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LACKBERRY ID 协议》 之《BBM  M USIC 附录》  
（”附录”）  

 
BBM Music 是一项月度音乐订阅服务，根据《BBM Music 使用规则》 ，您可获取您选择的音乐，以及同为

订阅者的 BBM Music 好友所选择的音乐。 如欲了解 BBM Music 以及《BBM Music 使用规则》 的详情，

请参见 BBM Music 软件的”帮助”菜单（ 下称”BBM Music 使用规则”） 。  
 
Research In Motion E-Commerce Inc.、Research In Motion E-Commerce Corporation 或 Research In Motion 
E-Commerce S.à.r.l. 中任何一家在您所在辖区内（如 www.blackberry.com/bbmmusic/eula 所载） 提供 

BBM Music 的实体（ 在任何情况下均称为 “RIM-E”） 很高兴地为您个人（ 下称”您”） 提供 BBM 
Music 软件（ 下称”BBM Music 软件”） ，通过该软件，您可获得 BBM Music 通过订阅提供的音乐服务

（ 下称”BBM Music 服务”，与 BBM Music 软件统称为 “BBM Music “） 。  
 
1. 《BlackBerry ID 协议》 。 如欲使用 BBM Music ， 您必须拥有有效的 BlackBerry ID 以及存续的

《 BlackBerry ID 协议》 。 现行的《 BlackBerry ID 协议》 对 RIM 向 BlackBerry ID 持有者提供可用的 

BlackBerry ID 访问服务的事宜作出规定， 其经本附录修订之后， 适用于 BBM Music（统称为

《 BlackBerry ID 协议》 ，而本附录形成《 BBM Music 协议》） 。 若您与 RIM-E 的关联公司而非 

RIM-E 签订《BlackBerry ID 协议》 ，则您同意，就《BBM Music 协议》 而言，该协议的条款与条件为本

《BBM Music 协议》 的组成部分，但仅限于您与 RIM-E 之间。若《BlackBerry ID 协议》 与本附录相抵触，

则应以本附录为准，但仅限于相抵触的范围内。  
 
点击”我同意”的法律效力。 点击下方的”我同意”，即表示您承认已阅读、理解并同意受《BBM Music 

协议》 的约束并遵守此协议。 若您不同意《BBM  M usic 协议》 ，您可能无法访问或使用通过 BBM Music 
提供的会员服务。 如果您对本《BBM Music 协议》 有任何问题或疑问，请通过 legalinfo@rim.com 联系 
RIM。  
 
本 BBM Music 附录仅规定：  (i) BBM Music 软件构成 “BlackBerry 手持设备软件”；(ii) BBM  Music 和 

BlackBerry 设备包含于”您的 BlackBerry 解决方案”；(ii i) BBM  Music 服务构成”服务” 以及 (iv) 作为 

BBM Music 的一部分所提供的全部音乐和封面设计，均构成”第三方内容”。  
 
2. BBM Music 的要求。 如欲访问 BBM Music ，(i) 您必须拥有安装 5.0 或更高版本操作系统的 

BlackBerry 设备；(ii) 您的 BlackBerry 设备必须安装了 BlackBerry Messenger (BBM) 客户端 6.0 或更高版

本的软件以及 (iii) 您的 BlackBerry 设备必须具有 BlackBerry App World (BBAW) 3.0 或更高版本。  
 
3. BBM Music 服务的可用性。 BBM Music 并非在所有辖区均有提供，而且向您提供的音乐以及其他第三

方内容视您所居住的国家而定，这是因为 RIM-E 对提供第三方内容某些项目的授权可能仅限于特定辖区，

也因为第三方内容的某些项目并未在所有辖区均得到许可。  
 
4. 付款。 如欲获得 BBM Music 服务的高级账户（ 定义见《BBM Music 使用规则》 ） ，您应向 RIM-E、其

关联公司或第三方（ 在每种情况下均称为”商家”） 支付订阅费用。 该等购买的条款与条件（ 包括，如关

于付款方式、适用的退款和取消政策以及税款的征收和汇寄等条款）  均应由您与商家另行签订的法律协

议规定。 任何作为 BBM Music 相关销售的商家和／或备案卖家的第三方实体概不承担任何与 BBM 
Music 相关的责任，且仅为本条目而言的指定第三方受益人。  
 
5. 试用订阅。 RIM-E 可向您提供有限时间内免费访问 BBM Music 服务高级账户的试用期。 在此试用期

内的某个时间或此试用期期满后（ 视向您提供的免费有限试用期的时间长短而定） ，我们会要求您提供付



款信息以延长试用，而且根据 BBM Music 的取消政策，在试用期满时，您的试用将转换至一项自动更新

月度预付款的持续订阅服务。  
 
6.第三方音乐服务。 在某些辖区，BBM Music 可提供功能，使您能够点击链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选择您想

购买的音乐。 若如此选择，您将退出 BBM Music 服务并转换至一项第三方服务，通过此项服务，您可完

成此等购买（ ”第三方音乐服务”） 。 您从第三方音乐服务所作的任何购买仅限于您与提供该等服务的

运营商之间，而且构成本《BBM Music 协议》 下的”第三方服务”。  
 
7. 不雅内容。 通过 BBM Music 提供的某些音乐或其他第三方内容可能含有可被视为令人反感、下流或

遭非议的不雅语言或主题。 请在 BBM Music 软件的选项菜单中检查不雅内容的默认设置，以确保您能接

受该设置。  
 
8. 年龄限制和儿童监督。 若允许您的孩子使用您的 BlackBerry 设备听音乐，您有责任确定特定音乐是

否适合您的孩子收听（ 包括此等访问是否应受到限制以排除定义为”不雅”的音乐） 。此外，您应对孩子

访问 BBM Music 承担全部责任，包括与该等使用或访问相关的全部费用或其他责任。 此外，BBM Music 

并不面向未满十三 (13) 周岁的儿童，而且 RIM 并不就 BBM Music 或 BBM Music 软件，故意采集未满

十三 (13) 周岁个人的个人识别信息。  
 
9. 服务与内容条款。 您可使用向您提供的与 BBM Music 相关的第三方内容，但仅应用于您与 BBM 
Music 有关的个人用途（ 即不可用于任何商业目的或谋取任何商业利益） ，且仅应根据本《BBM Music 协

议》 和《BBM Music 使用规则》 使用。 通过 BBM Music 提供的音乐和其他第三方内容均受到第三方知识

产权的保护。 任何未经本《BBM Music 协议》 明确授予的权利均予以明确保留。 任何侵犯知识产权行为

将受到严厉的民事和刑事处罚，且本《BBM Music 协议》 的任何规定均不会对 RIM-E 或其供应商（ 包括

但不限于内容提供商） 根据普通法或衡平法可能拥有的、与保护其各自知识产权或其他专有权利相关的任

何权利或任何救济（ 包括但不限于禁令救济） 产生不利影响。 此外：  

(i) 您同意，BBSLA 保护软件的条款（ 包括但不限于限制使用、复制、修改或分发软件的条款） （ 与该

等《 附加条款》 或《BBM Music 使用规则》 不一致的条款除外） ，无论是单独适用，还是作为您的 

BlackBerry 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均适用于通过 BBM Music 提供的第三方内容，如同第三方内容为

软件。  

(ii) 您可为您的孩子开设账户，但前提是您的孩子已满十三 (13) 周岁，而且您的孩子必须是该账户的

唯一授权用户。 为明确起见，您无权使用该账户，且无其他 BBM Music 授权用户。  

(iii)  您不可将通过 BBM Music 提供的第三方内容作为与手机通话相关的音乐”铃声”。  

(iv) 您同意您承担因您下载或使用 BBM Music 软件或 BBM Music 服务而产生的全部通话服务费用。  

(v)  您仅可复制《BBM Music 使用规则》 以及该等《 附加条款》 的规定所允许的第三方内容，或若为

无数字版权管理的第三方内容，则该等复制对您的个人和非商业用途而言必须是合理必要的，且

您同意明确禁止任何其他复制。  

(vi)  未经版权所有人的事先书面同意，您不可再分发、复制、传输、传播、销售、使用、广播、公开演

出、出租或借出、改编、分许可或以其他方式使用通过  BBM Music 提供的第三方内容。  

(vii)  您同意，RIM -E 保留今后随时修订《 BBM Music 使用规则》 的权利，且在试用期即刻生效，以及

在付费订阅的下一个月度订阅期开始时生效。  

(viii)  您同意，向 RIM-E 和／或其关联公司和／或其服务提供商许可音乐和／或其他内容的内容提供商

（ 下称”内容提供商”） 为本节指定的第三方受益人，只要本节适用于第三方内容； 且本节可由内



容提供商（ 每个内容提供商均如同本节的一方） 按照本节以及英格兰 1999 年《 合同（ 第三方权利）

法》 的适用的条款在该法适用辖区内予以执行。  
 
10. 有限支持。 您有权获得免费支持，详情请参见  http://www.blackberry.com/support/bbmmusic。 此免

费支持是一项根据《BlackBerry ID 协议》 提供的服务。  
 
11. 同意采集信息。 您确认并同意，BBSLA 关于”同意采集信息”的条款适用于您对 BBM Music 软件

和 BBM Music 服务的使用，且该等条款可涉及采集、使用以及向 RIM-E 或其关联公司、服务提供商以及

第三方内容供应商披露的个人信息或由他们披露的个人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您的 BBM Music 个人资料、

联系人列表信息、电子邮箱地址、显示名称、显示图片、状态信息、播放列表、会员状态（ 例如，试用或付

费订阅） 以及专有设备标识符） 。 您同意：  (a) 您的 BlackBerry Messenger 联系人将会看到您是否已安装 

BBM Music；(b) 您的 BBM Music 联系人将会看到您的 BBM Music 个人资料、播放列表和歌曲以及您对

它们的评论； (c) 当您提交对您 BBM Music 联系人的播放列表和歌曲的评论时，您的信息（ 例如，您的评

论、用户资料名称和显示图片） 可能向该个人的其他  BBM Music 联系人显示，以及 (d) BBM Music 可包

含进行分析以根据您的音乐偏好和对 BBM Music 的使用而作出推荐的自动功能。  
 
12. 广告。 您同意，部分 BBM Music 可由广告和／或赞助收入支持，并显示广告和优惠信息，该等广告

和优惠信息的对象可能是非个人识别属性或由 RIM-E 和 RIM 或其服务提供商所收集的综合数据，您也

同意 RIM-E 或其服务提供商可将该等广告放置在 BBM Music 上。 您还同意，RIM -E 可向内容提供商披

露基于您对 BBM Music 使用情况的综合数据。  
 
13. 跨境信息转移。 使用 BBM Music， 即表示您同意，RIM -E 和／或其关联公司和／或服务提供商可在

由 RIM-E 或代表 RIM-E 于欧洲经济区（ 下称 “EEA”） 、加拿大、美国或其他 RIM Group of Companies 
及其服务提供商或代表 RIM Group of Companies 及其服务提供商在其境内运行设备的国家（ 包括您目前

所在地区以外的国家） 运行的服务器上处理和存储信息。 如果您是 EEA 的居民，您同意，您的个人信息

可能转移至 EEA 以外，供 RIM 和／或其关联公司和／或其第三方服务提供商处理和存储。  
 
我同意        我不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