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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們是 CD PROJEKT SA 集團的 CD PROJEKT RED，其業務為開發電玩遊戲。你可能因為《巫
師》系列列、《GWENT》以及《電馭叛客 2077》這些作品⽽而認識我們。我們準備了了這份「Cookie 政策」想
讓你了了解我們的服務並感到更更加放⼼心，⽽而這份⽂文件針對的服務內容包含 cookie 的使⽤用⽅方式、像素追蹤以及
其他類類似的項⽬目。我們盡可能地將這份政策以最透明公開的⽅方式呈現，同時也加上了了⼀一些⽐比較直⽩白簡短的
⼤大綱供你參參考。不不過，法律律效⼒力力依然以政策原⽂文為準。
政策原⽂文

簡易易⼤大綱

本⽂文為 CD PROJEKT S.A. 的 Cookie 政策，公司地址為
Warsaw, Poland ul.Jagiellonska 74; 03-301（CD PROJEKT
RED 為 CD PROJEKT S.A. 旗下的法⼈人實體，以下通稱「CD
PROJEKT RED」）。我們的網站、遊戲及移動裝置服務（稱為
「CD PROJEKT RED 服務」）會使⽤用相關技術蒐集資訊，以提
供你更更加優良的線上體驗。我們將這些相關技術統稱為
「cookie」。本政策將闡述 CD PROJEKT RED 服務使⽤用的
cookie 種類類以及你可以調整的設定。使⽤用 CD PROJEKT RED 服
務及閱讀與 CD PROJEKT RED 服務⼀一同顯示的 cookie 公告，
即表示你同意讓我們以本政策列列舉的⽅方式儲存並存取 cookie。

本⽂文為 CD PROJEKT RED 的
「Cookie 政策」，內⽂文解釋我
們如何使⽤用網站／線上的
cookie，以及你可以進⾏行行調整
設定的⽅方式。

⼀一、關於本⽂文

以下為 Cookie 政策的簡短且⾮非
正式⼤大綱，僅供你輕鬆了了解相關
法律律規範。不不過法律律效⼒力力依然以
左側的政策原⽂文為準。

我們希望本政策可以讓你了了解我們使⽤用 cookie 的⽅方式並感到更更加
放⼼心。若你有進⼀一步想詢問的事項，請聯絡
legal@cdprojektred.com。
⼆二、何謂 Cookie？
Cookie 為受到廣泛運⽤用且儲存於你的電腦或移動裝置上的⼩小型⽂文
字檔案。Cookie 能讓網站以及其他線上服務功能正常運作，或讓
體驗更更加優良、有效率。這是因為網站以及其他線上服務可以讀
取並寫⼊入這些檔案，進⽽而辨別你，並記住你提供的重要資訊，讓
你的使⽤用體驗更更加輕鬆順⼿手（例例如：記得你的使⽤用習慣偏好）。
我們也運⽤用類類似的技術，像是造訪我們的網站或開啟我們的電⼦子
郵件時會進⾏行行載⼊入的腳本。
三、我們哪些服務使⽤用 Cookie？
我們與我們的服務提供者透過 CD PROJEKT RED 服務可能會使
⽤用的 cookie 種類類如下列列所示。

Cookie 為儲存於你的電腦或移
動裝置上的⼩小型⽂文字檔案，讓網
站／線上服務功能運作更更有效
率。

系統所需之 Cookie。這是我們提供服務運作所需的基本
cookie，你才能瀏覽並使⽤用相關功能。若沒有這種 cookie，你要
求提供的服務將無法運作，像是存取網站的安全區塊或存取已付
費內容。這些 cookie 是使⽤用服務的必要資源，若取消使⽤用將嚴重
影響你的使⽤用體驗。

使⽤用「系統所需之 Cookie」才
能瀏覽並使⽤用我們提供的服務。

效能 Cookie。效能 cookie 通常包含統計型 cookie，紀錄錄你使⽤用
CD PROJEKT RED 服務的習慣，讓我們進⼀一步改善服務的使⽤用
體驗。例例如，效能 cookie 能讓我們得知網站上最多⼈人造訪的⾴頁
⾯面，並讓我們了了解 CD PROJEKT RED 服務的整體使⽤用模式，同
時記錄錄你使⽤用 CD PROJEKT RED 服務發⽣生的所有問題，也讓我
們了了解廣告投放的效果。我們也以 cookie 協助你瀏覽及往返我們
的網站⾴頁⾯面。

「效能 cookie」協助我們蒐集
有關⾃自身服務的資訊以便便進⼀一步
改善使⽤用體驗。

功能 Cookie。有時，我們會使⽤用功能 cookie。功能 cookie 能讓
我們紀錄錄你在 CD PROJEKT RED 服務中做出的決定，進⽽而提供
強化且更更個⼈人化的功能，像是個⼈人化特定網⾴頁。同時記錄錄你是否
參參與了了我們推出的活動或是其他你要求的服務，例例如觀看特定影
⽚片或於特定部落格發表評論。這些功能協助我們進⼀一步改善你造
訪 CD PROJEKT RED 服務的使⽤用體驗。

「功能 cookie」協助我們記錄錄
你使⽤用我們服務的習慣，這樣⼀一
來來我們才能提供強化且個⼈人化的
內容給你。

特定或廣告 Cookie 或類類似技術。我們與第三⽅方廣告網絡合作以
管理理我們在其他網站上的廣告投放。我們的廣告網絡夥伴可能會
在此網站及其他網站透過⼀一些技術蒐集你的⾏行行為模式資訊，以便便
根據你的喜好提供特定廣告，並協助我們評估這些廣告的效益。
尤其，我們可能會使⽤用 Google Adwords、Doubleclick、Sizmek
Versatag、Twitter Pixel 或 Facebook Pixel。欲了了解不不使⽤用這些
技術的詳情，請⾒見見下列列第四點。

「特定或廣告 Cookie」讓我們
提供你更更符合需求也更更有吸引⼒力力
的廣告。

分析 Cookie。我們使⽤用的分析⼯工具有 Google Analytics、Google
Optimize、或 Hotjar，以蒐集訪客使⽤用我們服務的相關資訊。例例
如，我們可以追蹤你做出的不不同⾏行行為，像是你實際造訪的 CD
PROJEKT RED 網⾴頁或來來⾃自我們⽽而你實際打開的電⼦子郵件，以及
你點擊的連結或分析我們網站的流量量。我們藉此最佳化與你的聯
繫溝通，並評估我們服務的使⽤用情形、彙整網站使⽤用統計資料料並
整理理出總體訪客的特徵。⾄至於 Google Analytics，你使⽤用網站的
情形及 IP 位址都經由 Google Analytics 組件傳送給 Google
Inc.。若欲選擇在 CD PROJEKT RED 服務中不不被 Google
Analytics 追蹤，請造訪 http://tools.google.com/dlpage/
gaoptout。

我們使⽤用像是 Google
Analytics 的分析 cookie 以評
估你使⽤用我們服務的情形並提供
最佳化體驗。

社群分享外掛。我們某些網站會使⽤用社群媒體平台的外掛，例例如
Facebook 的「讚」按鈕。遇到這種情形時，你的瀏覽器器將把你
造訪的網⾴頁、你的 IP 位址以及瀏覽器器相關的資訊提供該社群媒體
平台。無論你是否點擊了了該按鈕，上述資訊都將提供出去。你可
以使⽤用攔截外掛程式（瀏覽器器內建或額外擴充功能）避免類類似外
掛載⼊入。

我們某些網站也會使⽤用社群外
掛，例例如「讚」按鈕。請⾃自⾏行行使
⽤用瀏覽器器的攔截外掛程式取消此
功能。

四、如何掌控 Cookie 資訊？
即便便幾乎所有的瀏覽器器都會⾃自動接受 cookie，你依然可以調整瀏
覽器器設定以避免接收 cookie，或開啟收到 cookie 的通知。有關
設定不不使⽤用 cookie 的進⼀一步資訊，請從瀏覽器器的「協助」選項前
往瀏覽器器廠商網站查看。選擇不不使⽤用 cookie 後，你依然可以使⽤用
我們提供的服務，但請注意，⼀一旦取消使⽤用 cookie，部分 CD
PROJEKT RED 服務便便無法正常運作。
此外，我們某些夥伴是 Networking Advertising Initiative（簡稱
NAI）及／或是 Digital Advertising Alliance （簡稱 DAA）的成
員，⽽而這兩個組織只提供使⽤用者⼀一種⽅方法取消接收個⼈人化廣告。
若你決定不不將⾃自身資訊作為個⼈人化廣告之⽤用途，你可以造訪 DAA
的 Consumer Choice 網⾴頁及／或是 NAI 的 Consumer Opt-Out
網⾴頁。請注意，這不不代表你選擇不不做為廣告投放對象。你依然會
收到通⽤用或⾮非特定化的廣告。

你可以隨時使⽤用瀏覽器器／裝置設
定進⾏行行 cookie 管理理控制。請注
意，⼀一旦取消使⽤用 cookie，部
分我們提供的服務將無法正常運
作。

五、本 Cookie 政策的修改
必要時，我們可能會隨時對本 Cookie 政策進⾏行行修改，以便便反映
CD PROJEKT RED 服務或法律律的變化：請注意本⽂文最上⽅方的
「最後修改」⽇日期以了了解本 Cookie 政策的更更新時間。本 Cookie
政策⼀一旦經過修改，經由我們於線上公布三⼗十天後便便具有法律律效
⼒力力。

必要時，我們可以隨時修改本
Cookie 政策，三⼗十天後即⽣生
效。

六、更更多有關隱私權的資訊
請同時瀏覽我們的隱私權政策，其中有更更多我們保護使⽤用者隱私
權的資訊。

請⼀一併瀏覽我們的隱私權政策
（連結位於左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