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免責聲明 
 

1. 免責聲明 

本網頁所載的所有資料、商標、標誌、圖像、短片、聲音檔案、連結及其他資料等（以下簡稱「資料」），只供參考

之用，榮興電機貿易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將會隨時更改資料，並由本公司決定而不作另行通知。

雖然本公司已盡力確保本網頁的資料準確性，但本公司不會明示或隱含保證該等資料均為準確無誤。本公司不會

對任何錯誤或遺漏承擔責任。 

本公司不會對使用或任何人士使用本網頁而引致任何損害（包括但不限於電腦病毒、系統固障、資料損失）承擔任

何賠償。本網頁可能會連結至其他機構所提供的網頁，但這些網頁並不是由本公司所控制。本公司不會對這些網

頁所顯示的內容作出任何保證或承擔任何責任。閣下如瀏覽這些網頁，將要自己承擔後果。 

2. 版權 

本網站的所有資料屬本公司及榮興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之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專屬財產，均受知識產權法例及權利

（包括但不限於保護版權的法例）所保障。根據此法例及權利，任何未經授權使用的資料均屬侵權行為。在未經本

公司明確同意下，本網站資料之全部或部份均不可被使用、複印、銷售、傳送、修改、發表、儲存或以其他方式利

用作任何用途。 

3. 責任限制 

在任何情況下，本公司及榮興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之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並不須就閣下或任何人士由於直接或間接

進入或使用本網站，並就此內容上或任何產品、資訊或服務，而招致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上任何責任（不論基於合

約、侵權行為（包括疏忽）或其他方面的）。在不限制以上條文的一般性之原則及任何情況下，本公司及榮興國際

集團有限公司之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並不須就閣下進入或使用本網站的任何附帶引起、特殊或相應而生之任何種

類的損害作出賠償，包括但不限於利潤損失、營業受阻、營業資料損失或其他經濟損失、人身傷害或死亡。 

4. 一般性賠償 

閣下同意，若由於閣下違反本免責聲明及 ∕或使用本網站或服務的關係或原因，令本公司及榮興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之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招致或蒙受任何損失、索償、法律責任、損害、要求、費用及支出（包括所有的律師費用），

閣下將為本公司及榮興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之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抗辯、對本公司及榮興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之附屬

公司及聯營公司作出賠償，及保障本公司及榮興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之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不受損害。 

5. 管轄法律 

本免責聲明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約束及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進行詮釋。閣下同意接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

非專有審判權的管轄。 

6. 免責聲明更新 

在給予或不給予事先通知下，本公司保留隨時更新本免責聲明的權利，任何更改於本網站發佈時，立即生效。請閣

下在每次瀏覽本網站時，務必查看此免責聲明。如閣下繼續使用本網站，即代表閣下同意接受更改後的免責聲明

約束。 



 

         

 

私隱政策 
 

以下列明榮興電機貿易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在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下之

政策及實務。閣下登入本公司的網站 ，即代表閣下接受列於本政策，並由本公司決定不時更改的私隱政策及安

排。 

1. 收集資料的目的 

為求不斷改善本公司的產品及服務質素及進一步了解客戶的需要，本公司或會要求閣下提供有關的個人資料、聯

絡方法及其他相關資料。如有關個人資料並不完整或不正確，本公司可能無法向閣下提供或繼續提供有關服務。 

本公司以自願提供資料的原則收集造訪本網站的使用者資料。收集的個人資料包括姓氏、名字、地址、電話號碼、

手提電話號碼、傳真機號碼、電郵地址及其他閣下提交的資料。本公司所收集到的資料亦只會用於向使用者收集

資料時所列明的使用目的以推廣本公司的產品及服務，及閣下與本公司可能同意或法律不時要求的其他用途： 

 內部研究及分析； 

 日常之客戶服務； 

 處理客戶投訴及查詢； 

 邀請閣下參與推廣計劃、市場調查、問卷調查或其他推廣活動； 

 產品及服務推廣及優惠詳情； 

 防止或偵測罪行； 

 根據法例作出披露； 

 任何與上述有直接關連之事項。 

2. 個人資料之使用 

本公司會將客戶資料保密，並不會出售閣下的個人資料予任何第三者，但有可能把有關資料提供予： 

 榮興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之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任何向本公司提供服務而該等服務與我們業務運作有關的任何代理、承包商或第三方服務供應商； 

 任何獲本公司授權處理客戶個人資料之代理； 

 本公司的核數師、顧問或法律顧問； 

 傳播媒介（在若干有關處理客戶投訴及查詢之情況下）； 

 任何對本公司負有保密責任的人士。 

3. 直接促銷 

當得到閣下的同意後，本公司擬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包括姓氏、名字、地址、電話號碼、手提電話號碼、傳真機號

碼及電郵地址，並透過郵寄、電郵、電話營銷、傳真或短訊作以下直接促銷用途： 



 本公司及榮興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之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提供有關電子及電器用品、保健及美容產品、家庭用品、

家具及布置、浴室裝置及潔具、照明產品及飲食等產品及服務； 

 本公司及榮興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之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活動、優惠、新聞資訊及禮品兌換； 

 本公司及榮興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之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會員計劃。 

本公司可能轉移及披露閣下的個人資料予以上第 2項所述的受讓人。 

如閣下不希望本公司如上所述使用其個人資料及/或將其個人資料提供予其他人士作直接促銷用途，閣下可通知本

公司行使其選擇權拒絕接受促銷。閣下可電郵至 mang@athens.com.hk 通知我們的"個人資料管理主任"，並於電

郵主旨寫上"取消訂閱"，閣下亦可將要求郵寄到以下地址： 

個人資料管理主任 

溫榮興有限公司 

九龍長沙灣道 788號 

羅氏商業廣場 28樓 01-02室 

4. 資料之保安 

本公司將妥善地儲存客戶的個人資料在系統中，只有經過適當培訓及授權之職員方可讀取這些個人資料。本公司

亦保證職員對客戶的個人資料作高度保安及保密。 

5. “Cookies” 

"Cookies"是細小的電腦檔案儲存於使用者的網頁瀏覽器上，用以存取使用者瀏覽網頁時的瀏覽習慣及記錄。

"Cookies"可幫助使用者更方便瀏覽網頁、提升可用性及網頁流程。本公司部分內容可能使用"Cookies"，藉以節省閣

下每次瀏覽網站時重新登入的時間，但並不會用於收集可識別個人身份的資料。當瀏覽本網站時，閣下同意按照

本政策所示的"Cookies"使用。如閣下拒絕同意，閣下可刪除"Cookies"，但閣下可能因此無法進入我們網站的所有部

份。 

6. 查詢及更正個人資料 

本公司資料庫內存放的所有個人資料，根據本條例，閣下有權隨時向本公司查詢是否持有其個人資料，並有權取

得該等資料的副本及更正任何不準確的資料。以上查閱或更改資料要求可以書面方式郵寄致： 

個人資料管理主任 

溫榮興有限公司 

九龍長沙灣道 788號 

羅氏商業廣場 28樓 01-02室 

根據本條例，本公司有權對任何查閱個人資料的處理要求收取合理的費用。 

 

 

 

 

 

 



 

溫榮興有限公司 

         

法律聲明 
 

Copyright Wing Hing Electrical Engineers Co. Ltd. , All rights reserved. 

Please read the following carefully before accessing or using the Wing Hing Electrical Engineers Co. Ltd. Site. By 

accessing and using the Site, you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set forth below. If you do not wish to 

be bound by the agreement represented by these terms and conditions, you may not access the Site. Wing Hing 

Electrical Engineers Co. Ltd. may modify the agreement at any time, and such modifications shall be effective 

immediately upon posting. You agree to review the agreement periodically to be aware of such modifications and your 

continued access shall be deemed your conclusive acceptance of the modified agreement.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Governing Law. 

This Site was developed in Hong Kong in accordance with and shall be governed by, and your accessing and using of 

the Site shall be deemed acceptance of the laws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Copyright. 

Copyright in these documents and images published on the Wing Hing Electrical Engineers Co. Ltd. Worldwide Web 

Server is owned by Wing Hing Electrical Engineers Co. Ltd. authorizes you to reproduce the documents for 

non-commercial use by you or within your organization only, provided that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appears on each 

and all copies and in all forms of derivative works, documentation and other materials related to any use of these 

documents. You must clearly notify users of any alteration you may make in these documents, such that any altered 

version is not misunderstood as being an original. Wing Hing Electrical Engineers Co. Ltd. specifically retains all rights, 

including copyright, which it may have in data, files and/or images, text and the media they contain. Commercial 

publications, copying or redistribution of Wing Hing Electrical Engineers Co. Ltd. documents in any manner for personal 

or corporate gain is prohibited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Limitations. 

This publication may include inaccuracies or errors. 

THESE DOCUMENTS ARE PREPARED AND PROVIDED "AS IS" WITHOUT WARRANTY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OR NON-INFRINGEMENT OF ANY THIRD PARTY'S RIGHTS OF ANY KIND. IN NO EVENT SHALL 

WING HING ELECTRICAL ENGINEERS CO. LTD. BE LIABLE ANY SPECIAL,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HATSOEVER OR ANY DAMAGES, WHETHER IN CONTRACT, TORT OR OTHERWISE, ARISING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USE OF THE DOCUMENTS HEREIN OR YOUR ACCESSING, BROWSING IN AND USE OF THIS 

SITE. 

Wing Hing Electrical Engineers Co. Ltd. will use reasonable efforts to include accurate and up to date information, but 

makes no warranties or representations as to its accuracy or completeness. Wing Hing Electrical Engineers Co. Ltd.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damages of any kind arising out of your access, or inability to access, this Site or your reliance on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Site. The products and services descriptions included are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providing a general 

reference tool concerning the nature and type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available from the Wing Hing International 



Group companies. The descriptions are not intended to be relied upon by potential clients.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a 

particular product or service, please contact us. 

Clicking on certain links within this Site may take you into unrelated or other web sites for which Wing Hing Electrical 

Engineers Co. Ltd. can take no responsibility. 

The communications and materials you send to Wing Hing Electrical Engineers Co. Ltd. by Internet electronic mail are on 

a non-confidential basis. Any information you send to Wing Hing Electrical Engineers Co. Ltd. must be truthful, not 

violate the rights of others and be legal. 

Wing Hing Electrical Engineers Co. Ltd. reserves the right to change the Site and the products and services described 

therein as well as this legal statement at any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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