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rivacy Notice 

Date of last revision: September 19, 2014 

This Privacy Notice describes how AliveCor, Inc. and its subsidiaries and affiliates (collectively 

"AliveCor") collects, processes, uses, discloses, and secures information through its mobile 

app (the "App") and its websites.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ways you can use AliveCor’s Services - to record ECGs, request an 

ECG analysis report, email ECGs, and grant access to your providers. In order to deliver the 

Services to you, AliveCor requires you to consent to the collection and processing of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when you initially begin using them. Your information is stored in two 

loca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you with the Services: your mobile device and AliveCor's secure, 

encrypted cloud server. As you use AliveCor’s Services, AliveCor wants you to be clear about 

how AliveCor is using information and the ways in which you can protect your privacy. 

Our Privacy Notice explains: 

 What information AliveCor collects and why AliveCor collects it. 

 How AliveCor uses that information. 

 The choices AliveCor offers regarding AliveCor’s use of the information. 

 The measures AliveCor takes to protect the security of the information. 

AliveCor tries to keep it as simple as possible, but if you're not familiar with terms like cookies, 

IP addresses, pixel tags and browsers, then read about these key terms first. 

Your privacy matters to AliveCor, so whether you are new to AliveCor or a long-time user, you 

can get to know AliveCor’s practices below, and contact them at privacy@alivecor.com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Information AliveCor Collects 

AliveCor may collect the following types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from users of AliveCor’s 

Services, and store it on your mobile device and in the secure and encrypted AliveCor 

database: 

http://www.google.com/policies/privacy/key-terms/


 Contact information (such as name, postal address, email address, and mobile or other 

telephone number) of individuals such as medical professionals, human patients and/or 

their parents or guardians, caretakers of veterinary patients and other visitors; 

 Username and password; 

 Information in customer support inquiries; 

 Human patient demographics such as date of birth and gender; 

 Human patient medical data such as medications and ailments; 

 Payment information (such as payment card number, expiration date, delivery address, 

and billing address); 

 Information about your device, such as its model and operating system version; and 

 Information collected by the Services, includ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such as human 

electrocardiography ('ECG') data, including the ECG measurement itself, mobile device 

accelerometer data, average heart rate, the location on the body where the ECG 

recording was taken (e.g. hand or chest), local time, time zone and geographic location 

of ECG acquisition). 

Cookies 

When you visit AliveCor’s Services or open AliveCor’s emails, AliveCor may collect certain 

information by automated means, such as cookies, web beacons and web server logs. The 

information AliveCor collects in this manner includes IP address, browser characteristics, 

device characteristics, operating system version, language preferences, referring URLs, 

information on actions taken on AliveCor’s Services, and dates and times of website 

visits.  The information does not identify you.  If you continue to use AliveCor’s Services, 

AliveCor will assume that you permit this collection.  If you want to use the Services without 

cookies you may opt out at http://alivecor.com.hk/privacy.  Please note, however, that without 

cookies you may not be able to use all of the features of AliveCor’s Services. 

A 'cookie' is a file that websites send to a visitor's computer or other Internet-connected device 

to uniquely identify the visitor's browser or to store information or settings in the browser. A 

'web beacon' also known as an Internet tag, pixel tag or clear GIF, links web pages to web 

servers and their cookies and may be used to transmit information collected through cookies 

back to a web server. Through these automated collection methods, AliveCor obtains 'click 

stream data,' which is a log of the links and other content on which a visitor clicks while 



browsing a website and identifies the prior website used to access the Services. As the visitor 

clicks through the Services, a record of the action may be collected and stored. AliveCor may 

link certain data elements AliveCor has collected through automated means with other 

information AliveCor has obtained about you to let AliveCor know, for example, whether you 

have opened an email AliveCor sent to you. 

AliveCor uses cookies, web beacons, web server logs and other automated means for 

purposes such as (i) customizing users' visits to AliveCor’s Sites, (ii) delivering content tailored 

to users' interests and the manner in which users browse AliveCor’s Sites, and (iii) managing 

AliveCor’s Sites and other aspects of AliveCor’s business. 

AliveCor may use third-party web analytics services on its Services, such as those of Google 

Analytics. The analytics providers that administer these services use technologies such as 

cookies, web server logs and web beacons collect usage information matched to an IP 

address, but not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to help us analyze how visitors use the Sites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experience of the Sites. The analytics providers may also collect 

information about your use of other websites over time, if those websites also use the same 

analytics providers. To learn more about Google Analytics and how to opt out, please visit 

http://www.google.com/analytics/learn/privacy.html. 

AliveCor may use third-party services on its Services, such as MixPanel, to collect usage data 

in order to understand and continue improving AliveCor’s products and services. To learn 

more about MixPanel, please visit https://mixpanel.com/privacy/. 

How AliveCor Uses 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AliveCor may use 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to: 

 Create and manage accounts; 

 Provide products and services, and give access to the ECG analysis service; 

 Deliver and manage customer support and respond to inquiries; 

 Process payments; 

 Send promotional materials or other communications, communicate about, and 

administer participation in, special events, programs, offers, surveys and market 

research; 



 Perform data analyses (including de-identification and aggrega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Operate, evaluate and improve the business (including developing new products and 

services; enhancing and improving services; managing communications; analyzing 

products; and performing accounting, auditing and other internal functions); 

 Aggregate and anonymise information and images and use and share the resulting data 

for business purposes (for example, to provide beneficial health-related data not limited 

to statistics, trending and services to AliveCor affiliates); 

 Protect against, identify and prevent fraud and other unlawful activity, claims and other 

liabilities; and 

 Comply with and enforce applicable legal requirements, relevant industry standards and 

our policies. 

AliveCor will retain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even if you cease using the Services until such 

time as you notify AliveCor, as indicated in the 'How to Contact Us' section of this Privacy 

Notice, of your intention to cease using the Services indefinitely.  Even after you notify 

AliveCor of your intention to cease using the Services, AliveCor will retain and continue to use 

aggregated and anonymised information and images. 

Information AliveCor Shares 

AliveCor does not sell or otherwise disclose 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ed about you, except 

as described in this Privacy Notice. AliveCor does not rent, sell, or share personal information 

about you with other people or nonaffiliated companies for their direct marketing purposes, 

unless AliveCor has your permission. 

AliveCor shares your information with other users, such as healthcare providers, if you 

explicitly give permission for them to access your ECGs through the Services or you choose to 

email them your ECGs. 

AliveCor also may share personal information with vendors and service providers who perform 

services for u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ovision of the Services based on our instructions. 

Examples of these vendors and service providers include entities that analyze ECG data to 

detect cardiac rhythms, process credit card payments, fulfill orders and provide web hosting 

services. We do not authorize these vendors or service providers to use or disclose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except as necessary to perform services on AliveCor’s behalf or comply 

with legal requirements. 

In addition, AliveCor may access, preserve, and disclose information about you (i) if AliveCor 

is required to do so by law or legal process, (ii) to law enforcement authorities or other 

government officials, (iii) when AliveCor believes disclosure is necessary or appropriate to 

prevent physical harm or financial loss, or in connection with an investigation of suspected or 

actual fraudulent or illegal activity, and (iv) to protect your, our, or others' rights, property or 

safety. 

In the event AliveCor sells or transfers all or a portion of its business or assets (including in the 

event of a reorganization, dissolution or liquidation), such assets likely will include the data 

AliveCor retains. AliveCor will use reasonable efforts to direct the transferee to use personal 

information you have provided to us in a manner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this Privacy Notice. 

Following such a sale or transfer, you may contact the entity to which AliveCor transferred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with any inquiries concerning the processing of that personal information. 

Your Rights and Choices 

AliveCor offers you certain choic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AliveCor 

collects from you, such as how AliveCor uses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how AliveCor 

communicates with you. To update your email preferences, ask us to remove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from AliveCor’s mailing lists or submit a request, please contact us as indicated in 

the 'How to Contact Us' section of this Privacy Notice. 

Users with online accounts may be able to update or delete certain personal information using 

the Services. You may request access to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AliveCor maintains about 

you or request that AliveCor corrects, amends, deletes or blocks the information by contacting 

AliveCor as indicated below by submitting a request via the 'How to Contact AliveCor' section 

of this Privacy Notice.  Any access request may be subject to a fee of £10 ($15 USD) to meet 

AliveCor’s costs in providing you with details of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AliveCor holds about 

you.  You may withdraw any consent you previously provided to us or object at any time on 

legitimate grounds to the processing of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AliveCor will apply your 

preferences going forward.  To exercise any of these rights, please submit a request via the 

'How to Contact Us' section of this Privacy Notice. 



Data Sharing Confirmation 

To facilitate secure sharing of data to a health professional, AliveCor may contact you by email 

to confirm a request to do so. You have the ability to accept or reject those requests. If you 

wish to retract sharing of your data, please submit a request via the 'How to Contact Us' 

section of this Privacy Notice. 

It is your health professional's responsibility to ensure a sharing request is accepted by 

contacting you independently of any AliveCor service. Your ECG history will not be shared 

automatically, your health professional will only see new recordings from the time you 

accepted the request to share such information. 

Data Transfers 

AliveCor may transfer personal information AliveCor collects about you to countries other than 

the country in which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originally was collected. Those countries may not 

have the same data protection laws as the country in which you initially provided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If you are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r data will be maintained and 

proces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f you are located in the EU, your data will be maintained and 

processed in Ireland. When AliveCor transfers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to other countries, 

AliveCor will put in place measures to adequately protect that personal information as 

described in this Privacy Notice so that same level of protection is applied to that personal 

information as would be required were it processed in the country in which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was originally collected. 

How AliveCor Protects Personal Information 

AliveCor maintains administrative, technical and physical safeguards designed to protect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you provide against accidental, unlawful or unauthorized destruction, loss, 

alteration, access, disclosure or use. 

Links to Other Websites and Applications 

The Services may provide links to other websites and applications for your convenience and 

information. These websites and applications may operate independently from us. Linked sites 

and applications may have their own privacy notices or policies, which AliveCor strongly 

suggests you review. To the extent any linked websites or applications are not owned or 



controlled by us, AliveCor is not responsible for the sites' or applications' content, any use of 

the sites or applications, or the privacy practices of the sites or applications. 

Updates to AliveCor’s Privacy Notice 

This Privacy Notice may be updated periodically and without prior notice to you to reflect 

changes to AliveCor’s information practices. AliveCor will post a prominent notice on 

AliveCor’s Services to notify you of any significant changes to AliveCor’s Privacy Notice and 

indicate at the top of the notice when it was most recently updated.  Where required by law, 

AliveCor will seek your explicit consent to specific changes. You agree that AliveCor will 

reserve the right to occasionally notify you via email of any important changes to this Privacy 

Notice and/or Service agreements. 

How to Contact Us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comments about this Privacy Notice, or if you would like us to 

update information we have about you or your preferences, please contact us by email 

at privacy@alivecor.com. You also may write to: 

Units 1602-3, 16/F., Stelux House, No. 698 Prince Edward 

Road East, San Po Kong, Kowloon, Hong Kong 

 

  



隱私權聲明 

最新版本日期：2014 年 09 月 19 日 

本隱私權聲明介紹了 AliveCor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和附屬公司（統稱為“AliveCor”）如何通過其

手機應用程式（簡稱為“App”）及其網站，來收集、處理、使用、公開和保護資訊。 

你可以通過不同的方式來使用 AliveCor 的服務專案來記錄心電圖，請求心電圖分析報告，發送

心電圖郵件以及授權訪問供應商。當你最初開始使用 AliveCor 為你提供的服務專案時，AliveCor

需要你同意 AliveCor 收集和處理你的個人資訊。你的資訊會儲存在兩個地方，以便為你提供服

務：你的移動設備以及 AliveCor 的安全加密雲伺服器。當你使用 AliveCor 的服務專案時，

AliveCor 希望你明白 AliveCor 是如何使用資訊的以及你保護隱私的方式。 

隱私權聲明會解釋以下內容： 

AliveCor 要收集什麼樣的資訊以及為什麼要收集它。 

AliveCor 會如何使用這些資訊。 

AliveCor 提供關於其使用資訊的選擇。 

AliveCor 採取的措施以此來保護資訊安全。 

AliveCor 已嘗試盡可能地簡單介紹，但是如果你不熟悉諸如資訊記錄程式、IP 位址、圖元標籤

以及流覽器等術語，那麼你可以首先閱讀這些關鍵術語。 

你的隱私對於 AliveCor 來說是很重要的，所以無論你是 AliveCor 的新用戶還是長期用戶，如果

你有任何問題，你可以從以下內容瞭解 AliveCor 的規範並通過 privacy@alivecor.com 聯繫

AliveCor。 

AliveCor 收集的資訊 

AliveCor 可以從服務專案的使用者中收集以下類型的個人資訊，然後儲存在你的移動設備以及

安全加密的 AliveCor 資料庫中： 

個人聯繫方式（如姓名、通信地址、郵箱、手機或其他電話號碼），如醫療專業人員、病人和/

或他們的父母或監護人、獸醫病人的看護者和其他訪客； 

用戶名和密碼； 

mailto:privacy@alivecor.com


使用者支援查詢資訊； 

病人統計資料，如出生日期和性別； 

病人的醫療資料，如藥物治療和疾病； 

付款資訊（如支付卡卡號、到期日、收貨地址和帳單地址）； 

設備相關資訊，如型號及作業系統版本；以及 

服務專案收集到的資訊，包括個人資訊（如人的心電圖資料，包含心電圖測量本身、移動設備的

加速計數據、平均心率、心電圖記錄發生的身體位置（如手或胸部）、當地時間、時區、獲得心

電圖的地理位置）。 

資訊記錄程式 

當你訪問 AliveCor 的服務專案或打開 AliveCor 發送的郵件，AliveCor 可能通過自動化方式，如

資訊記錄程式、網路信標和網站伺服器日誌來收集某些資訊。AliveCor 以這種方式收集的資訊包

括 IP 位址、流覽特徵、裝置特徵、作業系統版本、語言選擇、進站前鏈結網頁，對 AliveCor 服

務專案採取行動的資訊、網站訪問的日期和時間。資訊不會識別出你的身份。如果你繼續使用

AliveCor 的服務專案，AliveCor 會認為你允許該資訊收集。如果你想使用沒有資訊記錄程式的

服務專案，你可以選擇退出 http://alivecor.com.hk/privacy 網站。但是請注意，如果沒有資訊記

錄程式，你可能無法使用 AliveCor 服務專案的所有功能。 

“資訊記錄程式”是一種檔，是網站發送到訪客電腦或其他互聯網連接的設備，以此獨特地識別訪

問者流覽器或在流覽器中儲存資訊或設置。“網路信標”又稱為網路標籤、圖元標籤、清晰 GIF，

連接網頁到網路服務器及其資訊記錄程式，並可能用於將通過資訊記錄程式收集的資訊傳回至網

站伺服器。AliveCor 通過這些自動化收集方法獲得‘點選流向資料’，點選流向資料是訪客點擊網

頁和識別之前訪問服務的網站的連結和其他內容的記錄。當訪問者通過服務專案點擊時，可以收

集並儲存操作記錄。AliveCor 可能將通過自動化手段收集到的某些資料元素連結到你讓 AliveCor 

知道的其他資訊，例如，你是否打開了 AliveCor 發送給你的郵件。 

AliveCor 使用資訊記錄程式、網路信標、網站伺服器日誌以及其他自動化手段是為了以下目的，

比如（i）定制用戶訪問網站，（ii）根據使用者的興趣以及使用者流覽 AliveCor 網站的方式來定

制發送內容，以及（iii）管理 AliveCor 網站及公司業務的其他方面。 

AliveCor 可能對服務專案使用協力廠商網站分析服務，比如穀歌分析。管理這些服務的分析供

應商使用資訊記錄程式、網站伺服器日誌以及網路信標收集使用資訊匹配到 IP 位址，除了你的

http://alivecor.com/privacy


個人資訊之外，以便説明 AliveCor 分析訪問者如何使用網站以及改進網站的整體體驗。隨著時

間的推移，如果這些網站也使用同樣的分析供應商，分析供應商也可能收集關於你使用其他網站

的資訊。為了更多地瞭解穀歌分析並如何退出，請訪問

http://www.google.com/analytics/learn/privacy.html 網站。 

AliveCor 可能對 AliveCor 服務專案使用協力廠商服務，如 MixPanel，來收集使用資料，以此瞭

解並繼續改 AliveCor 產品和服務。為了更多地瞭解 MixPanel，請訪問

https://mixpanel.com/privacy/網站。 

AliveCor 如何使用收集到的資訊 

AliveCor 可能使用收集到的資訊來： 

建立和管理帳戶； 

提供產品和服務，並且允許訪問心電圖分析服務； 

提供和管理客戶支援，並回答詢問； 

處理付款； 

發送宣傳資料或其他交流方式，溝通和管理參與、特別活動、計畫、贊助、調研和市場調查； 

執行資料分析（包括個人資訊的分離識別和匯總）； 

管理、評價和改進 AliveCor 業務（包括開發新產品和服務；優化和改進 AliveCor 服務；管理

AliveCor 通訊設備；分析 AliveCor 產品；以及執行會計、審計及其他內部職能）； 

匯總並匿名信息和圖像，以商業目的使用並共用結果資料（例如，提供有益的健康相關資料到

AliveCor 附屬公司，不限於統計資料、趨勢分析以及服務）； 

保護、識別並防止欺詐和其他非法活動、索賠和其他債務； 

遵守並執行適用的法律要求和相關的行業標準和政策。 

AliveCor 會保留你的個人資訊，即使你停止使用服務專案，直到你通知 AliveCor 你打算無限期

地停止使用服務專案，如本隱私權聲明中“AliveCor 聯繫方式”小節所示。即時在你通知 AliveCor 

你打算停止使用 AliveCor 的服務專案，AliveCor 將保留並繼續使用匯總和匿名的資訊和圖像。 

AliveCor 共用資訊 

http://www.google.com/analytics/learn/privac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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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veCor 不會出售或以其他方式披露 AliveCor 收集關於你的個人資訊，除了本隱私權聲明中所

描述的內容之外。AliveCor 不會為了直接行銷目的對其他人或非關聯公司出租、出售或共用你的

個人資訊，除非 AliveCor 得到你的許可。AliveCor 與其他使用者共用你的資訊，如保健服務提

供者，如果你明確地准許他們通過服務專案訪問你的心電圖或你選擇通過電子郵件給他們發送你

的心電圖。 

AliveCor 也可能與供應商和服務供應商分享個人資訊，他們根據 AliveCor 使用說明的服務條款

為 AliveCor 提供服務。這些供應商和服務供應商提供的服務包括分析心電圖資料來檢測心率、

處理信用卡付款、完成訂單以及提供網路託管服務等實體專案。AliveCor 不會授權這些供應商或

服務供應商來使用或披露個人資訊，除了代表 AliveCor 必須履行服務或遵守法律要求。 

另外，AliveCor 可能在以下情況下訪問、保存以及披露你的有關資訊，（i）AliveCor 因法律或

法律程式被要求這樣做；（ii）執法機構或其他政府官員要求；（iii）當 AliveCor 認為披露是有

必要的或是適當的，以防止身體傷害或財務損失，或與涉嫌或實際欺詐或非法活動的調查有關，

（iv）目的是保護你的、AliveCor 或其他人的權利、財產或安全。 

在 AliveCor 出售或轉讓全部或部分業務或資產的情況下（包括重組、解散或清算的情況），這

類資產很可能包括 

AliveCor 所保留的數據。AliveCor 將盡力使受讓人以符合本隱私權聲明的方式來使用提供給

AliveCor 的個人資訊。出售或轉讓之後，你可以聯繫轉讓的公司來詢問個人資訊的處理。 

用戶權利和選擇 

AliveCor 為你提供了一些與你的個人資訊相關的選擇，比如 AliveCor 如何使用個人資訊以及

AliveCor 如何與你溝通。為了更新你的郵件偏好，要求 AliveCor 從郵寄清單中刪除你的個人資

訊或提交請求，請聯繫 AliveCor，如本隱私權聲明中“AliveCor 聯繫方式”小節所示。 

有線上帳戶的使用者可以使用服務專案來更新或刪除某些個人資訊。你可以要求獲得 AliveCor

為你維護的個人資訊，或如下文所示，聯繫並要求 AliveCor 通過本隱私權聲明中“AliveCor 聯繫

方式”小節提交請求來改正、修改、刪除或阻止資訊。任何訪問請求可能要求付費 10 歐元（15

美元），以滿足 AliveCor 為你保留所提供的詳細個人資訊所耗費的成本。你可以撤回任何之前

提供給 AliveCor 的同意書或以合理的理由在任何時間內拒絕個人資訊的處理，AliveCor 會知悉

你的請求。為了行使這些權利，請通過本隱私權聲明中“AliveCor 聯繫方式”小節提交請求。 

資料共用確認 



為了方便保健專業人員安全共用資料，AliveCor 可能通過郵件與你聯繫以確認要求。你有權接受

或拒絕這些請求。如果你想收回資料的共用，請通過本隱私權聲明中“AliveCor 聯繫方式”小節提

交請求。 

這是你的保健專業人員的責任，通過聯繫你來確保共用請求通過，獨立於任何 AliveCor 服務。

你的心電圖歷史記錄不會自動共用，你的保健專業人員只會看見你接受請求時的新記錄，以此來

共用此資訊。 

資料傳送 

AliveCor 可以將收集的關於你的個人資訊傳送到其他國家，而不是個人資訊原始採集國。作為你

最初提供個人資訊的國家，他們可能沒有同樣的資料保護法。如果你在美國，你的資料將會在美

國維護和處理。如果你在歐盟，你的資料將會在愛爾蘭維護和處理。當 AliveCor 將你的個人資

訊傳送到其他國家時，AliveCor 將措施落實到位來充分保護個人資訊，如本隱私權聲明所述，以

便將相同的保護級別應用於個人資訊，就好像這些資訊是在採集國家處理的一樣。 

AliveCor 保護個人資訊的方式 

AliveCor 維護管理、技術和物質方面的保障措施，其目的在於保護你提供的個人資訊免於意外的、

非法的或未經授權的破壞、損失、變更、訪問、披露或使用。 

連接到其他網站及應用程式 

為了你的便利和以供參考，AliveCor 服務專案可能提供連結到其他網站和應用程式。這些網站和

應用程式可以獨立於 AliveCor 運作。連結的網站和應用程式可能會有自己的隱私通知或政策，

因此 AliveCor 強烈建議你閱讀。在一定程度上，任何連結的網站或應用程式不是由 AliveCor 所

擁有或控制，AliveCor 不對網站或應用程式的內容、網站或應用程式的任何使用或其隱私規範進

行負責。 

AliveCor 隱私權聲明更新 

本隱私權聲明可能會定期更新，不會事先通知你就反映 AliveCor 的資訊規範中的變化。AliveCor

會在服務專案上張貼明顯通知，以此通知你 AliveCor 隱私權聲明中任何重大變化，並在通知頂

部注明該隱私權聲明是最近更新的。對於法律所要求的地方，AliveCor 將尋求你明確同意其具體

變化。你同意，AliveCor 將保留權利，通過郵件不定期通知你本隱私權聲明和/或服務協定的任

何重大變化。 

如何聯繫我們 



如果你有任何關於隱私權聲明的問題或建議，或者你想要我們更新已有的你或者你的偏好的信息，

請通過郵箱 customersupport@alivecor.hk 聯繫我們。你也可以寫信到： 

Units 1602-3, 16/F., Stelux House, No. 698 Prince Edward 

Road East, San Po Kong, Kowloon, Hong Kong 



隐私声明 

最新版本日期：2014 年 09 月 19 日 

本隐私声明介绍了 AliveCor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和附属公司（统称为“AliveCor”）如何通过其手

机应用程序（简称为“App”）及其网站，来收集、处理、使用、公开和保护信息。 

你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使用 AliveCor 的服务项目来记录心电图，请求心电图分析报告，发送

心电图邮件以及授权访问供应商。当你最初开始使用 AliveCor 为你提供的服务项目时，AliveCor

需要你同意 AliveCor 收集和处理你的个人信息。你的信息会储存在两个地方，以便为你提供服

务：你的移动设备以及 AliveCor 的安全加密云服务器。当你使用 AliveCor 的服务项目时，

AliveCor 希望你明白 AliveCor 是如何使用信息的以及你保护隐私的方式。 

隐私声明会解释以下内容： 

AliveCor 要收集什么样的信息以及为什么要收集它。 

AliveCor 会如何使用这些信息。 

AliveCor 提供关于其使用信息的选择。 

AliveCor 采取的措施以此来保护信息安全。 

AliveCor 已尝试尽可能地简单介绍，但是如果你不熟悉诸如信息记录程序、IP 地址、像素标签

以及浏览器等术语，那么你可以首先阅读这些关键术语。 

你的隐私对于 AliveCor 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无论你是 AliveCor 的新用户还是长期用户，如果

你有任何问题，你可以从以下内容了解 AliveCor 的规范并通过 privacy@alivecor.com 联系

AliveCor。 

AliveCor 收集的信息 

AliveCor 可以从服务项目的用户中收集以下类型的个人信息，然后储存在你的移动设备以及安

全加密的 AliveCor 数据库中： 

个人联系方式（如姓名、通信地址、邮箱、手机或其他电话号码），如医疗专业人员、病人和/

或他们的父母或监护人、兽医病人的看护者和其他访客； 

用户名和密码； 

用户支持查询信息； 

mailto:privacy@alivecor.com


病人统计资料，如出生日期和性别； 

病人的医疗数据，如药物治疗和疾病； 

付款信息（如支付卡卡号、到期日、收货地址和账单地址）； 

设备相关信息，如型号及操作系统版本；以及 

服务项目收集到的信息，包括个人信息（如人的心电图数据，包含心电图测量本身、移动设备的

加速计数据、平均心率、心电图记录发生的身体位置（如手或胸部）、当地时间、时区、获得心

电图的地理位置）。 

信息记录程序 

当你访问 AliveCor 的服务项目或打开 AliveCor 发送的邮件，AliveCor 可能通过自动化方式，如

信息记录程序、网络信标和网站服务器日志来收集某些信息。AliveCor 以这种方式收集的信息包

括 IP 地址、浏览特征、装置特征、操作系统版本、语言选择、进站前链结网页，对 AliveCor 服

务项目采取行动的信息、网站访问的日期和时间。信息不会识别出你的身份。如果你继续使用

AliveCor 的服务项目，AliveCor 会认为你允许该信息收集。如果你想使用没有信息记录程序的

服务项目，你可以选择退出 http://alivecor.com.hk/privacy 网站。但是请注意，如果没有信息记

录程序，你可能无法使用 AliveCor 服务项目的所有功能。 

“信息记录程序”是一种文件，是网站发送到访客电脑或其他互联网连接的设备，以此独特地识别

访问者浏览器或在浏览器中储存信息或设置。“网络信标”又称为网络标签、像素标签、清晰 GIF，

连接网页到网络服务器及其信息记录程序，并可能用于将通过信息记录程序收集的信息传回至网

站服务器。AliveCor 通过这些自动化收集方法获得‘点击流数据’，点击流数据是访客点击网页和

识别之前访问服务的网站的链接和其他内容的记录。当访问者通过服务项目点击时，可以收集并

储存操作记录。AliveCor 可能将通过自动化手段收集到的某些数据元素链接到你让 AliveCor 知

道的其他信息，例如，你是否打开了 AliveCor 发送给你的邮件。 

AliveCor 使用信息记录程序、网络信标、网站服务器日志以及其他自动化手段是为了以下目的，

比如（i）定制用户访问网站，（ii）根据用户的兴趣以及用户浏览 AliveCor 网站的方式来定制发

送内容，以及（iii）管理 AliveCor 网站及公司业务的其他方面。 

AliveCor 可能对服务项目使用第三方网站分析服务，比如谷歌分析。管理这些服务的分析供应

商使用信息记录程序、网站服务器日志以及网络信标收集使用信息匹配到 IP 地址，除了你的个

人信息之外，以便帮助 AliveCor 分析访问者如何使用网站以及改进网站的整体体验。随着时间

的推移，如果这些网站也使用同样的分析供应商，分析供应商也可能收集关于你使用其他网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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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为了更多地了解谷歌分析并如何退出，请访问

http://www.google.com/analytics/learn/privacy.html 网站。 

AliveCor 可能对 AliveCor 服务项目使用第三方服务，如 MixPanel，来收集使用数据，以此了解

并继续改AliveCor 产品和服务。为了更多地了解 MixPanel，请访问 https://mixpanel.com/privacy/

网站。 

AliveCor 如何使用收集到的信息 

AliveCor 可能使用收集到的信息来： 

建立和管理账户； 

提供产品和服务，并且允许访问心电图分析服务； 

提供和管理客户支持，并回答询问； 

处理付款； 

发送宣传资料或其他交流方式，沟通和管理参与、特别活动、计划、赞助、调研和市场调查； 

执行数据分析（包括个人信息的分离识别和汇总）； 

管理、评价和改进 AliveCor 业务（包括开发新产品和服务；优化和改进 AliveCor 服务；管理

AliveCor 通讯设备；分析 AliveCor 产品；以及执行会计、审计及其他内部职能）； 

汇总并匿名信息和图像，以商业目的使用并共享结果数据（例如，提供有益的健康相关数据到

AliveCor 附属公司，不限于统计资料、趋势分析以及服务）； 

保护、识别并防止欺诈和其他非法活动、索赔和其他债务； 

遵守并执行适用的法律要求和相关的行业标准和政策。 

AliveCor 会保留你的个人信息，即使你停止使用服务项目，直到你通知 AliveCor 你打算无限期

地停止使用服务项目，如本隐私声明中“AliveCor 联系方式”小节所示。即时在你通知 AliveCor 你

打算停止使用 AliveCor 的服务项目，AliveCor 将保留并继续使用汇总和匿名的信息和图像。 

AliveCor 共享信息 

AliveCor 不会出售或以其他方式披露 AliveCor 收集关于你的个人信息，除了本隐私声明中所描

述的内容之外。AliveCor 不会为了直接营销目的对其他人或非关联公司出租、出售或共享你的个

http://www.google.com/analytics/learn/privac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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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信息，除非 AliveCor 得到你的许可。AliveCor 与其他用户共享你的信息，如保健服务提供商，

如果你明确地准许他们通过服务项目访问你的心电图或你选择通过电子邮件给他们发送你的心

电图。 

AliveCor 也可能与供应商和服务供应商分享个人信息，他们根据 AliveCor 使用说明的服务条款

为 AliveCor 提供服务。这些供应商和服务供应商提供的服务包括分析心电图数据来检测心率、

处理信用卡付款、完成订单以及提供网络托管服务等实体项目。AliveCor 不会授权这些供应商或

服务供应商来使用或披露个人信息，除了代表 AliveCor 必须履行服务或遵守法律要求。 

另外，AliveCor 可能在以下情况下访问、保存以及披露你的有关信息，（i）AliveCor 因法律或

法律程序被要求这样做；（ii）执法机构或其他政府官员要求；（iii）当 AliveCor 认为披露是有

必要的或是适当的，以防止身体伤害或财务损失，或与涉嫌或实际欺诈或非法活动的调查有关，

（iv）目的是保护你的、AliveCor 或其他人的权利、财产或安全。 

在 AliveCor 出售或转让全部或部分业务或资产的情况下（包括重组、解散或清算的情况），这

类资产很可能包括 

AliveCor 所保留的数据。AliveCor 将尽力使受让人以符合本隐私声明的方式来使用提供给

AliveCor 的个人信息。出售或转让之后，你可以联系转让的公司来询问个人信息的处理。 

用户权利和选择 

AliveCor 为你提供了一些与你的个人信息相关的选择，比如 AliveCor 如何使用个人信息以及

AliveCor 如何与你沟通。为了更新你的邮件偏好，要求 AliveCor 从邮件列表中删除你的个人信

息或提交请求，请联系 AliveCor，如本隐私声明中“AliveCor 联系方式”小节所示。 

有在线账户的用户可以使用服务项目来更新或删除某些个人信息。你可以要求获得 AliveCor 为

你维护的个人信息，或如下文所示，联系并要求 AliveCor 通过本隐私声明中“AliveCor 联系方式”

小节提交请求来改正、修改、删除或阻止信息。任何访问请求可能要求付费 10 欧元（15 美元），

以满足 AliveCor 为你保留所提供的详细个人信息所耗费的成本。你可以撤回任何之前提供给

AliveCor 的同意书或以合理的理由在任何时间内拒绝个人信息的处理，AliveCor 会知悉你的请

求。为了行使这些权利，请通过本隐私声明中“AliveCor 联系方式”小节提交请求。 

数据共享确认 

为了方便保健专业人员安全共享数据，AliveCor 可能通过邮件与你联系以确认要求。你有权接受

或拒绝这些请求。如果你想收回数据的共享，请通过本隐私声明中“AliveCor 联系方式”小节提交

请求。 



这是你的保健专业人员的责任，通过联系你来确保共享请求通过，独立于任何 AliveCor 服务。

你的心电图历史记录不会自动共享，你的保健专业人员只会看见你接受请求时的新记录，以此来

共享此信息。 

数据传送 

AliveCor 可以将收集的关于你的个人信息传送到其他国家，而不是个人信息原始采集国。作为你

最初提供个人信息的国家，他们可能没有同样的数据保护法。如果你在美国，你的数据将会在美

国维护和处理。如果你在欧盟，你的数据将会在爱尔兰维护和处理。当 AliveCor 将你的个人信

息传送到其他国家时，AliveCor 将措施落实到位来充分保护个人信息，如本隐私声明所述，以便

将相同的保护级别应用于个人信息，就好像这些信息是在采集国家处理的一样。 

AliveCor 保护个人信息的方式 

AliveCor 维护管理、技术和物质方面的保障措施，其目的在于保护你提供的个人信息免于意外的、

非法的或未经授权的破坏、损失、变更、访问、披露或使用。 

连接到其他网站及应用程序 

为了你的便利和以供参考，AliveCor 服务项目可能提供链接到其他网站和应用程序。这些网站和

应用程序可以独立于 AliveCor 运作。链接的网站和应用程序可能会有自己的隐私通知或政策，

因此 AliveCor 强烈建议你阅读。在一定程度上，任何链接的网站或应用程序不是由 AliveCor 所

拥有或控制，AliveCor 不对网站或应用程序的内容、网站或应用程序的任何使用或其隐私规范进

行负责。 

AliveCor 隐私声明更新 

本隐私声明可能会定期更新，不会事先通知你就反映 AliveCor 的信息规范中的变化。AliveCor

会在服务项目上张贴明显通知，以此通知你 AliveCor 隐私声明中任何重大变化，并在通知顶部

注明该隐私声明是最近更新的。对于法律所要求的地方，AliveCor 将寻求你明确同意其具体变化。

你同意，AliveCor 将保留权利，通过邮件不定期通知你本隐私声明和/或服务协议的任何重大变

化。 

如何联系我们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隐私声明的问题或建议，或者你想要我们更新已有的你或者你的偏好的信息，

请通过邮箱 customersupport@alivecor.hk 联系我们。你也可以写信到： 

Units 1602-3, 16/F., Stelux House, No. 698 Prince Edward 



Road East, San Po Kong, Kowloon, Hong K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