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okie政策 

 

網站www.loropiana.com（以下簡稱「網站」）由 Loro Piana S.p.A.負責管理，其註冊辦事處位於Quarona (VC), 

Corso Rolandi No.10 （以下簡稱「 Loro Piana 」 或「數 據 控 制 者 」 ），聯 絡電子郵件地址是

privacy@loropiana.com。 

用戶還可以通過 privacy@loropiana.com 聯繫 Loro Piana指定的數據保護官。 

Loro Piana 作為數據控制者，在此提供有關網站使用 cookies、其目的、用戶權利和管理 cookies 的選項的信

息。 

本 Cookie 政策可能會因監管修訂和/或整合而發生變更。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會提前將變更告知於您，用

戶可以隨時查閱本網站上不斷更新的 Cookie 政策的文本，以及查看本網站隱私部分隱私信息通知提供的任

何相關信息。 

 

Cookies是什麼？ 

Cookies 是網站發送到用戶終端（例如計算機、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的小型文本字符串，它們存儲在用戶

終端，然後在同一用戶下次訪問時發送回同一網站。 

 

Cookies有什麼用途？ 

在提供信息社會服務時，使用 cookies具有多種優勢，包括：(i) 方便用戶瀏覽網站和訪問所提供的多種服務；

(ii) 避免用戶每次訪問網站時都需要進行一般設置；(iii) 通過對安裝 cookies 獲得的信息進行相應分析，改進

網站服務；(iv) 根據用戶的選擇促進個性化的商業計劃。 

 

本網站使用了哪種類別的 cookies？ 

本網站使用的 cookies可以通過以下標準進行區分： 

 

a)基於 cookies的管理方: 

• 第一方 cookies: 這些是由數據控制者（或代表其行事的處理者）通過網站直接安裝的 cookies。數據

控制者為了自己的目的，處理從第一方 cookies 收集的數據，無論是數據控制者是否自己編寫的

cookies 還是使用了另一個法律實體的 cookies（請參閱此處，訪問網站使用了哪些 cookies 處理者列

表）； 

• 第三方 cookies: 這些是由 Loro Piana以外的第三方通過網站安裝的 cookies，這些第三方為了他們自

行確定的目的對數據進行處理。尤其是，此類 cookies完全由相關第三方按照其各自的隱私和 cookie

政策进行控制。第三方使用cookies來跟踪用戶在本網站和其他第三方網站上的行為（尤其是針對特

定用戶的廣告）。請參閱此處，訪問有關在本網站使用第三方 cookies 的第三方合作夥伴的完整表

列，以及有關此類 cookies的目的和接受或拒絕此類 cookies的設置的更多信息，并參閱其隱私政策; 

https://www.loropiana.com/zh_HK/
https://hk.loropiana.com/zh_HK/privacy-cookies


b)基於 cookies保持啟用的時間: 

• 會話 cookies: 這些 cookies在瀏覽會話期間存儲必要的信息，並在會話结束後，即在瀏覽器關閉時立

即刪除； 

• 持久性 cookies: 這些 cookies 存儲在用戶的硬盤上，每次用戶訪問網站時都會被網站讀取。持久性

cookies有一個特定的到期日期，過期後它將停止工作； 

c)基於目的: 

• 技術 cookies: 這些 cookies是允許用戶瀏覽網站並受益於其功能所必需的。如果這些 cookies對於使

用本網站是嚴格必要的，那麽這些 cookies不需要用戶事先同意，也不能關閉。在這種情況下，技術

cookies 也被稱為「嚴格必要 cookies」。相反，在技術 cookies 啟用某些功能和服務、增強網站的情

況下，它們被稱為「功能性 cookies」。在任何情況下，如果沒有這些 cookies，將無法提供某些服務

或功能，並且網站的瀏覽將變得不便，功能會受到影響； 

• 分析 cookies: 這些 cookies用於獲取有關訪問網站的用戶數量以及網站使用方式的統計信息。因此，

分析也被稱為「性能 cookies」，因為它們評估網站的整體性能和用戶對網站的喜好。在適用法律要

求的情況下，如果用戶不同意這些類型的 cookies，數據控制器將無法根據用戶訪問的信息改進網站 

• 特徵分析或目標 cookies: 這些 cookies用於跟踪用戶的個人資料，以便根據用戶的興趣、品味和消費

習慣在網站目標上顯示廣告。如果用戶不同意這些類型的 cookies，他/她將體驗到較少針對性的廣

告（但總體廣告數量不會減少）。 

本網站使用技術性 cookies（嚴格必要 cookies和功能性 cookies）以及分析 cookies或性能 cookies，和特徵分

析或目標 cookies。 

 

如何管理 cookies？ 

除了網站運行所必需的 cookies外，Loro Piana只會在用戶事先同意的情況下使用 cookies。原則上，用户可以

在沒有 cookies 的情況下使用本網站，但這可能會改變本網站的功能或可用性。如果用戶希望使用完整的網

站功能，他/她需要接受能夠使用某些功能或使用戶更方便地使用某些功能的 cookies。用戶可以根據以下提

供的 cookies目的做出選擇。 

尤其是，根據適用的數據保護法，安裝功能性 cookies（即，如上所述，非嚴格必要 cookies的技術 cookies）、

分析 cookies和第三方分析 cookies需要用戶事先同意。因此，當用戶訪問本網站時，網站會顯示一個橫幅，

告知用戶(i)本網站上使用的分析 cookies和/或第三方分析 cookies，以及(ii)通過單擊 cookies接受按鈕，他/她

表示同意他們的使用這些 cookies。否則，用戶可以通過單擊相應的 cookies 管理項目並選擇他/她的偏好來

決定在網站上安裝哪種 cookies。如果用戶同意安裝 cookies，Loro Piana將通過技術 cookies跟踪他/她的同意。

因此，如果用戶隨後訪問本網站，cookies橫幅將不會再次顯示給用戶。 

用戶可以隨時在不影響訪問網站和享受其內容的前提下，通過使用網站頁面頁腳的「Cookies 政策」鏈接來

拒絕使用 cookies。 

請注意，用戶還可以按照網站隱私信息聲明或 Loro Piana 合作夥伴 隱私聲明 （如下表所示）所述，就通過

cookies收集的個人資料行使他/她的權利。 

除了在首次訪問網站時或當數據控制者在我們的網站上引入新的 cookies時给予（某些或所有 cookies，嚴格

必要 cookies 除外）明確同意之外，用戶還可以通過修改所用瀏覽器的設置，設置一般接受或阻止安裝任何

https://www.loropiana.com/zh_HK/privacy-cookies


類型的 cookies。每個瀏覽器的設置不同，用戶可以查閱每個瀏覽器的「幫助」頁面。為了了解如何設置

cookies，用戶可以查閱最流行的瀏覽器提供商提供的說明，這些說明可在以下鏈接中獲得： 

• Google Chrome 

• Mozilla Firefox 

• Internet Explorer 

• Opera 

• Safari 

在用戶使用不同瀏覽器的情况下，Loro Piana建議查看特定瀏覽器的使用手冊，以便了解如何配置 cookies管

理。 

此外，对于第三方 cookies，用戶可以在不影響訪問網站和享受其內容的能力的情况下隨時阻止安裝所有或

部分 cookies 或撤回他們的同意。為了繼續停用或了解如何操作，還請仔細閱讀上表中鏈接後的第三方

cookies信息通知。用戶還可以通過訪問網站 YourOnlineChoices或 AllAboutComputerCookies並按照其中提供

的說明來管理他/她對第三方 cookies的喜好。 

 

本網站使用哪些 cookies？ 

技術 cookies 

技術 cookies是指數據控制者使用的僅用於允許用戶訪問網站並享受其内容的 cookies。這些 cookies可以進一

步分為： 

• 瀏覽器 cookies: 這些 cookies保證網站的正常瀏覽和使用。例如，允許預約或驗證訪問保留區域。因

此，它們對於瀏覽和使用本網站是嚴格必要的，因此不需要用戶的同意。這些通常是會話 cookies，

在關閉瀏覽器時會自動刪除 

• 功能 cookies: 這些 cookies允許用戶根據一組選定的標準（例如語言或原國籍）瀏覽網站，以改進網

站上提供的服務。因此，未經用戶同意，本網站提供的某些服務和功能可能無法正常運行。這些

cookies是持久性 cookies，即使在瀏覽器關閉後仍會保留在使用中的計算機上，直到為每個 cookie提

供的到期日期（通常從兩個月到兩年）或用戶將其刪除。 

除了根據一般瀏覽器設置（如上所述）外，用戶通常可以通過點擊上面列出的相關鏈接，停用嚴格必要

（即不需要用戶同意）的第一方技術 cookies，或在第三方 cookies的情況下通過訪問相應的隱私通知和相關

的同意書，停用第三方 cookies。可是，刪除或阻止這些 cookies可能使網站（或其功能）無法正常或有效地

運行。 

 

分析或性能 cookies 

本網站使用分析 cookies 以匯總或單獨的方式收集訪問本網站的用戶數量以及他們如何訪問本網站的統計信

息。未經用戶同意，Loro Piana將無法根據用戶訪問的信息改進本網站。 

網站上安裝了以下性能 cookies，包括第三方分析 cookies： 

特徵分析或目標 cookies 



特徵分析 cookies 用於根據用戶在瀏覽網站時的偏好和興趣創建用戶的個人資料，以便提供有針對性的廣告。

這樣，本網站上顯示的廣告可以使用戶更感興趣。 

目標 cookies 由第三方安裝，這些第三方是獨立的數據控制者，或者可能與 Loro Piana 一起成為聯合控制者

（第三方 cookies）。請在下方尋找本網站上目前使用的第三方分析 cookies的列表，以及其產品開發者創建

的隱私信息頁面的鏈接。 

本網站還提供「社交媒體 cookies」或「社交按鈕」，即與社交網絡互動的插件，允許用戶與社交網絡和社

交網絡運營商/管理者共享其信息和內容，用以識別用戶，並在其個人資料中存儲與使用本網站有關的信息。

我們已確保，只有在用戶明確請求查閱下列社交網絡管理的數據信息時，才會發生這種與社交網絡的互動： 

• Instagram 

• Facebook 

• LinkedIn 

• WeChat 

• Weibo Link 

 

數據傳輸到國外嗎？ 

根據本 Cookies政策進行的數據處理可能需要向歐盟經濟體以外的第三國傳輸數據。這些國家未能獲得歐盟

委員會的充分性決定，也不能提供與歐盟相同的數據保護水平。這些國家包括美國和 Loro Piana開展運營的

非歐盟國家（例如，Loro Piana拥有子公司、網站或店舖的國家），或者管理 cookies的第三方所在的非歐盟

國家。如需了解（i) Loro Piana開展運營的國家，（ii）第三方所在的國家，請查閱網站上提供的列表，或按

照以下方式與 Loro Piana聯繫。在這種情況下，Loro Piana實施了適當的安全保護措施，包括規定由歐盟委

員會批準的標準合同條款，和/或額外的合同措施，以確保傳輸的個人資料得到保護。這些安全保護措施可

通過閱讀隱私聲明或通過下文所述的方式與 Loro Piana聯繫獲得。 

對於在本網站使用第三方 cookies所收集的信息，該等第三方 cookies可能會導致相應的第三方（如本Cookies

政策上文所述）將該用戶的個人資料傳輸到歐洲經濟區以外的國家。這些國際數據傳輸（如有）全部由相

關第三方控制，遵守相關第三方各自的隱私政策和 Cookies政策的規定（見上述鏈接）。 

 

如何聯繫 LORO PIANA？ 

如需進一步的信息，包括有關隱私權以及如何行使隱私權的信息，請閱讀本網站上提供的隱私聲明，或通

過以下電子郵件地址 privacy@loropiana.com與 Loro Piana聯繫。 

 

Cookie 清單 

Cookie 是當使用者造訪網站時，網站請您的瀏覽器儲存在您的裝置的少量資訊 (文字檔案)，目的是要記住

與您相關的資訊，例如語言偏好設定或登入資訊。這類 Cookie 是由我們設定，稱為第一方 Cookie。我們也

會使用第三方 Cookie (即來源網域與您造訪的網站所在之網域不同的 Cookie)，以便我們進行廣告和行銷工

作。 更具體而言，我們會針對以下用途使用 Cookie 及其他追蹤技術： 

https://help.instagram.com/1896641480634370/?helpref=uf_share
https://www.facebook.com/policies/cookies/
https://www.linkedin.com/legal/cookie-policy?trk=homepage-basic_footer-cookie-policy
https://www.wechat.com/en/privacy_policy.html
https://www.loropiana.com/zh_HK/privacy-cookies
https://www.loropiana.com/zh_HK/privacy-cookies


绝对必要的 Cookie  

网站运行离不开这些 Cookie 且您不能在系统中将其关闭。通常仅根据您所做出的操作（即服务请求）来设

置这些 Cookie，如设置隐私偏好、登录或填充表格。您可以将您的浏览器设置为阻止或向您提示这些 

Cookie，但可能会导致某些网站功能无法工作。 

Cookie 子群組 Cookies Cookies used 

www.loropiana.com _dc_gtm_UA-xxxxxxxx 
甲方 

www.loropiana.com OptanonAlertBoxClosed, OptanonConsent 甲方 

 

分析型 Cookies 

這些 Cookies准許我們收集用戶使用本網站的信息（瀏覽次數，瀏覽網頁次數，瀏覽本網站的時間等），進

行綜合統計分析 

Cookie 子群組 Cookies Cookies used 

www.loropiana.com _ga, AKA_A2, _gid, _gclxxxx, _uetvid 甲方 

c.clarity.ms ANONCHK, SM 第三方 

t.contentsquare.net _cs_nnnnnnnnnnnnn 第三方 

 

功能 Cookie 

这些 Cookie 允许提供增强功能和个性化内容，如视频和实时聊天。我们或我们已将其服务添加至我们页面

上的第三方提供者可以进行设置。如果您不允许使用这些 Cookie，则可能无法实现部分或全部功能的正常

工作。 

Cookie 子群組 Cookies Cookies used 

www.loropiana.com _pin_unauth 
甲方 

https://cookiepedia.co.uk/cookies/_dc_gtm_UA-xxxxxxxx
https://cookiepedia.co.uk/cookies/OptanonAlertBoxClosed
https://cookiepedia.co.uk/cookies/OptanonConsent
https://cookiepedia.co.uk/cookies/_ga
https://cookiepedia.co.uk/cookies/AKA_A2
https://cookiepedia.co.uk/cookies/_gid
https://cookiepedia.co.uk/cookies/_gclxxxx
https://cookiepedia.co.uk/cookies/_uetvid
https://cookiepedia.co.uk/host/c.clarity.ms
https://cookiepedia.co.uk/host/t.contentsquare.net
https://cookiepedia.co.uk/cookies/_pin_unauth


Cookie 子群組 Cookies Cookies used 

cdn.jsdelivr.net  _ALGOLIA 第三方 

 

定向 Cookie 

这些 Cookie 由广告合作伙伴通过我们的网站进行设置。这些公司可能利用 Cookie 构建您的兴趣分

布图并向您展示其他网站上的相关广告。它们只需识别您的浏览器和设备便可发挥作用。如果您

不允许使用这些 Cookie，您将不能体验不同网站上的定向广告。 

Cookie 子群組 Cookies Cookies used 

www.loropiana.com _fbp, _uetsid 甲方 

hk.loropiana.com _cs_nnnnnnnnnnnnn  
甲方 

bing.com MUID 第三方 

www.facebook.com 

 

第三方 

c.bing.com SRM_B 第三方 

clarity.ms MUID 第三方 

doubleclick.net test_cookie, IDE 第三方 

 

數據傳輸到國外嗎？ 

根據本 Cookies 政策進行的數據處理可能需要向歐盟經濟體以外的第三國傳輸數據。這些國家未能獲得歐盟

委員會的充分性決定，也不能提供與歐盟相同的數據保護水平。這些國家包括美國和 Loro Piana開展運營的

非歐盟國家（例如，Loro Piana拥有子公司、網站或店舖的國家），或者管理 cookies的第三方所在的非歐盟

國家。如需了解（i) Loro Piana開展運營的國家，（ii）第三方所在的國家，請查閱網站上提供的列表，或按

照以下方式與 Loro Piana 聯繫。在這種情況下，Loro Piana 實施了適當的安全保護措施，包括規定由歐盟委

https://cookiepedia.co.uk/host/cdn.jsdelivr.net
https://cookiepedia.co.uk/cookies/_fbp
https://cookiepedia.co.uk/cookies/_uetsid
https://cookiepedia.co.uk/cookies/_cs_nnnnnnnnnnnnn
https://cookiepedia.co.uk/host/bing.com
https://cookiepedia.co.uk/host/www.facebook.com
https://cookiepedia.co.uk/host/c.bing.com
https://cookiepedia.co.uk/host/clarity.ms
https://cookiepedia.co.uk/host/doubleclick.net


員會批準的標準合同條款，和/或額外的合同措施，以確保傳輸的個人資料得到保護。這些安全保護措施可

通過閱讀隱私聲明或通過下文所述的方式與 Loro Piana聯繫獲得。 

對於在本網站使用第三方 cookies所收集的信息，該等第三方 cookies可能會導致相應的第三方（如本Cookies

政策上文所述）將該用戶的個人資料傳輸到歐洲經濟區以外的國家。這些國際數據傳輸（如有）全部由相

關第三方控制，遵守相關第三方各自的隱私政策和 Cookies政策的規定（見上述鏈接）。 

 

如何聯繫 LORO PIANA？  

如需進一步的信息，包括有關隱私權以及如何行使隱私權的信息，請閱讀本網站上提供的隱私聲明，或通

過以下電子郵件地址 privacy@loropiana.com 與 Loro Piana聯繫。 

https://hk.loropiana.com/zh_HK/privacy-cookies
https://hk.loropiana.com/zh_HK/privacy-cook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