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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服務及維修自願性約章計劃 

 
 近期社會熱烈討論擬似藝人色情照片事件，引起大眾關注電腦內存個人資料

私隱問題，市民對業界商鋪的信心更大受打擊。有見及此，香港電腦商會為了協

助各同業重建市民信心，在私隱專員公署、消費者委員會及各業界機構的支持下

推行「電腦服務及維修自願性約章計劃」，各會員公司可透過是次計劃增強社會

公信力，建立更正面形象。 
 
 「電腦服務及維修自願性約章計劃」以自願形式推行，只接受本會會員申

請。申請公司將由是次計劃的推行小組審核，成功申請公司將獲發承諾標籤，可

貼於當眼處供市民參閱。有關指引及公司名單可能會透過私隱專員公署、消費者

委員會對外公布，亦會上載於香港電腦商會、消費者委員會及各業界機構的網頁

內，以供参考。本會亦會就客戶私隱及權益發放相關指引及舉行簡報會，協助各

申請公司與客戶建立互相關係。 
 
 是次計劃將為各申請公司帶來強而有力的社會效應，而且費用全免，請各會

員公司把握黃金機會踴躍參與，以免因為錯過計劃而被社會大眾誤認為形象負

面、不負責任的業界公司。 
 

本約章計劃內容包括：(1) 計劃簡介；(2) 電腦維修人員參考守則；(3) 工作

程序記錄清單；(4) 維修及服務承諾書；(5) 員工或外判承辦商合約；(6) 申請表

格共六部份。各公司可參考附件(2) (3) (5) 制定內部工作守則，附件(4) 則可於

客戶光顧時使用，保障雙方權益。 
 
 各會員公司參加「電腦服務及維修自願性約章計劃」方法簡單，只需填妥附

件(6) 之申請表格，電郵或傳真到香港電腦商會秘書處即可。如有疑問，歡迎致

電秘書處 2785-8867 與商會職員查詢。 
 

香港電腦商會 
2008 年 3 月 



 

電腦服務及維修自願性約章計劃 – 電腦維修人員參考守則 

電腦服務及維修自願性約章計劃 

電腦維修人員參考守則 

 
 

 依法營商，切勿以身試法，杜絕一切違反法律行為。 
 

 公司自訂有關保障客戶私隱及權益的監察制度，要求員工嚴格遵守。 
 

 選擇信譽可靠，保證安全處理電腦資料的外判承辦商。 
 

 清楚記錄維修人員，避免多於一位員工或一間外判承辦商維修一部電腦。 
 

 制定電腦維修紀錄，員工須按時記錄維修進度，完成維修後由員工及負責人

簽署作實。 
 

 處理客戶電腦時，必須經客戶同意方可複製、備份或另存內存資料。 
 

 處理客戶電腦時，必須經客戶同意方可更換或棄置電腦內一切硬件設備。 
 

 處理客戶電腦時，保證不會將內存資料外洩或作任何未經客戶同意之用途，

例如系統測試、診斷、移動及傳輸資料庫。 
 

 避免客戶電腦內的資料被盜竊，電腦及機件須存放於安全位置，並禁止閒雜

人等接近。 
 

 完成電腦維修後，所有備份或暫存資料必須全部銷毀。 
 

 鼓勵員工挺身舉報違法及違反專業操守行為。 
 
*以上指引參考自「資訊保安關注行動《資訊科技從業員處理個人資料的建議程序》」 



電腦服務及維修自願性約章計劃 

工作程序記錄清單 

程序 事項 完成 

1 檢收產品  

2 與客戶簡介公司保障客戶私隱及權益制度，並簽訂同意書  

3 客戶同意或監察下將電腦資料備份  

4 維修過程中將客戶電腦或硬體置於安全地方  

5 維修人員按時提交維修進度報告  

6 公司負責人按時監察維修進度，與維修人員核實後簽署作實  

7 如需要更動電腦硬體及內存資料，須事先通知客戶  

8 完成維修，維修人員提交完整維修報告  

9 公司負責人檢查電腦，與維修人員核實後簽署作實  

10 通知客戶提取電腦  

11 將電腦或硬體置於安全地方等待客戶提取  

12 客戶檢收電腦  

13 銷毀所有備份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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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服務及維修自願性約章計劃 

 

服務及維修承諾書 

 

本同意書由（公司）                   （員工職位）         

（員工姓名）        於（日期）         與（客戶）        簽訂。 

 

維修項目 ：                                      

預計維修時間：               預計提取日期 ：              

 

 本公司定必依法營商，杜絕一切違反法律行為，包括： 

 禁止有犯罪或不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  

 非法地導致任何電腦以並非該電腦的擁有人所設立的電腦運作方式運作，以及更改、

刪除或加入任何電腦程式或數據  

 個人資料（私隱）條例 

 未獲作品的版權擁有人的特許侵犯該作品的版權  

 

 本公司在處理及維修客戶的電腦時，不會擅自將內存資料複製、備份或另存。 

 

 本公司在處理及維修客戶的電腦時，不會擅自更換或棄置電腦內一切硬件設備。 

 

 本公司在處理及維修客戶的電腦時，保證不會將內存資料外洩或作任何未經客戶同意之用

途。 

 

 本公司會採取安全措施，避免客戶電腦內的資料被盜竊。 

 

 本公司在電腦處理及維修完成後，所有授權備份或暫存資料均會全部銷毀。 

 

 本公司的電腦維修人員遇有違法或違反專業操守行為將挺身舉報。 

 

 在電腦機件損壞狀況未明的情況下，本員公司不保證所有損毀資料均可復修。 

 

本公司定當以保障客戶個人私隱及權利提供電腦維修服務。 

 

客戶姓名：                 客戶簽署：                

 

員工姓名：                 員工職位：                

 

員工簽署及公司蓋章：              日  期：               



電腦服務及維修自願性約章計劃 

 

員工 / 外判承辦商合約 

 

本合約由                 （公司名稱）與            （員工

姓名 / 外判承辦商）於            （日期）簽訂，雙方同意遵守以下條款： 

 

 依法營商，杜絕一切違反法律行為，包括： 

 禁止有犯罪或不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  

 非法地導致任何電腦以並非該電腦的擁有人所設立的電腦運作方式運作，以及更改、

刪除或加入任何電腦程式或數據  

 個人資料（私隱）條例 

 未獲作品的版權擁有人的特許侵犯該作品的版權 - 最高刑罰：監禁 4 年（版權條例 &

《2007 年版權（修訂）條例》 

 

 員工或外判承辦商務必遵守公司制定的保障客戶私隱制度。 

 

 員工或外判承辦商在處理及維修客戶電腦時，必須經客戶同意方可複製、備份或另存內存

資料。 

 

 員工或外判承辦商在處理及維修客戶電腦時，不得擅自更換或棄置電腦內一切硬件設備。 

 

 員工或外判承辦商在處理及維修客戶電腦時，保證不會將內存資料外洩或作任何未經客戶

同意之用途。 

 

 員工或外判承辦商須妥善放置客戶電腦或硬件，避免客戶電腦內的資料被盜竊。 

 

 員工或外判承辦商在電腦處理及維修完成後，所有授權備份或暫存資料均會全部銷毀。 

 

 員工或外判承辦商遇有違法及違反專業操守行為將挺身舉報。 

 

本人 / 承辦商接受以上條款，並明白違反以上條文將有機會遭受民事或刑事檢控。 

 

員工/承辦商姓名：                 公司負責人姓名：              

 

員工簽署 /                                     負責人簽署及 

承辦商簽署及蓋章：                      公司蓋章：              

 

日  期：             



 
 

電腦服務及維修自願性約章計劃 – 申請表格 
（中）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Eng） 

商業登記證號碼 

B.R. No. 
 
 

業務性質 

Nature of Business
 

會員編號 

Membership No. 
 店舖數目 

No. of Store 
 

聯絡人 

Contact Person 
 
 

職  位 

Position 
 

電 話 

Tel. No. 
 
 

傳  真 

Fax No. 
電 郵 

E-Mail 
 
 

（中） 公司地址 

Company Address （Eng） 

（中） 分店地址一（如適用） 

Branch Address 1 （Eng） 

分店電話 

Branch Tel. No. 
 分店傳真 

Branch Fax No. 
 

（中） 分店地址二（如適用） 

Branch Address 2 （Eng） 

分店電話 

Branch Tel. No. 
 分店傳真 

Branch Fax No. 
 

（中） 分店地址三（如適用） 

Branch Address 3 （Eng） 

分店電話 

Branch Tel. No. 
 分店傳真 

Branch Fax No. 
 

公司負責人簽署及公司蓋章 

Signature and Company C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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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of Issue 
 

標籤編號 

Sticker No. 
 

公司蓋章 

Company 
Ch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