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LACKBERRY ID 協定》 之《BBM  M USIC 附錄》  
（「 附錄」 ）  

 
BBM Music 是一項月度音樂訂閱服務，根據《BBM Music 使用规则》 ，您可獲取您以及您的 BBM Music 
好友（ 也是訂閱者） 所選擇的音樂。  如欲瞭解 BBM Music 以及《BBM Music 使用規則》 的詳細說明，請參

見 BBM Music 軟體的「 説明」 功能表（ 下稱「BBM Music 使用規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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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區內（如 www.blackberry.com/bbmmusic/eula 所列） 提供 BBM 
Music 的實體（ 在任何情況下均稱為 「 RIM-E」） 很榮幸向您個人（ 下稱「 您」） 提供 BBM Music 軟體（

下稱「 BBM Music 軟體」） ，透過該軟體，您可獲得 BBM Music 基於訂閱的音樂服務（ 下稱「 BBM Music 
服務」，與 BBM Music 軟體統稱為 「 BBM Music 」） 。  
 
1. 《BlackBerry ID 協定》 。 如欲訂閱 BBM Music ， 您必須擁有有效的 BlackBerry ID 以及存續的

《 BlackBerry ID 協定》 。 RIM 根據現行《 BlackBerry ID 協定》 向 BlackBerry ID 持有人提供 BlackBerry ID 
存取服務，其經本附錄修訂之後，適用於 BBM Music（統稱為《 BlackBerry ID 協定》 ，而本附錄形成

《 BBM Music 協定》） 。 若您與 RIM-E 的關聯公司而非 RIM-E 簽訂《BlackBerry ID 協定》 ，則您同意，

就《BBM Music 協定》 而言，該協定的條款與條件為本《BBM Music 協定》 的組成部分，但僅限於您與 

RIM-E 之間。若《BlackBerry ID 協定》 與本附錄相抵觸，則應以本附錄為准，但僅限於相抵觸的範圍內。  
 
按一下「 我同意」 的法律效力。  按一下下方的「 我同意」 ，即表示您承認已閱讀、理解並同意受《BBM 

Music 協定》 的約束並遵守此協定。  若您不同意《BBM  M usic 協定》 ，您可能無法獲得或使用透過 BBM 
Music 提供的會員服務。  如果您對本《BBM Music 協定》 有任何問題或疑問，請透過 legalinfo@rim.com 聯
絡 RIM。  
 
僅為本 BBM Music 附錄之目的：  (i) BBM Music 軟體構成「 BlackBerry 手持軟體」 ；(ii) BBM  Music 和 

BlackBerry 設備包含於「 您的 BlackBerry 解決方案」 ；(ii i) BBM Music 服務構成「 服務」  以及 (iv) 作為 

BBM Music 的一部分所提供的全部音樂和封面，均構成「 第三方內容」 。  
 
2. BBM Music 的要求。 如欲獲取 BBM Music ，(i) 您必須擁有安裝版本 5.0 或更高版本的操作系統的 

BlackBerry 設備；(ii) 您的 BlackBerry 設備必須安裝 BlackBerry Messenger (BBM) 用戶端版本 6.0 或更高

版本的軟體以及 (iii) 您的 BlackBerry 設備必須安裝 BlackBerry App World (BBAW) 版本 3.0 或更高版本。  
 
3. BBM Music 服務的可用性。 BBM Music 並非在所有轄區均有提供，而且向您所提供的音樂以及其他第

三方內容視您所居住的國家而定，這是因為 RIM-E 提供第三方內容某些項目的授權可能僅限於特定轄區，

也因為內容的某些項目並未在所有轄區均得到許可。  
 
4. 付款。 如欲獲得 BBM Music 服務的高級帳戶（ 如《BBM Music 使用規則》 的定義） ，您應向 RIM-
E、RIM -E 關聯公司或第三方（ 在每種情況下均稱為「 商家」） 支付訂閱費。  該等購買的條款與條件（ 包括

但不限於，關於付款方式、適用的退款和取消訂閱政策以及稅費的徵收和匯款等的條款）  均應由您與商家

另行簽訂法律協定。  任何作為 BBM Music 相關銷售的商家和／或備案賣家的第三方實體概不承擔任何與 

BBM Music 相關的責任，且僅為本條款而言作為目標第三方受益人。  
 
5. 試用訂閱。 RIM-E 可向您提供免費使用 BBM Music 服務高級帳戶一段有限時間的試用期。  在此試用

期內的某個時間或此試用期期滿後（ 視向您提供的免費有限試用期的時間長短而定） ，您應提供您的付款



資訊以繼續試用，而且根據 BBM Music 的取消訂閱政策，在試用期滿時，您的試用將轉換成一項自動展期

的月度預付款持續訂閱服務。  
 
6.第三方音樂服務。 在某些轄區，BBM  Music 可提供相關功能，使您能夠點選連結或透過其他方式選擇您

想購買的音樂。  若您選擇此選項，您將退出 BBM Music 服務並轉換至一項第三方服務，您可透過此項服

務完成此等購買（ 「 第三方音樂服務」） 。  您從第三方音樂服務所作的任何購買僅限於您與提供該等服務

的運營商之間，而且構成本《BBM Music 協定》 下的「 第三方服務」 。  
 
7. 露骨內容。 透過 BBM Music 提供的某些音樂或其他第三方內容可能含有會被視為具攻擊性、不雅或令

人反感的露骨語言或主題。  請在 BBM Music 軟體的選項功能表中檢查露骨內容的預設設置，以確保您能

接受該設置。  
 
8. 年齡限制和兒童監督。 若您允許您的孩子使用您的 BlackBerry 設備聽音樂，您有責任確定特定音樂是

否適合您的孩子（ 包括此等存取是否應限制為排除定義為「 露骨」 的音樂） 。此外，您應對您孩子對 BBM 
Music 的存取承擔全部責任，包括與該等使用或獲取相關的全部費用或其他責任。  此外，BBM Music 並以

未滿十三 (13) 周歲的兒童為目標用戶，而且 RIM 並不就 BBM Music 或 BBM Music 軟體，故意蒐集未滿

十三 (13) 周歲的個人的個人可識別資訊。  
 
9. 服務與內容規則。 您可使用向您提供的與 BBM Music 相關的第三方內容，但僅應用於您的個人用途結

合 BBM Music 使用（ 即不可用於任何商業目的或謀取任何商業利益） ，且僅應根據本《BBM Music 協定》

和《BBM Music 使用規則》 使用。  透過 BBM Music 提供的音樂和其他第三方內容均受到第三方智慧財產

權的保護。  任何未經本《BBM Music 協定》 明確授予的權利均予以明確保留。  任何智慧財產權侵權行為

將受到嚴厲的民事和刑事處罰，且本《BBM Music 協定》 的任何規定均不會對 RIM-E 或其供應商（ 包括但

不限於內容提供商） 根據普通法或衡平法可能擁有的與保護其各自智慧財產權或其他專有權利相關的任何

權利或任何救濟追索權（ 包括但不限於禁令救濟） 產生不利影響。  此外：  

(i) 您同意，BBSLA 保護軟體的條款（ 包括但不限於限制軟體使用、複製、修改或分發的條款） （ 與此

等《 附加條款》 或《BBM Music 使用規則》 不一致的條款除外） ，無論是單獨適用，還是作為您的 

BlackBerry 解決方案的一部分，均適用於透過 BBM Music 提供的第三方內容，如同第三方內容為

軟體。  

(ii) 您可為您的孩子開設帳戶，但前提是您的孩子已滿十三 (13) 周歲，而且您的孩子必須是該帳戶的

唯一授權使用者。  為明確起見，您無權使用該帳戶，且該帳戶無其他 BBM Music 授權使用者。  

(iii) 您不可將透過 BBM Music 提供的第三方內容作為與手機通話相關的音樂「 鈴聲」 。  

(iv) 您同意您應承擔因您下載或使用 BBM Music 軟體或 BBM Music 服務而產生的全部通訊服務費。  

(v) 您僅可拷貝《BBM Music 使用規則》 以及此等《 附加條款》 的規定所允許的第三方內容，或者若是

無數位版權管理的第三方內容，該等拷貝對您的個人和非商業用途而言必須為合理且必要的，且

您同意明確禁止任何其他拷貝。  

(vi) 未經版權所有人的事先書面同意，您不可再分發、複製、傳輸、傳播、銷售、使用、廣播、公開演出、

出租或借出、改編、分許可或出於其他用途而使用透過 BBM Music 提供的第三方內容。  

(vii) 您同意，RIM -E 保留今後隨時修訂《BBM Music 使用規則》 的權利，且此等修訂在試用期即刻生效，

以及在付費訂閱的下一個月度訂閱期開始時生效。  

(viii) 您同意，向 RIM-E 和／或其關聯公司和／或其服務提供商許可音樂和／或其他內容的內容提供商

（ 下稱「 內容提供商」） 為本節的目標第三方受益人，前提是本節適用於第三方內容，且可由內容



提供商（ 如同每個內容提供商為本節的一方） 按照本節以及英格蘭 1999 年《 合同（ 第三方權利） 法》

規定在該法適用轄區內予以執行。  
 
10. 有限支援。 您有權獲得免費支援，詳情請參見 http://www.blackberry.com/support/bbmmusic。 此免費支

援是一項根據《BlackBerry ID 協定》 提供的服務。  
 
11. 同意資訊蒐集。 您確認並同意，BBSLA 關於「 同意資訊蒐集」 的條款適用於您對 BBM Music 軟體和 

BBM Music 服務的使用，且該等條款可能涉及蒐集、使用以及向 RIM-E 或其關聯公司和服務提供商以及

第三方內容供應商披露或由他們披露的個人資訊（ 包括但不限於您的 BBM Music 個人資料、聯繫人名單

資訊、電子郵箱地址、顯示姓名、顯示圖片、狀態訊息、播放列表、會員狀態（ 例如，試用或付費訂閱） 以

及獨特的設備標識符） 。  您同意：  (a) 您的 BlackBerry Messenger 聯絡人將會看到您是否已安裝 BBM 
Music；(b) 您的 BBM Music 聯絡人將會看到您的 BBM Music 個人資料、播放列表和歌曲以及您對它們的

評論； (c) 當您提交對您 BBM Music 聯絡人的播放列表和歌曲的評論時，您的資訊（ 例如，您的評論、用戶

資料名稱和顯示圖片） 可能向該個人的其他 BBM Music 聯絡人顯示，以及 (d) BBM Music 可能包含進行

分析以基於您的音樂偏好和對 BBM Music 的使用而作出推薦的自動功能。  
 
12. 廣告。 您同意，部分 BBM Music 可由廣告和／或贊助收入支援，並顯示廣告和優惠資訊，該等廣告和

優惠資訊可能針對非個人的可識別屬性或由 RIM-E 和 RIM 或其服務提供商所蒐集的綜合資料，您也同意 

RIM-E 或其服務提供商可將該等廣告放置在 BBM Music 上。  您還同意，RIM -E 可向內容提供商披露基於

您對 BBM Music 的使用的綜合資料。  
 
13. 跨境資訊傳輸。 使用 BBM Music，即表示您同意，RIM -E 和／或其關聯公司和／或服務提供商可在由

或代表 RIM-E 在歐洲經濟區（ 下稱 「 EEA」） 、加拿大、美國或其他國家（ 具有由或代表 RIM Group of 
Companies 及其服務提供商運營的設施）（ 包括您目前所在地區以外的國家） 運營的伺服器上處理和存儲

資訊。  如果您是 EEA 的居民，您同意，您的個人資訊可能被傳輸至 EEA 之外，供 RIM 和／或其關聯公司

和／或其第三方服務提供商處理和存儲。  
 
我同意        我不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