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策，以保持知悉 MTC 如何為 Clipper® 項目保護所收集的 PII 的
安全。繼續使用 Clipper® 項目構成客戶對此隱私政策和任何更
新的認可。

發送電子郵件給 MTC
此隱私政策不適用於直接傳送到 MTC 的電子郵件的內容。為
了保持內容或數據的隱私，請不要把 PII 直接發送在給 MTC
的電子郵件中。

聯絡資料
MTC 歡迎對 Clipper® 隱私政策的意見。同時，如果對此聲明
有任 何疑問，請利用上述 地 址、電郵或電話號碼聯絡 MTC
隱私專員。

隱私政策的更改歷史
2006 年 3 月 3 日 成立隱私政策
2010 年 11 月 15 日 修訂隱私政策
2011 年 11 月 16 日 修訂隱私政策

2012 年 10 月 19 日 修訂以說明存取或使用 Clipper® 網
站的第三方應用程式議題

2013 年 4 月 24 日
修訂以減少帳戶關閉或終止後個人 
帳戶資料的保留期限，由七年減少 
至四年六個月

2014 年 5 月 21 日 修訂以對一些雜項做出澄清更改

2014 年 11 月 12 日
修訂以添加旅程慣式數據及匿名數
據之定義，闡明匿名數據的使用方式，
並進行其他一般修改

2017 年 1 月 3 日
修訂以確定其他的 Clipper® 參與公交
機構，解決 Clipper® 移動網站和網站
使用指標，並做出其他澄清更改。

2019 年 2 月 21 日

修訂可能從自行車共享計劃營運商
處 取 得 的 地 址 資 訊， 確 定 其 他 的
Clipper® 參與公交機構，並做出其他
澄清更改。

PUB: 04/19
PD: 04/19

大都會交通委員會
CLIPPER® 項目隱私政策

此隱私政策的生效日期是 
2011 年 11 月 16 日 

最近更新日期 2019 年 2 月 21 日

Clipper® 移動網站
Clipper® 移動優化網站可在 m.clippercard.com 上找到。如果客
戶使 用電 話或平 板 電 腦 輸 入 clippercard.com，clippercard.com
會將客戶轉接到 m.clippercard.com。

當客戶查閱 m.clippercard.com 時，位置信息、IP 地址和其他信
息可能會被移動設備的平台提供商和 / 或客戶的數據載體收集。
在客戶查閱 m.clippercard.com 之前，他或她應查看客戶的平台
提供商和數據載體的使用條款和隱私政策，以確定他們如何
收集、使用和 / 或保留 PII。MTC 對這些實體的平台提供商或數
據載體的使用條款或隱私政策或 PII 的使用概不負責。

網站使用指標
Clipper® 網站使用稱為谷歌分析（Google Analytics）的第三方流
量測量服務來收集和計算網站使用指標。谷歌分析會收集客
戶的互聯網協議（IP）地址和使用者查閱的網頁。MTC 及其承
包商使用這些信息來分析 Clipper 營銷活動的結果並為網站改
進提供建議，並且可以在營運報告和演示中包括諸如匯總數
據之類的信息。谷歌分析可能會設置一 個 Cookie，以使其能
夠正常運行。要詳細了解谷歌分析的隱私權原則，請查閱谷
歌分析隱私權和安全頁面，網址是 https://support.google.com/
analytics/answer/6004245?hl=en。

COOKIES ( 小型文字檔案 )
Clipper® 網 站 (clippercard.com 和 m.clippercard.com) 儲 存 網 站
使用者的 “cookies” 於電腦系統中。Cookies 是小型的數據元素，
一個網站可以儲存於使用者系統中。

Clipper® 網站使 用的 cookies 方便客戶使 用網站 ( 例如記下登
入名稱和密碼直至瀏覽結束 )。Clipper® 網站不要求網站使用
者接受 cookies。客戶可以更改其瀏覽器安全設置以接受或拒
絕 cookies。

一旦顧客離開 Clipper® 網站，其他瀏覽的網站或由 Clipper® 網
站所鏈接的網站的隱私政策，客戶也必須要查閱以明白這些
外界的網站怎樣使用 cookies 以及通過使用 cookies 這些網站
怎樣使用收集的資料。

MTC 不會在知情的情況下與任何使用暗中偵察軟件 (Spyware)
或惡意軟件 (Malware) 的公司或供應商從事商業活動。MTC 不
會推銷由網站所收集的可以直接聯結到個人資料的詳細資
料。再者，MTC 不會提供可下載的軟體給 Clipper® 客戶收集或
利用任何 PII。

第三方網站和應用程式
Clipper® 網站可能含有鏈接到與 Clipper® 相關聯的實體所運作
的第三方網站。這些網站鏈接可能引用於內容中、或放置於
其他實體的名稱或標誌旁邊。此外，可能存在引用一個或多
個 Clipper® 網站的第三方網站。MTC 不會透露 PII 給這些第三
方網站。

警告 : 顧客一旦進入外界的網站 ( 無論是否通過一種服務
或內容鏈接或直接通過第三方網站 )，MTC不會負責這些其
他網站的隱私規範。在使用或提供任何資料給這些其他網
站時，請查閱瀏覽所有這些外界網站的隱私政策。

此外，MTC不會負責存取和使用 Clipper®網站或及其任何
功能的第三方應用程式 (“Apps”)。Clipper®客戶下載或存取
Apps之前，他或她應查閱該 Apps的使用條款和隱私政策
以確定他們怎樣收集、使用和（或）保留 PII。MTC不會負責
Apps的使用條款和隱私政策，或這些 Apps使用 PII。

更新可識別個人資料
客 戶可 以 於 網 上 clippercard.com 查 閱 和 編 輯 某 些 特 定 PII。
Clipper® 網站使用的功能有能力收集和儲存自行匯報的數據。
這些功能能使 Clipper® 客戶通過回到可應用的功能、登入及進
行所需的更改而修改、更新或查閱以前所提交的資料。除了這
個方法，客戶可以致電 877.878.8883 Clipper® 客戶服務中心更
新他們的 PII。

有關更新個人資料的投訴或問題應通過網上提交。Clipper®

客戶服務中心將會解決問題或者轉交投訴至適當的 MTC 員
工答覆或解決。MTC 員工力求在 48 個辦公小時內回答所有
疑問，但可能實際上並非總是可以做到這一點。

如果沒有得到一個適當的解決﹐請與 MTC 隱私專員聯絡 :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COMMISSION 
ATTN: PRIVACY OFFICER 
375 BEALE STREET, SUITE 800 
SAN FRANCISCO, CA 94105

或電郵 : PRIVACYOFFICER@BAYAREAMETRO.GOV

或致電 : 415.778.6700

本隱私政策的更改
重大更改 – 如果 Clipper® 項目的隱私政策有重大更改，MTC
將會 通 知 Clipper® 客戶，尤其是擴大由之前的 Clipper® 隱私
政策版本所允許的使用範圍或透露 PII 的更改。如果 MTC 對
Clipper® 隱私政策作出重大更改，MTC 將通過於 Clipper® 網站
張貼顯眼的重大更改的告示通知 Clipper® 客戶。

非重大更改 – MTC 也可以對隱私政策作出非實質性的更改，
例如這些更改不會影響允許使用範圍或透露 PII。在這些情
況下，MTC 可能不會張貼告示於 Clipper® 網站。

如果 MTC 決定對 Clipper® 隱私政策作出任何更改，重大或非
重大的，MTC 將於 Clipper® 網站張貼修訂的政策，連同任何
修訂的日期。

MTC 保留可隨時修改此隱私政策的權利，所以 Clipper® 客戶
需要時常查閱此政策。

當 MTC 修訂隱私政策時，隱私政策上方的“最後更新”日期反
映上次更改的日期。我們鼓勵 Clipper® 客戶定期查閱此隱私政

電 話：    877.878.8883 

傳 真：     925.686.8221 

TTY/TDD:    711 或者 800.735.2929  
      (鍵入 “Clipper”) 

網 址：    clippercard.com 

電 郵：    custserv@clippercard.com 

郵寄地址：    P.O. Box 318 
      Concord, CA 94522-0318

PUB: 11/14
PD: 09/16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COMMISSION
CLIPPER® PROGRAM

PRIVACY POLICY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IS 

PRIVACY POLICY IS NOVEMBER 16, 2011

LAST UPDATED NOVEMBER 12, 2014

on a user’s system.

The cookies used by the Clipper® website facilitate customer’s use of the website 
(e.g. remember login names and passwords until the session has ended). The 
Clipper® website does not require that users of the website accept these cookies. 
Also, the Clipper® website does not store third party cookies on the computer 
systems of users of the website.

Once a patron leaves the Clipper® website, the privacy policy of other websites 
visited or linked-to from the Clipper® website should also be reviewed to 
understand how these external sites utilize cookies and how the information that 
is collected through the use of cookies on these websites is utilized.

MTC does not knowingly engage in business with any company or vendor that 
uses Spyware or Malware. MTC does not market detailed information collected 
from web sessions that can be directly tied to personal information. Further, MTC 
does not provide Clipper® customers with downloadable software that collects or 
utilizes any PII.

THIRD-PARTY WEBSITES AND APPLICATIONS 
The Clipper® website may contain links to third-party websites operated by 
entities that are affiliated with Clipper®. These web links may be referenced within 
content, or placed beside the names or logos of the other entities. MTC does not 
disclose PII to these third-party websites.

WARNING: ONCE A PATRON ENTERS EXTERNAL WEBSITES (WHETHER 
THROUGH A SERVICE OR CONTENT LINK), MTC IS NOT RESPONSIBLE FOR 
THE PRIVACY PRACTICES OF THOSE OTHER WEBSITES. PLEASE REVIEW 
ALL PRIVACY POLICIES OF EXTERNAL WEBSITES YOU MAY VISIT FROM 
LINKS ON THE CLIPPER® WEBSITE BEFORE USING OR PROVIDING ANY 
INFORMATION TO SUCH OTHER WEBSITES.
IN ADDITION, MTC IS NOT RESPONSIBLE FOR THIRD-PARTY 
APPLICATIONS THAT ACCESS OR MAKE USE OF THE CLIPPER® WEBSITE 
OR ANY FEATURES THEREOF (“APPS”). BEFORE A CLIPPER® CUSTOMER 
DOWNLOADS OR ACCESSES APPS, HE OR SHE SHOULD REVIEW THE 
TERMS OF USE AND PRIVACY POLICIES OF THE APPS TO DETERMINE 
HOW THEY COLLECT, USE, AND/OR RETAIN PII. MTC IS NOT RESPONSIBLE 
FOR THE TERMS OF USE OR PRIVACY POLICIES OF APPS, OR THE USE OF 
PII BY SUCH APPS.

UPDATING PERSONALLY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
Certain PII can be reviewed and edited online at clippercard.com. The Clipper® 
website uses functions that have the ability to collect and store self-reported data. 
These functions enable Clipper® customers to revise, update or review information 
that has been previously submitted by going back to the applicable function, 
logging-in and making the desired changes. In addition to this method, customers 
may update their PII by telephoning the Clipper® Customer Service Center at 
877.878.8883.

Complaints or problems regarding updat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should be 
submitted via the website. The Clipper® Customer Service Center will either 
resolve the issue or forward the complaint to an appropriate MTC staff member 
for a response or resolution. MTC strives to answer all queries within 48 business 
hours, but it may not always be feasible to do so.

If an adequate resolution is not received, please contact MTC’s Privacy Officer at: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COMMISSION 
ATTN: PRIVACY OFFICER 
101 EIGHTH STREET, OAKLAND, CA 94607 
OR EMAIL: PRIVACYOFFICER@MTC.CA.GOV 
OR CALL: 510.817.5700

CHANGES TO THIS PRIVACY POLICY
Material Changes–MTC will inform Clipper® customers if material changes are 
made to the Clipper® Program Privacy Policy, in particular, changes that expand 
the permissible uses or disclosures of PII allowed by the prior version of the 

Privacy Policy. If MTC makes material changes to the Clipper® Privacy Policy, MTC will 
notify Clipper® customers by means of posting a conspicuous notice on the Clipper® 
website that material changes have been made.
Immaterial Changes–MTC may also make non-substantive changes to the Privacy 
Policy, such as those that do not affect the permissible uses or disclosures of PII. In these 
instances, MTC may not post a special notice on the Clipper® website.
If MTC decides to make any change to the Clipper® Privacy Policy, material or 
immaterial, MTC will post the revised policy on the Clipper® website, along with the date 
of any amendment.

MTC reserves the right to modify this Privacy Policy at any time, so the policy needs to 
be reviewed frequently by Clipper® customers.

When MTC revises the Privacy Policy, the “last updated” date at the top of the Privacy 
Policy will reflect the date of the last change. We encourage Clipper® customers to 
review this Privacy Policy periodically to stay informed about how MTC protects the 
security of PII collected for the Clipper® Program. Continued use of the Clipper® Program 
constitutes the customer’s agreement to this Privacy Policy and any updates.

EMAILS SENT TO MTC
This Privacy Policy does not apply to the content of emails transmitted directly to MTC. 
Please do not send PII in an email directly to MTC in order to keep content or data 
private.

CONTACT INFORMATION
MTC welcomes comments on the Clipper® Privacy Policy. Also, if there are questions 
about this statement, please contact the MTC Privacy Officer at the address, email or 
phone number listed above.

HISTORY OF CHANGES TO PRIVACY POLICY

March 3, 2006 Privacy Policy Established

November 15, 2010 Revisions to Privacy Policy

November 16, 2011 Revisions to Privacy Policy

October 19, 2012
Revisions to address third-party applications that access 
or make use of the Clipper® website 

April 24, 2013
Revisions to reduce retention period for personal account 
information from seven years to four years and six months 
after an account is closed or terminated.

May 21, 2014 Revisions to make miscellaneous clarifying changes

November 12, 2014
Revisions to add definitions for travel pattern data and 
anonymous data, clarify how anonymous data is used, 
and make other general changes.

Phone: 	 	 877.878.8883	

Fax:		 	 925.686.8221	

TTY/TDD:	 711	or	800.735.2929		
	 	 (and	type	“Clipper”)	

Web:		 	 clippercard.com	

Email:		 	 custserv@clippercard.com	

Mail: 	 	 P.O.	Box	318	
	 	 Concord,	CA	94522-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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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大都會交通委員會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Commission (MTC))
致力於確保 Clipper® 客戶的隱私和安全。特別是 (1) MTC 將不
會未經客戶明確的同意下，從 Clipper 帳戶提供可識別個人資
料 (“PII”) 給予第三方，除非隱私政策中已另有說明；(2) Clipper®

帳戶的 PII 絕對不會提供給廣告商使用；及 (3) MTC 將為客戶的
PII 保持一個安全的環境。

本隱私政策的目的是為了提供了解 MTC 怎樣處理由 Clipper® 付
款系統票價計劃 (Fare Payment System (FPS)) 所收集的 PII。除此
之外，本政策解釋從 Clipper® 客戶所收集的資訊種類；MTC 可
能會與他們分享這些資料的第三方；以及有關通知 Clipper® 客
戶本政策資料重要更改的程序。

MTC 聘請承包商代 表 MTC 營運並維護 Clipper® FPS 項目，包
括 進 行 客 戶 服 務 中 心 (Customer Service Center (“CSC”)) 的 活
動。這些承包商統稱為 Clipper® 承包商。Clipper® 的條款及細
則 (https://www.clippercard.com/ClipperWeb/agreement.do) 通 知
客戶通過登記 Clipper® 項目和 / 或使用其系統，客戶允許 MTC、
Clipper® 承包商及此處引用的其他第三方根據 Clipper® 持卡人
許可協議和本隱私政策闡明的規定處理個人資料。

定義
下列定義適用於 :

可識別個人資料 (PII)：PII 識別或描述一個人或可以直接連接
到一個特定的個人。PII 的例子包括但不限於，一個人的名字、
郵寄地址、商業名稱、備用聯絡資料 ( 如果提供 )、電郵地址、
Clipper® 卡編號、電話號碼、銀行帳戶信息、信用卡號碼、安全
代碼和有效日期、照片及旅程慣式數據。

收集數據或收集資料：收集數據或收集資料是統計的資料，來
自 PII 已被刪除的與一個小組或一類人士相關的集合數據。收
集數據反映一大群匿名人士的特徵。為了管理 Clipper® 項目的
運作，MTC 可能使用收集數據並提供收集數據給其他人製作統
計報告。

匿名數據或匿名資料：匿名數據或匿名資料為已分類的數據，
其中已刪除所有的 PII，因此這些數據不識別或描述一個人，也
不能直接連接到一個特定的個人。MTC 可以將匿名數據使用於
其任何法定授權的目的，並可以將匿名數據提供給第三方。

旅程慣式數據：旅程慣式數據為有關 Clipper® 個人用戶的旅
程起點和終點、使用路線和搭乘日期和時間。如果這些資料
(1) 從任何特定個人的資料中抽取以建立匿名數據；或 (2) 與其
他數據結合以建立收集數據，則 Clipper® 個人用戶的旅程起點
和終點、使用路線和搭乘日期和時間並不構成旅程慣式數據。

收集可識別個人資料
Clipper® 卡可以 是已 登 記 或 未 登 記 的。MTC 通 過 其 CSC， 為
了 登 記 Clipper® 卡 至 Clipper FPS 而 收 集 PII。PII 的 例 子 包 括
Clipper® 卡持有人姓名、地址、電話號碼、電郵地址、銀行帳
戶信息、信用卡號碼和有效日期、照片或其他可識別 Clipper®

卡 持 有 人 的 資 料。MTC 從 申 請 表 及 其 他 Clipper® 卡 持 有 人
向 Clipper® 客 戶服 務 中 心 以電 話、 郵 寄、 發 送 傳 真 或 通 過
Clipper® 網站以電子方式提交的表格而獲得這些 PII，以及從
以下列出的 Clipper® 參與公交機構來獲得這些 PII，這些機構
接收區域交通連接 (RTC) 折扣 ID 卡的申請，並管理機構計劃，
如“AC Transit EasyPass” 和“VTA Smart Pass”。旅 程 慣 式 數 據
為在 Clipper® FPS 當中使用 Clipper® 卡收集而產生的副產品數
據。此外，如果 Clipper® 卡持有人參與任何以 Clipper® 卡序號
作為會員識別碼的自行車共享計劃，MTC 可能會向自行車共享
計畫營運商索取此類序號連同自行車的行程記錄，包括起點
和終點站以及騎乘時間。

MTC怎樣使用可識別個人資料
MTC 使 用 提 供 的 PII， 是 為了處 理 登 記、 管 理 帳 戶、 推 動
Clipper® 項目改 進、進行數據分析以 通 知 MTC 措施、回覆
疑問、發送有關 Clipper® 項目的更新、提供有關隱私政策的
重要更改及與 Clipper® 客戶溝通，但只有在滿足任何適用法
律規定，如徵求客戶同意接收特定類型通信的要求之後。

PII 僅用於本隱私政策中所描述。

MTC與他們分享這些可識別個人資料的第三方
MTC 可為了營運和管理 Clipper® FPS 的目的，與 Alameda-Contra 
Costa 交通區 (AC Transit)、金門橋、高速公路及運輸區 (Golden 
Gate Transit)、半島走廊聯合力董事會 (Caltrain)、三藩市灣區捷
運交通區 (BART)、三藩市與縣（由其交通局 (SFMTA) 代理）、
San Mateo 縣交通區 (SamTrans)、Santa Clara Valley 交通局 (VTA)、
三藩市灣區緊 急水 利交 通管 理 局 (WETA)；中部 Contra Costa

交通局；Fairfield 市，作為 Fairfield 和 Suisun 公共交通營運商；
Petaluma 市；東部 Contra Costa 交 通 局；Livermore/Amador Valley

交通局；Marin 縣交通區；Napa Valley 交通局；Solano 縣公交機
構；Sonoma 縣公交機構；Vacaville City Coach；西部 Contra Costa

交 通 局；Santa Rosa 市 和 Union City 市 以 及 Sonoma-Marin 區 域
鐵路交通區 ( 連同任何其他可以開始通過 Clipper® FPS 收取車
費的交通營運商，在此統稱為 Clipper® 參與交通機構 ) 分享
PII。此外，MTC 和 Clipper® 參與交通機構僅可為了營運和管理
Clipper® FPS 的目的披露個人資料給 Clipper® 承包商或他們的
其他承包商，比如管理顧客的帳戶和財政收入。只有這些承
包商他們需要提供服務時才給予 PII。MTC 要求其服務提供者
保持這些資料的隱私以及根據 Clipper® 項目下因需要履行其
責任時才使用。

除了這 些 實 體，PII 將 不會 被 披 露 給未 經客戶明 確同意的其
他 任 何 第 三 方， 除 非 因 應 遵 守 法 律 的 要 求 或 要 求 MTC 或
Clipper® 承包商回應的法律程序。

保留可識別個人資料
MTC，通過 Clipper® 承包商，只可以因執行帳戶的功能，如帳單、
帳戶結算或執法行動的需要而儲存 Clipper® 客戶的 PII。應該在
支付車費後不超過四年六個月丟棄所有其他資訊。在帳戶被關閉
或終止後不遲於四年六個月內，所有 PII 應該被棄置。

CLIPPER®可識別個人資料的安全
MTC 致力於確保客戶 PII 的安全。Clipper® 客戶提供的 PII 被儲
存在安全且受控制設施的電腦伺服器裡。伺服器的設計有軟
體、硬體和實質的安全措施配置以防止未經授權的存取。

存取 PII 是經以下的行政、科技和實質的安全措施控制的。通
過合約，與 MTC 分享 PII 的第三方亦必須實施足夠的保安措施，
以保持這些資料的保密性。

行政 :
•  存取 PII 只限於某些運作和技術人員，根據他們具體的職

責給予有限度、經批准的用途。
•  在僱用之後，可以存取 PII 的員工必須接受隱私及安全的培

訓。此外，那些員工也需要接受定期的進修培訓。

科技 :
• Clipper® 網路系統的周圍受防火牆保護。
• 電子儲存的 PII 是加密的。
• 往返 Clipper® 網站的電子連接是加密的。
• Clipper® 系統進行漏洞和滲透性的測試。
• 員工使用 Clipper® 客戶的數據是受監控的。

實質 :
•  實質存取 MTC 和 Clipper® 承包商伺服器僅限於獲得批准的

技術人員。
•  數據中心的進出僅限於獲得批准的技術人員，通過密碼身

份驗證和其他安全協議。

除了 MTC 政策和程序執行 PII 的安全外，Clipper® 客戶也必須
做 這 些事情如保護 密碼、PINs 和其他可能 用來 存取 Clipper®

帳戶的認證資料。Clipper® 客戶不應該披露認證資料給任何
第三方並應通知 MTC 任何未經授權而使用他們的密碼的狀
況。MTC 不能保護由 Clipper® 客戶所披露的 PII 或由客戶要求
MTC 披 露的 PII。除此之外，還有存 在著的風險 是未 經授權
的第三者可能從事非法活動，如黑 客入侵 MTC 保安系統 或
Clipper® 承包商的保安系統，或通過截取互聯網上的個人資
料的傳送。MTC 不負責任何未經授權方式下獲得的數據，並

且 MTC 是唯一的實體可以授權從 Clipper® FPS 獲取數據。請
注意 Clipper® 承包商絕對不會要求 Clipper® 客戶提供或確認任
何涉及 Clipper® 的資料，如信用卡號碼、Clipper® 卡編號或其他
的 PII，除非客戶提出詢問或已經登入安全的 Clipper® 網站。如
果客戶對於一個 Clipper® 電子郵件的真偽性有任何疑問，客戶
應打開一個新的瀏覽器並輸入 https://www.clippercard.com，登
入 Clipper® 客戶的帳戶然後執行所要求的行動。

帳戶存取和管制
在 Clipper® 設立帳戶是由客戶自行決定的。要求的帳戶資料包
含的 PII 包括姓名、商業名稱、郵寄地址、電郵地址、電話號碼、
銀行帳號及信用卡號碼、有效日期和安全代碼。MTC 可以要
求其他的非必須資料如備用聯絡資料，但在這情況下，將會
清楚地表明這些資料是非必須的。

客戶可以隨時查閱和更新 個人帳 戶資料。通 過登入 Clipper®

帳戶和編輯帳戶個人資料，客戶也可以修改、增加或刪除任
何非必須的帳戶資料。刪除一些帳戶信息，例如客戶的主要
資金來源，可能需要通過電話聯繫 CSC。根據下面所討論的

「更新可確認個人資料」，客戶也可以在網上查閱和編輯 PII。
Clipper® 客戶可以於任何時候通過遞交填妥的 Clipper® 卡撤銷
申請表關閉他們的帳 戶 (clippercard.com 提供 )。在帳 戶關閉
或終止後不遲於四年六個月內，所有帳戶資料將會被刪除。

收集數據
MTC 也可以合併由 Clipper® 客戶提供的 PII，以非識別的形式
與其他資料創建收集數據並可能將其披露給第三方。MTC 使
用收集數據改善 Clipper® 項目、通知其他 MTC 措施和 Clipper®

的市場推廣。收集數據不包含任何可以用於聯絡或識別個人
Clipper® 客戶或他們的帳戶的資料。例如 MTC 可以 通知第三
方有關在特定的郵遞區號中 Clipper® 帳戶的數目。MTC 要求與
分享收集數據的第三方同意他們將不會試圖把資料變成為可
識別個人身份的資料，例如結合其他數據。

匿名數據
MTC 也可以從已收集的數據中將 PII 刪除，為使用 Clipper®FPS
的副產品，以此建立匿名數據並得以將此數據提供給第三方。
MTC 可以將匿名數據使用於其任何法定授權的目的，並可以將
匿名數據提供給第三方。匿名數據不包含可用於追蹤、接觸或
識別 Clipper® 個人客戶或他們的帳戶的任何資料。例如，MTC
可以共享包含某些匿名 Clipper® 用戶樣本在某個月的某些日當
中搭乘的地點和大約時間資料的數據集。MTC 要求共享匿名數
據的第三方同意其將不會試圖從資料中識別個人身分，例如將
資料與其他數據結合或對數據進行反向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