，以便您能確認註冊資訊是否正確。如果您在 7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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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沒有對此確認郵件做出回復，那麼您的註冊將被自動刪除。如果您確定想要收
到時事通訊，庫爾茲就會儲存您的資料，直到您從此項服務中退訂為止。當然，
存儲這些資料的唯一目的是使庫爾茲能夠向您發送時事通訊。當您發送您的註冊
和確認資訊給庫爾茲時，庫爾茲還會存儲您的 IP 位址和時間，以防止您的個人
資料被濫用（例如，使用不同的電子郵寄地址註冊時事通訊）。庫爾茲將在 7 天
后刪除在這個註冊過程中收集的關於您的其他個人資料。
您可以隨時告知庫爾茲中斷時事通訊的發送。您只需要點擊任意通訊電子郵件中
提供的連結，或者發送一封電子郵件到 newsletter(at).de 即可。
9．線上服務的分析、評估和優化
庫爾茲的目標是不斷優化庫爾茲的線上服務。為了分析和評估庫爾茲網站訪客的
訪問情況，庫爾茲使用了谷歌分析。
該服務由美國加州山景城圓形劇場花園路 1600 號（郵編 CA94043）
，谷歌股份有
限公司提供。
谷歌分析使用了 cookies；有關此主題的更多資訊，請參見本《資料保護聲明》
第 12 節中的“Cookies”。
10．線上廣告的投放
為了能夠向您展示您所需要的線上廣告，庫爾茲將使用以下服務技術：
谷歌關鍵字廣告轉換功能
谷歌動態再行銷功能
谷歌按兩下功能
該服務由美國加州山景城圓形劇場花園路 1600 號（郵編 CA94043）
，谷歌股份有
限公司提供。
這些服務依賴於 cookies 的使用；有關此主題的更多資訊，請參見本《資料保護
聲明》第 12 節中的“Cookies”。
11．視頻網站
這些網站使用了 YouTube 視頻平臺，它是一個可以播放音訊和視頻檔的平臺。該
平臺由美國加州聖布魯諾櫻花大街 901 號（郵編 CA 94066），YouTube 有限公司
運營。
當您從庫爾茲的互聯網上訪問一個網頁時，此時網頁上的 YouTube 播放機會創建
一個到 YouTube 的連結，以確保視頻和音訊檔的技術傳輸。當連結到 YouTube 的
時候，相應的資料會被傳送到 YouTube 平臺，此時 YouTube 伺服器將能接收到您
所訪問過的庫爾茲網站特定頁面的資訊。如果您恰巧登陸了您的 YouTube 帳戶，
就可以讓 YouTube 直接將您的瀏覽狀態與您的個人資料聯繫起來。當然，如果您
對此功能不感興趣的話，可以通過提前退出您的 YouTube 帳戶來預防這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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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瞭解更多關於 YouTube 收集和使用個人資料的資訊，以及您的相關權利
和設置保護隱私選項的方法，請參考以下連結提供的資料保護說明：
https://policies.google.com/privacy.hl=de
12．Cookies
庫爾茲的網站在某些情況下會使用 cookies。Cookies 是存儲在瀏覽器和（或）
使用者電腦上的小文字檔，它將分析您對網站的使用情況。
Cookies 可以讓庫爾茲的網站和線上服務功能更加人性化、安全和高效。這些和
其它相關的技術也可用於存儲您的設置、登錄和認證，與興趣相關的線上廣告、
分析和統計等。
使用 cookies 處理個人資料的法律依據是《通用資料保護條例》第 6 章第 1 段 f
條款。當用戶訪問庫爾茲的網站時，會在資訊欄中被告知使用 cookies,並被要
求參考本《資料保護聲明》。
庫爾茲使用的大多數 cookies 都屬於“會話 cookies”類型。在用戶結束訪問庫
爾茲網站時，它們會被自動刪除。其他 cookies 仍然存儲在終端設備上，直到您
刪除它們。這些 cookies 能夠使庫爾茲在您下次訪問時再次識別您的瀏覽器。
如何使用 cookies 由您自己決定：
您可以通過調整您的瀏覽器設置來獲知 cookies 的使用情況，並可以根據當時的
具體情況來決定是否接受它們，對於某些情況，當您關閉瀏覽器時，cookies 會
自動刪除。
停用 cookies 可能會對網站功能產生影響。
在以下章節中，庫爾茲將提供關於庫爾茲網站使用和實現 cookies 服務的詳細資
訊：
12.1 谷歌分析
庫爾茲的網站使用了網路分析服務谷歌分析提供的相關功能，來確定（例如）您
對庫爾茲網站上的哪些內容最感興趣。
關於您使用本網站的資訊將由 cookie 生成，並通常會被傳送至美國的谷歌伺服
器並存儲在那裡。
有關谷歌分析如何處理使用者資料的更多資訊，請參閱谷歌資料保護聲明:
https://support.google.com/analytics/answer/6004245?hl=de
瀏覽器外掛程式
您可以通過調整瀏覽器軟體中的相關設置來阻止 cookies 存儲；但在這種情況
下，您可能無法使用本網站提供的全部功能。您還可以阻止與您使用網站（包括
您的 IP 位址）有關的 cookie 收集的資料，通過下載和安裝瀏覽器外掛程式來處
理 這 些 資 料 ， 該 外 掛 程 式 可 在 以 下 連 結 找 到
https://tools.google.com/dlpage/gaoptout?hl=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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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數據捕獲
您可以通過點選連結 Deactivate Google Analytics 來反對谷歌分析獲取您的
資料。您可以設置 cookie “選擇退出”， 設置完成後，當您訪問這個網站的
時候，對您的資料捕獲就會被阻止。但是，在瀏覽器中刪除所有的 cookies 也會
刪除相應的“選擇退出”的 cookie。
合同資料處理
庫爾茲已經與谷歌簽訂了合同資料處理協定，並在使用谷歌時最大程度地遵守德
國資料保護機構的嚴格要求。
IP 地址匿名化
庫爾茲在本網站上使用“啟動 IP 位址匿名化”功能。然而，這意味著您的 IP 位
址在傳輸到歐盟成員國或歐洲經濟區協定的其他簽署國之前被谷歌刪節。只有在
例外情況下，完整的 IP 位址才會被傳輸到美國的谷歌伺服器上，並在那裡被刪
節。根據本網站運營商的指示，谷歌將利用這些資訊分析您對網站的使用情況，
收集網站活動報告，並為網站運營商提供額外服務。而且，作為谷歌分析功能的
一部分，由瀏覽器傳輸的 IP 位址不會與谷歌的其他資料合併。谷歌分析存儲的
cookies 最遲會在 14 個月後被刪除。
12.2 谷歌關鍵字廣告轉換
在使用谷歌關鍵字廣告時，庫爾茲在網站上使用了“轉換-跟蹤”分析服務，如
果您是通過瀏覽谷歌提供的廣告來到庫爾茲網站的，您的電腦上就會放有一塊
cookie。不過這些轉換 cookies 會在 30 天後失去效力，那麼它就無法再被用來
識別您的個人身份了。如果您訪問庫爾茲網站上的某些頁面，而此時 cookie 還
沒有過期，那麼庫爾茲和谷歌會將您識別為一位點擊了谷歌廣告並被定向至庫爾
茲網站的用戶。
谷歌利用轉換 cookies 來收集資訊，為庫爾茲的網站準備訪問統計資料。從這些
統計資料中，庫爾茲能瞭解到用戶點擊庫爾茲廣告的總時長，以及庫爾茲網站的
哪些頁面隨後被哪些使用者訪問過。然而，無論是庫爾茲還是其他在庫爾茲的廣
告中使用谷歌關鍵字的提供商，都無法收到任何能讓庫爾茲識別使用者的個人資
訊。
您可以通過在瀏覽器中選擇相應設置來防止轉換 cookies 被安裝，例如：通過瀏
覽 器 設 置 禁 用 cookies 的 自 動 程 式 ， 或 者 具 有 針 對 性 地 阻 擋 來 自
“googleadservices.com ”的 cookies。
相關詳細資料及谷歌資料保護聲明，請瀏覽以下網址:
——http://www.google.com/policies/technologies/ads/
——http://www.google.de/policies/privacy/
12.3 谷歌動態再行銷
這個功能是為了向訪問者提供谷歌廣告網路中“類似目標群體”的特定廣告。網
站使用者的瀏覽器會存儲 cookies，當使用者返回到屬於谷歌廣告網路的網站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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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就會被識別出來。在這些頁面上，使用者可以看到與先前訪問過的使用谷歌
再行銷功能的網站內容相關的廣告。谷歌在這個過程中沒有收集任何個人資料。
反對權
如果您仍然不希望在您的電腦上使用谷歌再行銷功能，您可以在以下連結中選擇
適當的設置停用該功能：
http://www.google.com/settings/ads
或者，您可以通過廣告網路計畫（NAI）來取消對特定廣告的使用，詳情請參考
http://www.networkadvertising.org/managing/opt_out.asp.
有關谷歌再行銷和谷歌資料保護聲明的詳細資訊，請訪問：
http://www.google.com/privac/ads/
12.4 谷歌的按兩下功能
谷歌的按兩下功能也使用 cookies 向您提供您感興趣的廣告。在這種情況下，谷
歌會將一個匿名的 ID 號分配給您的瀏覽器，以檢測在您的瀏覽器中顯示了哪些
廣告，以及哪些廣告曾被訪問。按兩下 cookies 的使用只會讓谷歌和它的合作
夥伴網站根據使用者之前訪問庫爾茲或其他網站的情況切換廣告。在這個過程中
cookie 生成的資訊將被傳輸到美國的伺服器，並由谷歌存儲在那裡進行分析。
通過使用庫爾茲的網站，您就表示同意處理谷歌收集的資料，以及處理資料的方
法和如上所述的目的。
反對權
您可以通過直接在谷歌選擇適當的設置來禁用按兩下 cookies：
http://www.google.com/settings/ads
或使用網路廣告倡議（NAI）的停用頁面來取消“按兩下”服務：
http://www.networkadvertising.org/managing/opt_out.asp
12.5 B2B 商城
庫爾茲在 B2B 商城使用以下 cookie:
•會話 ID cookie:庫爾茲會將一個隨機生成的字母和數位的組合分配給相應的使
用者，這項服務可以保障安全登錄或在訂購流程中存儲進度（購物車中的商品）
。
此外，用戶的 cookie 還用於檢查用戶是否已經接受了 B2B 商城中的 cookie 指
令，這個指令將顯示在頁面上，直到它被確認為止。
存儲在 B2B 商城的 cookie 會在 12 個月後或更早被刪除。
13.資料傳送
根據第 3.1 節所述的內容，您的資料也會被傳送到庫爾茲的責任辦公室以及庫爾
茲的附屬機構，當然這樣的傳送是建立在必要的基礎之上的，它符合法定許可條
例或已獲得您的同意。
在您參與庫爾茲和協力廠商共同舉辦的促銷、競賽等活動時，庫爾茲將被允許向
協力廠商提供個人資料。在這種情況下，在您的個人資料被傳輸給協力廠商之前，
庫爾茲會對您另行通知。
在一些特殊情況下，庫爾茲會使用外部服務供應商來處理您的個人資料。這些供
應商經過庫爾茲的精挑細選，在庫爾茲的規定範圍內進行工作，而且庫爾茲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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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進行定期審查。供應商將保證不會將這些個人資料洩露給協力廠商。
此外，庫爾茲保證您的個人資料不會洩露給協力廠商，除非出於履行法律義務的
原因或經過您的明確許可，庫爾茲才有權利這樣做。
14. 資料安全性的注意事項
14.1 互聯網的資料安全
互聯網是一個可訪問的公共系統。如果個人資料資料在網上洩露，則此風險將由
使用者承擔。這些資料可能在運輸過程中丟失，也有可能落入未經授權的協力廠
商手中。對此，庫爾茲公司採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來維護您個人資料的保密性和
安全性。
您的資料資料會受到切實保護，不會被遺失、銷毀、偽造、操縱或經過未經授權
的查閱或未經授權的披露。為此，庫爾茲採取以下措施:
•如果您通過庫爾茲的網站或電子郵件向庫爾茲發送了您的個人資料資料，那麼
這些資料將僅用於第 3.1 節中所述使用目的。
•庫爾茲的員工必須單獨遵守保密義務，並有義務遵守資料保密原則。
•在合理範圍內，庫爾茲盡可能地採用當前最先進的技術來加強安全措施。
•庫爾茲會定期檢查系統的安全性，以便庫爾茲能夠永久保護委託給庫爾茲的資
料不受任何損害、損失和非法訪問。
•資料保護負責人將持之以恆地工作，以確保相關法律條款得到維護。
14.2 關於加強個人資料安全性的建議
•您可以改變您的瀏覽器配置，以便在安裝 cookies 時得到即時通知。這樣，您
可以選擇全部接受或全部拒絕它們，也可以視具體情況來決定是否接受（見第 12
節）。
•您可以從位址中看出互聯網連接是否安全。如果位址以 https 開頭，則表示連
接是安全的(例如 https://.......de)。庫爾茲正在盡一切努力將庫爾茲所有的
網站轉換為 https，而這還需要時間。另一個指示符是在瀏覽器底部的圖示託盤
中鎖定的掛鎖符號。
•庫爾茲永遠不會要求您通過電子郵件、電話或者短信的方式來傳送例如 PIN 碼
或登錄密碼等機密資料。庫爾茲也不會要求您直接送還或指出此資料，或直接輸
入訪問資料。
15. 數據主體的權利
如果您的個人資料已被處理，而您是《通用資料保護條例》所指定的資料當事人，
針對資料管理員，您將擁有以下權利。關於此問題，請通過第 2.2 節所提供的聯
繫方式聯繫庫爾茲的資料保護負責人。
15.1 知情權
您有權要求庫爾茲向您提供與您有關的個人資料。
15.2 更正權
您有權要求庫爾茲立即對您的個人資料進行更正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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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限制資料處理的權利
您有權在以下具體情況下要求庫爾茲限制處理您的個人資料：如果您對資料的準
確性產生質疑；如果庫爾茲的處理沒有得到您的認可，但是您又拒絕刪除它，而
庫爾茲不再需要這些資料，但是您又需要它來執行、行使和捍衛您的合法權利，
或您已經按照《通用資料保護條例》第 21 條第 1 段的規定對庫爾茲的處理提出
異議。如果庫爾茲在處理與您有關的個人資料時受到限制，那麼除了對這些資料
進行保存外，這些資料只可在您同意的前提下或為了執行、行使或捍衛法律權利，
或為了保護其他自然人或法人的權利，或為了工會或成員國的實質公共利益而進
行處理。如果根據上述條款，庫爾茲限制資料的處理不能被執行時，庫爾茲會在
取消限制前通知您。
15.4 刪除權(“被遺忘權”)
您有權要求刪除由庫爾茲儲存的與您有關的個人資料，除非這些資料對於行使自
由交換意見和資訊的權利是至關重要的，或處理此資料是為了履行維護公共利益
的法律義務，或為執行、行使或捍衛法律權利。
15.5 告知權
如果您行使了糾正、清除或限制處理的權利(15.2-15-4)，除非證明這些權利無
效或與不合理的外部因素有關，否則庫爾茲會將關於資料更正或清除或限制處理
的相關事宜通知給所有與您個人資料相關的收件人。除非確實無法完成上述通知，
或需要額外為此付出不合理的努力。
15.6 資料轉移的權利
您有權將您提供給庫爾茲的個人資料以結構化、標準化、可讀性的格式交付給協
力廠商。如果您要求庫爾茲將資料直接傳輸給另一個管理員，庫爾茲只有在技術
可行的情況下才能滿足您的要求。
15.7 反對的權利
如果您的個人資料是根據《通用資料保護條例》第 6 章第 1 段 f 條款所規定的合
法利益而處理的，那麼您將有權根據《通用資料保護條例》第 21 章對於處理您
的個人資料提出反對。在此情況下，庫爾茲的資料管理員將會停止處理與您有關
的個人資料，前提是您需要提供有力的證據證明繼續處理資料而造成的影響會超
越您的利益、權利和自由，或者繼續處理資料將會成為導致執行、行使或捍衛合
法權利的原因。
15.8 撤銷與資料保護法有關的同意權
根據資料保護法，您有權在任何時候撤回您的同意意見。在該撤回具有法律效力
之前收集的資料將不受到影響。
15.9 向監察機關提起訴訟的權利
在不影響其他行政或司法補救的情況下，如果資料主體認為處理與您有關的個人
資料會違反《通用資料保護條例》，這時您有權在您的常住地、工作地點或涉嫌
侵權的地點向監察機關提起訴訟。
接到訴訟的監察機關應將訴訟的進展情況和結果通知訴訟人，這其中包括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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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資料保護條例》第 78 條進行司法補償的可能性。
16.《資料保護聲明》的更新
更新庫爾茲的《資料保護聲明》是有必要的（例如，在法律條款變更的情況下）
。
因此，庫爾茲保留在必要時隨時修改或補充本《資料保護聲明》的權利。如果有
任何更改，庫爾茲將會在此發佈聲明。因此，庫爾茲建議您定期查看本《資料保
護聲明》的內容，以確保您所瞭解的內容是最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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