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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光隱私公告 

本公告的翻譯版本如下。 

法文 / Français | 德文 / Deutsch | 義大利文 / Italiano  | 日文 / 日本語 | 韓文 / 코리언| 馬來文 / 

Bahasa Malaysia | 簡體中文/ 简体中文 | 繁體中文 

 
Micron Technology, Inc. 及其集團公司（合稱「美光」、「我們」或「我們的」）秉持誠信

及專業精神執行業務的承諾，其中包括尊重您的隱私和保護您的個人資料。 

 
在本《美光隱私公告》（本「公告」）中，我們將詳細說明我們如何處理您的個人資料，

以及根據適用的資料隱私法規，您在管理我們如何使用您的個人資訊時，可能擁有的選

項。「處理」意指收集、使用、分享、傳輸和儲存您的個人資料。 

 
我們透過 Micron Technology, Inc.以及關係企業和子公司在全球經營我們的業務。您可以在

此處取得我們的關係企業和子公司清單，而我們的品牌產品包括 Micron、Crucial 與 

Ballistix。 

 
如果您有任何問題或疑慮，我們鼓勵您聯絡我們（請見下方的「如何聯絡我們」）。 

 
最後更新日期：2023 年 1 月 1 日 

 
1. 本《隱私公告》適用範圍 

本公告適用於世界各地與美光網站或應用程式互動、參訪我們的設施或是使用我們的服務
之個人。 

 
本公告內容涵蓋美光的全球隱私與資訊實務，並且適用於本公司網站、應用程式、實體設

施及相關服務。請切記，我們的《使用條款》可能也會規範您使用我們產品或服務的方

式。 

 
美光可能會處理與美光有業務往來或尋求與美光進行業務往來的顧客、合作夥伴、廠商、

訪客或其他個人（統稱「個人」）的個人資料。無論這些個人在與美光往來時的所在地理

位置為何，本公告適用於上列個人。我們的《應徵者隱私公告》和《受僱人員隱私公告》

規範了我們在招募或僱用關係中處理您的個人資料的方式。 

 
 2. 您的權利與偏好 

美光讓您可以行使自己的隱私權並管理我們使用您的資料的方式。 

 
全球不同國家和地區的隱私法與資料保護法，針對個人的個人資料賦予個人若干權利。我

們根據本《美光隱私公告》以及我們與您往來時所在的國家或地區的相關法律，執行我們

的隱私實務。美光鼓勵您與我們聯絡，或者使用我們在網站上提供的自助工具，深入瞭解

您的隱私權，以及我們如何收集和使用您的個人資料。 

 

https://media-www.micron.com/-/media/client/global/documents/general/privacy/micronprivacynotice_fr-fr.pdf?la=en&rev=f9562bf0c448486082a96009a06676ac
https://media-www.micron.com/-/media/client/global/documents/general/privacy/micronprivacynotice_de-de.pdf?la=en&rev=0522bd06fe3645f88e6dded71b0094dd
https://media-www.micron.com/-/media/client/global/documents/general/privacy/micronprivacynotice_it-it.pdf?la=en&rev=3ae2aa1c5bd344e99e302f92206ad076
https://media-www.micron.com/-/media/client/global/documents/general/privacy/micronprivacynotice_ja.pdf?la=en&rev=446a9ca573614bdd8be576fa8628c69e
https://media-www.micron.com/-/media/client/global/documents/general/privacy/applicantprivacynotice_korea.pdf?la=en&rev=8db2a0699888428ea52bd2ef220ed215
https://media-www.micron.com/-/media/client/global/documents/general/privacy/micronprivacynotice_ms-my.pdf?la=en&rev=083ed223b5aa4c368af827c805cde8e1
https://media-www.micron.com/-/media/client/global/documents/general/privacy/micronprivacynotice_ms-my.pdf?la=en&rev=083ed223b5aa4c368af827c805cde8e1
https://media-www.micron.com/-/media/client/global/documents/general/privacy/micronprivacynotice_zh-cn.pdf?la=en&rev=dba125efc63a455c8849f872e00eb3ec
https://media-www.micron.com/-/media/client/global/documents/general/privacy/micronprivacynotice_zh-tw.pdf?la=en&rev=606d56c6f22a46a6b2782f2a8809694c
https://www.micron.com/privacy/micron-entities
https://www.micron.com/terms-of-use
mailto:privacy@micr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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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收集的資訊類型 

我們收集與您有關以及您與美光往來有關的資訊。 

 
在本聲明中使用時，「個人資料」是指識別、相關、描述、能夠合理直接或間接與個人

（「資料主體」）關聯或可能合理關聯的任何資訊，並包括適用之資料保護法中所定義的

「個人資料」或「個人資訊」。無法與您關聯的資料，例如彙總、去識別化或匿名化的資

訊（「匿名資訊」）並不屬於個人資料。美光承諾將匿名資訊保持在其去識別化的狀態，

並且不會重新識別此類資料。 

 
A. 您提供的個人資料。 

• 當您與我們往來時，我們會收集與我們的關係有關的資訊（例如廠商、主辦人、僱

主等）。為與我們往來，您可能需要向我們提供一些個人資料。我們可能會請您提

供額外的個人資料，以個人化您與我們的往來。 

 
B. 來自第三方的個人資料。 

• 如果您透過第三方與美光往來，或向第三方購買我們的產品，我們可能會透過該第

三方收到關於您的個人資料。 

• 我們可能會使用第三方服務來補充、驗證或提高我們所持有您的相關個人資料的準

確性。例如，我們會使用第三方來驗證您的郵寄地址，以便我們可以更有效率地將

我們的產品交付給您。 

• 您與第三方分享的個人資料不受美光管控，也不受我們的隱私公告規範。我們鼓勵

您檢閱第三方的政策與隱私設定，才能瞭解您與第三方分享的個人資料會如何使用

或與其他人分享。。 

 
C. 自動收集的資訊。您與我們往來時，我們可能會自動收集一些使用情形資訊。例如，

我們會依據我們的《Cookie 公告》使用 Cookie 和其他追蹤技術，自動收集技術資訊，如 

URL、Cookie 資料、IP 位址、裝置類型、唯一裝置 ID、裝置屬性、網路連線類型（即 

WiFi、3G、LTE、藍牙）與供應商、網路和裝置效能、瀏覽器類型、語言、作業系統，以

及產品與服務資訊。 

 
D. 衍生資料。美光可能會利用我們掌握的有關您的資訊來進行推斷，然後我們可能會使

用這些推斷來更全面地瞭解您的偏好。 

我們使用偏好資料是為了向您提供潛在的選擇、提出建議或向您提醒您可能感興趣的產品

或服務。 

 
E. 兒童資訊。美光不會向兒童銷售美光的商業產品或服務。若您未滿 16 歲，請勿向美光

提供任何個人資料。若您希望購買美光產品、使用我們的服務或參與我們的教育或慈善機

會，請要求家長或監護人為您處理這些交易。按一下此處，以取得有關美光基金會收集並

使用與美光基金會（501(c)(3) 愛達荷非營利企業）提供的網頁和教育計畫相關的詳細資

訊。  

 

https://www.micron.com/cookie-policy
https://media-www.micron.com/-/media/client/global/documents/general/k12/micronfoundation_privacy-policy.pdf?rev=91ef8b9f897a46dfb4f2c5c41c8808f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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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個人資料之收集、揭露及保留表。 

 
 
 
 

我們收集的個人資料類別 個人資料的業務和商業

用途 

我們向其揭露的第三方類

別 

個人資料保留 

識別資料（例如姓名、電

子郵件地址、電話號碼、

聯營企業和其他聯絡資

訊） 

• 帳戶註冊與檢修。 

• 與您聯繫。 

• 改善和開發新產品與

服務。 

• 提供我們的產品和服

務及經營我們的業

務。 

• 我們的關係企業和子

公司 

• 協助我們的第三方，

例如付款處理商、行

銷供應商、分析供應

商、技術服務供應商

（例如資料儲存供應

商、顧客支援和 CRM 

系統），以及其他分

包商 

• 涉及爭議調解的實體

（例如仲裁人或對方

當事人） 

• 涉及潛在或實際重大

企業交易或事件的實

體 

• 政府實體 

10 年 

商業資訊，包括購買、取

得或考慮的產品或服務，

或其他購買或消費歷史或

傾向 

• 改善和開發新產品與

服務。 

• 提供我們的產品和服

務及經營我們的業

務。 

同上 10 年 

財務資料（例如付款資

訊、帳號或信用卡資訊） 

提供我們的產品和服務

及經營我們的業務。 

同上 10 年 

網際網路或其他網路或裝

置活動（例如 IP 位址、

裝置識別碼、Cookie 資

料、裝置屬性、裝置使用

資訊、瀏覽資訊、中繼資

料，以及我們的《隱私公

告》第 3 節所述的其他資

訊） 

• 帳戶註冊與檢修。 

• 與您聯繫。 

• 改善和開發新產品與

服務。 

• 提供我們的產品和服

務及經營我們的業

務。 

• 我們的關係企業和子

公司 

• 協助我們的第三方，

例如付款處理商、行

銷供應商、分析供應

商、技術服務供應商 

（例如資料儲存、顧客支

援和 CRM 系統的供應

商），以及其他分包商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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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們如何使用您的資訊 

我們會使用您的個人資料開發並提供我們的產品和服務給您；個人化、改善與推動我們與
您之間的往來；管理我們的業務，以及確保遵循所有適用法律。 

 
除非我們特別做出聲明，您瞭解我們可能將任何您的已收集個人資料用於本公告所述之任

何目的（若適用法律許可），包含： 

 
A. 帳戶註冊與檢修。 

• 我們會使用您的個人資料建立、維護、補充、維修、變更或刪除您在我們這裡的帳

號。 

• 如果您在本公司擁有一個顧客帳號，則我們會基於安全目的收集某些個人資料，以

驗證您對您在本公司之帳戶的存取權限授權。 

• 我們會使用您的個人資料解答您對我們產品和服務的顧客服務問題，並會後續追蹤

以瞭解您的體驗。 

 
B. 與您聯繫。 

• 我們會使用您的個人資料與您溝通我們產品和服務的相關內容，並分享我們覺得您

可能會覺得有用的第三方產品和服務優惠。 

 
C. 改進和開發新產品與服務。 

• 我們會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以個人化您與我們之間的往來與體驗。 

• 我們會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以改進新產品和服務的品質及開發新產品和服務。 

• 我們會使用任何您在調查或其他意見回饋表中給予我們的資訊。 

• 我們會結合您與來自其他顧客的資訊，更加瞭解我們的產品與服務以及我們可以如

何改進它們。 

 
D. 提供我們的產品和服務並經營我們的業務。 

• 我們會使用您的資訊來經營我們的業務，包括滿足您的要求、為您提供技術或顧客

支援，以及遵守法律要求條件。 

• 我們可能會使用您的資訊幫助我們保護我們的產品、服務、員工和顧客，包含打擊

詐欺與保護您的資訊。 

• 在某些司法轄區，我們會使用人口統計資料，例如多元化和包容計畫所需的種族資

料。 

• 我們會單獨使用您的資訊或結合其他顧客的資訊進行研究。 

• 我們會使用個人資料來建立匯總或去識別化的資料，且我們可能出於任何目的使用

和揭露這些資料。 

 
 5. 我們如何分享您的資訊 

我們只會按照本《隱私公告》中所述內容分享您的資訊。 

第三方服務供應商。我們可能會與和我們簽約的第三方服務供應商分享您的資訊（包含您

個人資料），以協助我們提供我們的產品和服務以及經營我們的業務，包括履行您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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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向您提供技術或顧客支援、保護我們的產品和服務、打擊詐欺、保護您的資訊、驗證

是否遵循美光政策和適用法律、準備和交付廣告和行銷內容、提供內容服務、個人化廣

告、研究我們的廣告行銷活動成效，以及瞭解和衡量與我們線上財產權的往來。 

 
B. 美光實體間的資訊分享。無論地理區域為何，本公告皆適用於您與美光的所有往來。

除非法律、法規或合約義務禁止，否則我們會基於本公告所述目的，在美光的各種事業單

位（包括我們的關係企業和子公司）分享您的資訊。當我們在美光實體之間分享資訊時，

我們會在設有技術和組織保護措施的背景下進行，包括這些實體之間實施的合約措施，其

相關傳輸包括歐盟委員會核准的《標準合約條款》。您可以聯絡我們索取有關這些條款的

更多詳細資訊。 

 
C. 遵循法律並保護美光。我們在出於善意認為適行法律、法規或法律程序規定或允許的

情況下，可能與法院、執法機構或監管機構或其他政府機關分享您的資訊。如果我們認為

執行我們的《使用條款》或其他合約、保護美光的權利、財產權或安全以及產品、服務或

員工，或是保護或協助他人，屬於適當的行為，我們可能也會揭露您的資訊。 

 
D. 信用報告。我們會與徵信機構、消費者報告機構和信用卡組織，分享您的信用等級相

關資訊。您帳戶的逾期繳款、未付款項或其他拖欠款項情事，可能反映在您的信用報告和

消費者報告。我們還可能針對詐騙、信用或債務催收方面的問題，與其他公司、律師、徵

信機構、代理商、政府機構和信用卡組織分享您的資訊。 

 
E. 出售我們的企業。如果我們出售、合併或轉讓我們企業的任何部分，可能會在該交易

中分享、出售或轉讓您的個人資料。我們也會與目前或未來公司的母公司、子公司或關係

企業分享您的資訊。 

 
F. 去識別化或匯總的資料。我們會將您的資訊獨自或與其他個人的資料一起去識別化或

匯總，並自由分享這類去識別化或匯總的資料。 

 
G. 在您同意下。除上述規定外，我們還可能在您同意或指示的情況下出於其他目的分享

您的資訊。 

 
6. 資料傳輸和隱私護盾 

我們可能會將您的個人資料傳輸至、處理或儲存在您所在位置以外的其他國家或地區。 

 
在適用法律允許的情況下，我們可能會在我們擁有設施、業務營運或聘用服務供應商的任

何國家或地區，或本公告中所述個人資料的其他接收者所在的任何國家或地區傳輸、處理

或儲存您的個人資料。使用我們的網站或以其他方式與我們往來往來，即表示您瞭解您的

個人資料將傳輸至您居住國家或收集地點以外的國家，並在該等國家進行處理和儲存。 

 
部分國家的資料保護法可能與您國家的法律不同。然而，美光已採取適當的保護措施，在

傳輸、處理和儲存您的個人資料時，持續依循法律讓您的個人資料受到保護。 

 

https://www.micron.com/terms-of-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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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光係遵守歐盟與美國以及瑞士與美國隱私護盾架構的自我認證實體，如我們的《隱私護

盾政策》中所述，您可以在其中找到有關美光如何遵守隱私護盾架構的其他資訊。然而，

美光不再仰賴這些架構將個人資料從歐盟 （「EU」）、歐洲經濟區（「EEA」）、英國

（「UK」）或瑞士（「CH」）傳輸到美國。相反的，美光仰賴歐盟委員會核准的《標準

合約條款》或您的同意（在有限的情況下）等法律機制進行此類傳輸，以及對尚未被認定

具有提供充分保護法律之司法管轄區進行其他傳輸。如需本條款之副本，您可以依以下所

列方式與我們聯絡。 

 
請與我們聯絡或使用我們在網站上提供的自助工具，深入瞭解您在資料傳輸方面，以及要

求存取、限制使用或限制揭露您個人資料的相關權利。如果您的要求涉及個人資料，則您

必須提供若干認證和驗證資訊，我們才能回應您的要求。 

  
7. 與第三方連結 

美光也許會與第三方合作，以強化您的體驗。 

 
您與我們的往來時，我們可能必須與第三方同步、連結或連線您的資訊，包含提供識別或

驗證您要求之往來時所需的個人資料。在某些情況下，我們、第三方或前述兩者皆可能要

求您同意這些往來。我們鼓勵您，檢閱任何您選擇與之分享個人資料的任何第三方的隱私

實務，因為我們對於第三方的隱私實務概不負責。 

 
與 shop.crucial.com 的往來 

shop.crucial.com 網站由 Digital River 營運， 而非由美光營運。Digital River 是該網站上已收

集之個人資料的控制者。Digital River 致力於根據其自身政策和規範處理透過其網站收集

的資訊。當 Digital River 與美光分享您的資訊時，我們會根據《美光隱私公告》處理該資

訊。 

  
8. 管理您的隱私 

針對可辨識您身分資訊的使用方式、我們寄送給您的行銷訊息，以及我們使用 Cookie 和
其他追蹤技術的方式，您可以選擇該資訊的用途。您可以檢閱及變更您的資料，或在您的
帳戶設定中停用帳戶，但我們仍會保留若干資訊。雖然您有權選擇是否接收促銷訊息，但
您仍舊會收到我們寄送的其他非促銷訊息。 

 
A. 管理來自我們的行銷通訊。關於是否接收我們寄送的行銷通訊，我們會尊重您的選

擇。如果您收到我們寄送的行銷通訊，但您不想再收到，您可以： 

• 聯絡我們或使用我們在網站上提供給您的自助工具，以管理您的個人資料並調整與

您的個人資料有關的偏好以及您與我們之間的往來。 

• 按一下在您收到的電子郵件或電子報中的「取消訂閱」連結。 

• 在美光帳戶設定中調整您的偏好。 

• 若為簡訊，則請回覆「STOP」或遵照訊息中的說明或設定，以停止傳送通訊。 

• 如果您在行動裝置上收到來自我們的推播通知，且不希望繼續收到這類通訊，您可

以在裝置上關掉它們。 

https://www.micron.com/privacy/privacy-shield
https://www.micron.com/privacy/privacy-shield
mailto:privacy@micron.com
mailto:mailto:privacy@micr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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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記住，就算您選擇不再收到來自我們的行銷通訊，我們仍會繼續傳送給您強制服

務或交易通訊。 

 
B. 更新您的個人資料。您可以透過我們在網站上提供的自助工具，調整您的美光帳戶設

定或聯絡美光的顧客支援，以便存取、更新、變更、修正或要求刪除您的個人資料。 

 
C. Cookie 和類似的追蹤技術。我們可能會使用並允許他人使用 Cookie、Web 指標、像

素、本機共用物件、裝置識別碼和其他類似技術 (「Cookie」) 收集和管理您的相關資訊。

您可以控制我們從 Cookie 收集的某些資料，以及我們使用該資料的方式。如需這些技術

及其收集、使用或分享之資訊的詳細資訊，包括您可以如何控制或停用這些應用程式，請

參閱《Cookie 政策》以及美光網站下角的「管理您的個人資料」按鈕。請注意，即使您選

擇不啟用興趣導向廣告的 Cookie，您可能仍舊會收到廣告，只是廣告不會根據這些 Cookie 

為您的興趣加以量身打造。另外，如果您選擇收到 Cookie 但隨後刪除 Cookie 或使用不同

的瀏覽器或是電腦，您可能必須更新您的選擇。 

 
D. 不要追蹤。我們與大多數其他公司一樣，目前並未設定為回應瀏覽器的「不要追蹤」

訊號，因為我們目前並未採用正式的「不要追蹤」標準。請參閱我們的《Cookie 政策》以

瞭解更多關於「不要追蹤」的資訊。 

 
E. 社交媒體功能。美光或我們的授權第三方可能會使用社交媒體功能收集關於您的資

訊。這些功能會收集您的 IP 位址、記錄您正在瀏覽的網頁，並且也可能設定 Cookie 使該

功能正常運作。您與這些社交媒體功能的互動受到提供該功能之公司的隱私政策與實務規

範。 

 
 9. 資料留存  

美光依據適用法律和法規並依照適用法律和法規所允許來保留並使用您的資訊： 

• 只要您的帳號處於活動狀態或為經營我們的業務所需，我們都將保留您的資訊，以

便為您提供服務，維護您的帳號。 

• 當您關閉帳號，除非您選擇不接受行銷通訊，否則我們可能會繼續與您就我們的產

品和服務進行通訊，為您提供可能會影響您的重要業務更新，並讓您知道您可能會

感興趣的產品和服務。 

• 我們會為業務目的、改進我們的產品而繼續使用一些您的資訊。 

• 我們將按照適用法規以及美光的記錄和資訊管理政策的要求來保留和使用您的資

訊，以遵守我們的法律和報告義務、解決爭端、執行我們的協議、完成所有未完成

的交易以及檢測和預防詐欺。 

• 請參閱第 3 節的表格以瞭解依個人資料類別區分的個人資料保留狀況。 

 
 10. 您的資訊安全性 

我們採取安全措施協助保護個人資料。 

 
確保您的個人資料安全無虞對我們至關重要。在美光，我們會： 

https://www.micron.com/cookie-policy
https://www.micron.com/cookie-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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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努力更新我們的安全實務，協助保護您的個人資料，並仔細審查我們的安全程

序。 

• 遵守適用法律和安全標準。 

• 訓練在資料隱私方面適用的員工和承包商，並要求他們保護您的資料。 

• 在適合的情況下，遵守支付卡產業的資料安全標準。 

 
11. 其他國家／地區考量 

我們在許多不同國家和地區營運。我們的《隱私公告》闡明我們在全球遵守的隱私原則和
程序，但根據您所在的國家或地區，您可能適用特定法律。 

 
美光已對隱私採用全球方法，旨在為個人提供完善的隱私保護，無論他們居住於何處。我

們認可並實施世界級的嚴格隱私權合規標準。 

 
您可以在下方找到其他可能與您的特定國家或地區有關的隱私條款： 

• 中國 

• 歐盟、英國、瑞士和歐洲經濟區 

• 印度  

• 新加坡 

• 美國 - 加州  

• 美國 - 維吉尼亞  

 
12. 隱私公告變更。 

我們可能隨時變更《隱私公告》或輔助的隱私程序。 

 
我們可能不定時變更或更新本公告。我們保留得隨時變更或更新而不事先通知的權利。如

果我們對處理您的個人資料的方式進行重大變更，我們將在網站發佈本《隱私公告》的最

新版本以通知您，而且我們也可能透過產品和服務資訊或其他通訊管道（例如：電子郵

件、電子報或社群貼文）告知您變更的內容。請仔細檢閱任何變更。 

 
如果您反對任何變更且不再使用我們的產品和服務，您可以關閉帳號並停止與我們往來。

除法律明文禁止的範圍以外，我們對《隱私公告》所做的所有變更，皆在發佈時立即生

效，如果您在我們發佈更新版《隱私公告》後繼續與我們往來，即表示您同意所有變更。 

 
13. 我們的聯絡方式。 

如果您對本《隱私公告》有任何疑問或意見，您可以透過電子郵件、電話或直接郵寄等方
式與我們聯絡。請參閱第 11 節，以瞭解有關如何在某些地區和國家聯絡我們的其他資
訊。 

 
A. 電子郵件：privacy@micron.com 

B. 透過電話：1-800-336-8915 

C. 以直接寄件方式： 

https://www.micron.com/privacy/china-privacy-considerations
https://www.micron.com/privacy/eu-and-uk-privacy-considerations
https://www.micron.com/privacy/india-privacy-considerations
https://www.micron.com/privacy/singapore-privacy-considerations
https://www.micron.com/privacy/us-privacy-considerations
mailto:privacy@micr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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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n Technology， Inc. 

Attention:Legal - Privacy 

8000 South Federal Way 

Boise, Idaho 83707-0006,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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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 其他隱私考量 

除了《美光隱私公告》的條款以外，下方的隱私和資料保護條款適用於美光在中國對個人
之個人資料的處理方式。  
 
A. 準據法： 

在您與我們往來期間，我們會依照隱私公告所述，收集與處理您的個人資料。這些額外條

款適用於美光對於位於中國的已識別身分或可識別身分個人之相關個人資料的處理方式。 

 
負責處理您的個人資料的美光實體，將取決於您與我們往來時的獨特狀況以及適用的資料

保護法而定（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美光已採用內部政策，並且

採取各項措施，確保遵守適用的法律規定，並且使用適當技術，秉持尊重謹慎的態度處理

您的個人資料。 

 
B. 管理您的資料： 

 
美光將確保記錄中的個人資料皆為準確且對其收集目的而言是必要的。 

 
您有權要求存取您由我們處理的個人資料以及將其修正或刪除，除非法律要求美光必須保

留該資料。您也有權限制或反對我們處理您的個人資料，並擁有資料可攜性權利以及索取

本《隱私公告》之說明的權利。 

 
若要行使上述任何權利，請使用我們的線上表格，或致電 +1-800-336-8915。請注意，如有

必要，我們可能會要求您提供其他資訊，以驗證您的身分或在我們的系統中找到您的獨特

記錄。 

 
我們尊重您的隱私權，不會因您主張權利而對您採取任何負面行動。若我們需要取得同意

以處理您的個人資料，您可隨時聯絡我們以便撤回或修改此類同意。 

 
C. 在中國（CN）與我們聯絡： 

 
您可以透過以下方式與我們聯絡： 

 
電子郵件：privacy@micron.com。 

 
以直接寄件方式： 

美光半導體（上海）有限公司 

收件人：法務部門-隱私 

 
中國上海市徐匯區 

虹梅路 1535 號 1 棟 18 樓 

 
美光半導體（西安）有限公司 

https://micron-privacy.my.onetrust.com/webform/56ee9640-3cab-4159-ad8c-34b67c8fecad/7d99e68e-f98d-49f7-abf6-5d793da09be0
mailto:privacy@micr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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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人：法務部門-隱私 

西安高新科技區信息大道 

西安關中綜合保稅區 28-2 號 

 
若您對美光與您的個人資料隱私相關法律的合規問題存有疑慮，也可以聯絡當地的隱私資

料保護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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