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eagate Recovery Services™  
拯救了我的數位生活！ 
客戶見證

我是一名...圖形設計師、祖母、兒子、母
親、父親、侄子、作曲家、舅舅、孫女、攝
影師、作者、舅母、孫子、祖父、企業主、
最好的朋友、藝術家、醫師、學者、老師、
科學家、侄女、學生、工程師、女兒



過去幾個月，Seagate 收到來自各行各業使用者的巨大回響，他們都曾遇到

無法存取個人硬碟機資料的問題。我們來閱讀其中幾個案例，瞭解人們對 

Seagate Recovery Services (SRS) 的評價為何。

SRS 為所有品牌和型號的儲存媒體，提供最出色的付費性資料救援服務。我

們的職業團隊專長於安全地、可靠地和機密地復原您遺失的資料。如果遺失的

資料極為重要，強烈建議您採取專業的資料救援。請聯絡 SRS 以瞭解您可以

選擇哪些專業的實驗室內復原服務選項。

如需詳細資料，包括電子郵件查詢和線上表格，請造訪： 

http://www.seagate.com/about/contact-us/data-recovery/

www.seagate.com/datarecovery

不要只是相信 
我們的話。   

客戶見證



「...真是天才」

我從來不知道有專門從事資料

復原的服務，更別說能夠像 

Seagate Recovery Services 那

麼快速、有效復原資料的專業服

務。要讓公司和我對技術感到印

象深刻並不容易，但是 Seagate 

資料復原實驗室的技術人員的確

是天才。 

Seagate 能在最快速的周轉時間

內 100% 復原資料，尤其是與我

的公司和我過去接觸過的其他復

原服務相較，更顯得效率驚人。

很顯然我會向需要資料復原的任

何人推薦 SRS。

Eric L.，紐約科特蘭

事情的經過

Seagate Recovery Services 的這個案例，來自於紐約一家為娛樂產業提供儲

存系統和解決方案的公司。這家公司不僅銷售 Seagate 產品，同時也是 SRS 

合作夥伴，該公司在銷售本公司服務時，並未提高產品價格，純粹是以附加

價值的方式提供給客戶。本次的復原是相當重要的，因為寄送至 SRS 實驗室

的內接式硬碟機，內含總部設於洛杉磯的美國嘻哈藝術家、製作人和演員的

檔案。

問題

送至 SRS 的內接式硬碟機有明顯的機械損害。讀寫磁頭故障表示我們必須進

行某些重建工作，例如移植故障零件以維修受損部位。此外，檔案結構毀損使

得復原工作更具挑戰性。

結果如何

SRS 實驗室技術人員特別喜歡接受這類型的挑戰。我們有能力復原遺失的檔

案，客戶也為此感到激動不已。

客戶見證



客戶見證

我要親自感謝各位鼎力相助，全

力協助我恢復檔案。當我開啟摯

友的結婚照和視訊時，不禁感動

到流下淚來。你們在處理檔案時

所付出的耐心，遠超過一般業者

所表現的程度！ 

我知道工作有時候可能只是工

作，但是你們協助我找回摯友的

珍貴時刻，對於這一點，我會永

遠感謝你們的！

Misty G.，加州聖拉蒙

事情的經過

Seagate Recovery Services (SRS) 收到這個裝置時，發現它會發出咔噠聲，

就像是以塑膠片拍擊腳踏車輻條時所發出的聲音。這種情形持續不到一分鐘，

然後就停止了。Misty 試著將外接式硬碟機插到筆記型電腦的 USB 連接埠，

但仍然出現同樣的行為，而且無法存取資料。 

問題

資料碟片的一個表面發生嚴重的媒體損壞。經過進一步檢視之後，我們發現所

有碟片都有受損的情形。這表示資料復原的機會有限，如果我們能設法從硬碟

機擷取任何資料的話。

結果如何

雖然碟片受損，SRS 還是復原了 75% 以上的資料。我們要求客戶檢視復原結

果，並請對方選出最重要的檔案。還好經過測試之後，所有重要檔案都完好無

損，而且可以復原。 

 

 

「我感動到熱淚盈眶...」



「你們擁有實力堅強的團隊...」

事情的經過

V.J. 20 歲的兒子在資料遺失事件發生前二個月過世。他兒子的所有照片和視

訊都儲存在外接式硬碟機上。在處理相片的時候，這部外接式硬碟機掉落到地

面並停止運轉。V.J. 將硬碟機帶到知名的 IT 支援零售商，該零售商再將硬碟

機寄到實驗室進行復原，但未能成功復原資料。客戶請求協助的聲音是響亮而

明確的：「這些相片對我們來說非常珍貴。失去兒子已經夠痛苦了。而今失去

他所儲存的記憶更是令人難以忍受。」 

問題

硬碟機的表面嚴重受損。靠近外緣的部位因磁頭撞擊而毀損。表面的凹痕就像

在執行內部作業時，遭螺絲釘掉落所造成的，可能是在前次嘗試進行資料復原

時留下的。預測的結果並不樂觀；復原的機會微乎其微。

結果如何

雖然本次的復原牽涉到許多複雜因素，然而 Seagate Recovery Services 實驗

室技術人員秉持著不屈不撓的精神，終於設法恢復了重要資料。

客戶見證

我要感謝你們及負責這個案子的

技術人員。我們的兒子因癌症過

世，他所有相片都在這部硬碟機

裡。遺失這部硬碟機就像抹除了

所有回憶一樣。你們從未放棄，

即使嘗試了好幾次，最後終於以

精湛的技術復原資料。 貴團隊的

表現實在驚人。

V. J., Allen，德州



感謝你們以專業技術及快速的方

式擷取將近 700 GB 的資料。 

能夠復原過去的作品實在是太 

棒了。

所擷取的資料代表 25 年多以

來，我所製作和錄製的各種影片

和記錄專案的數位化音訊檔。不

幸的是，用來備份這項資料的硬

碟機也故障了，因此只是說感謝

貴公司拯救了所有資料，實不足

以表達我真實的感恩之意。

William G.，加州洛杉磯

事情的經過

William G. 很確定遺失了大部分的生平作品。William 是一位多產的電影和電

視作曲家，他最近將電腦升級至新的作業系統時，發現外接式硬碟機不會旋

轉。他在那個硬碟機上儲存了將近 700 GB 的資料，包括舊錄音帶的幾個數位

化版本。他告訴我們：「我難過得反胃。我早在 1960 年代就開始在這部硬碟

機儲存音樂檔，而最近一次存檔則是幾天前的事。」

問題

這是個棘手的資料復原案例，這部硬碟機有嚴重的機械問題，擷取作業的確是

相當困難。SRS 實驗室技術人員打開硬碟機機殼的時候，發現主軸馬達已經

卡住，表示硬碟機碟片無法自由轉動。這對 SRS 團隊而言，無疑是艱鉅的挑

戰，因為碟片的設計無法輕易拉開，然後再放置回去。

結果如何

SRS 團隊在收到受損的硬碟機六天之後，與 William 聯絡並帶來好消息：他

的音樂檔已經救回來了。Seagate 復原了 670 GB 左右的 WAV 音樂檔，這是 

William 的數位化作品相當珍貴的部分。

客戶見證

「只是說聲謝謝...實不足以表達我的感恩之心。」



事情的經過

這名客戶的筆電在掉落地面之後，發生讀/寫錯誤。當他嘗試重新安裝 

Windows 作業系統時，筆電發生磁碟 I/O 錯誤。Leo 將筆電送至當地 

維修中心進行維修，但對方告訴他有一個讀取頭毀損，必須予以更換。

問題

讀/寫磁頭故障表示磁頭組當中有一個磁頭故障，因此 SRS 必須完成磁 

頭移植，才能成功復原資料。

結果如何

我們將客戶的所有資料幾乎全數復原，並以新的 Seagate 外接式硬碟機 

將資料送還給客戶。 

客戶見證

我的筆電不慎掉落地面，幾天之

後，我發現硬碟機出現系統故障

和讀/寫問題。我四處尋找專門從

事資料復原的公司，甚至與其中

幾家聯絡。 

在我將硬碟機送至幾家資料復原

公司以尋求協助之後，我終於和

硬碟機的製造商 Seagate 聯絡，

並說明我的情況。我很快就收到

線上說明，告訴我如何將硬碟機

寄送至阿姆斯特丹維修廠。在整

個過程中，我享有絕佳的客戶體

驗，因為我的案子是由單一連絡

點負責，其服務人員總是在場提

供協助，並回答我所提出的任何

問題。 

你們設法將我的資料幾乎是全數

救回，讓我深感滿意。 

Leo K.，瑞典烏普薩拉

「我擁有絕佳的客戶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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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不知道該如何感謝 Seagate。

我的外接式硬碟機毀損之後，

我們認為所有資料肯定都不見

了。Seagate 竟然能夠將檔案全

數復原！最重要的是能夠復原   

10 年來的相片：從我們的婚禮到

兒子出生的一系列相片。我真得

無法形容，能找回這些記憶是多

麼令人雀躍不已的。

Trent M.，愛荷華州得梅因

事情的經過

這名客戶擁有其他公司所製造的外接式硬碟機。他的電腦無法辨識這部硬碟

機，而且硬碟機還會發出跳音。他先將硬碟機帶到當地的 IT 商店，但是商店

人員無法擷取任何資料。Trent 需要復原 iTunes 音樂和數位相片。

問題

SRS 所做的初步評估顯示，客戶所遇到的問題，很可能與硬碟機外殼有關，

而硬碟機本身可能也有不穩定的情形。 

結果如何

我們將客戶遺失的檔案全數復原，客戶最後還購買 Seagate® GoFlex® 硬碟機

以儲存所復原的資料。Trent 和許多客戶一樣，為了感謝 SRS 幫他們取回資

料，而成為 Seagate 的客戶。

客戶見證

www.seagate.com

「...能夠將這些回憶找回來，實在太令人高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