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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如果您是消費者，您可能擁有合約無法修改的某些法定權利。如果相關法律明確禁止進
行修改，則在法律規定範圍內，這些許可條款中的任何條款均不會對這些法定權利產生修改作
用。如果法律要求將這些許可條款翻譯成任何其他語言，那麼在英文版本與其任何翻譯版本存在
任何衝突或差異時，應以這些許可條款的英文版本為準。如果 RIM 向您提供的這些許可條款不
是英文版本，這純粹是為了您的方便起見。

BLACKBERRY 產消者服務協定

Research In Motion Limited 或其關聯公司之一（「RIM」）榮幸地向您提供：

「BlackBerry 產消者服務」由 RIM 設計並提供，讓 RIM 客戶可以享有 RIM BlackBerry 專有伺服
器 軟 體 的 某 些 功 能 ， 而 無 需 購 買 此 類 伺 服 器 軟 體 。 BlackBerry 產 消 者 服 務包 括 RIM 的
「BlackBerry 互聯網服務」。使用 BlackBerry 互聯網服務，訂户可以：(a) 將某些 ISP 或其他第三
方電子郵件帳戶結合於您的手持產品中，使之具備基於推送技術的發送功能；(b) 為您的手持產品
創建一個基於設備的電子郵件地址；以及 (c) 獲取某些互聯網內容和服務。BlackBerry 互聯網服務
的電子郵件功能也稱為「我的電子郵件」(MyEmail) ，「BlackBerry 互聯網郵件」(BlackBerry 

Internet Mail) 和/或您的通訊服務供應商專用的某個產品名稱。您的通訊服務供應商可能不支援
BlackBerry 產消者服務的所有或部分內容，具體情況請與您的通訊服務供應商聯絡。

BLACKBERRY 產消者服務是作為「BLACKBERRY 解決方案」的一部分而向您提供的「服
務」，受經此附錄修訂後的 RIM 標準 BLACKBERRY 軟體許可協定（「BBSLA」）的條款約
束。此附錄及 BBSLA 聯合構成 BLACKBERRY 產消者服務以及使用該類服務時一併使用的軟體
的「協定」。除非此處另有規定，否則此處所用的所有大寫條款均應具有與 BBSLA 中的此等大
楷條款相同的含義。 BBSLA 與此附錄一起載於您的通訊服務供應商的 BLACKBERRY 產消者服
務網站上。如果您剛剛購入 BLACKBERRY 設備，在您使用 BLACKBERRY 手持軟體之前要求您
同意的軟體協定即為 BBSLA 的最新版本。如果您因任何原因無法找到 BBSLA 的最新版本，可以
登錄 WWW.BLACKBERRY.COM/LEGAL 查看或發郵件到 LEGALINFO@RIM.COM 與 RIM 聯
絡。如果您對本協議的條款有任何問題或疑慮，請通過 LEGALINFO@RIM.COM 與 RIM 聯絡。

通過點擊以下「我接受」同意這些許可條款之後，您個人，或，在您獲得授權代表您的公司或其
他組織取得產消者服務的情況下則是您所代表的實體（二者均稱為「您」），同意接受本協議的
約束。請注意，您必須達到您所在地區的法定成年歲數，方能同意此協議。如果您未到法定成年
歲數，您如需獲得 BLACKBERRY 產消者服務，則必須由您的監護人同意此協議並授權您作為
「授權用戶」使用 BLACKBERRY 產消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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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在啟動或使用 BLACKBERRY 產消者服務之前決定不同意此協議的條款，那麼您無權獲得這
些服務，也無權使用與這些服務相關的任何「軟體」。

BLACKBERRY 產消者服務的特定條款

1. 「服務」的定義。為免生疑問，據此提供的 BlackBerry 產消者服務是  下您 BlackBerry 解
決方案的一部分。

2. 通訊服務供應商。BlackBerry 產消者服務必須由您的通訊服務供應商支援，要獲得這些服
務，您必須與您的通訊服務供應商達成協定。使用 BlackBerry 產消者服務，您並不向 RIM 支付任
何費用，BlackBerry 產消者服務的所有費用均支付給您的通訊服務供應商。要獲得支援，請聯絡
您的通訊服務供應商，RIM 不直接向終端用戶提供支援。

3. 未授權使用。如有任何未經授權使用您的 BlackBerry 產消者服務的情況，您必須立即通知
RIM。您同時還同意您將不會擾亂 BlackBerry 產消者服務的功能，獲取另一個終端用戶的密碼，
或進行干擾其他終端用戶使用 BlackBerry 產消者服務的行為。

4. 對 BlackBerry 產消者服務的使用限制/更改。您同意 RIM 在不對您負有任何責任的情況
下，可以限制您對 BlackBerry 產消者服務的使用，和/或對使用限制進行修改，同時可以對
BlackBerry 專業級服務進行更改，其中包括對任何現有 BlackBerry 產消者服務的功能進行實質性
限制或降低的更改。在可行的情況下，RIM 將作出合理的努力，在 BlackBerry 產消者服務網站上
發佈有關這些限制和/或相應修改的通知，或依據 BBSLA 向您發出通知。您同意遵守這些限制作
為您繼續使用 BlackBerry 產消者服務的條件。

5. 丟失/失竊/轉讓的手持產品。您的手持產品具有一個獨一無二的識別號碼，該號碼用於將
您的電子郵件地址與您的手持產品連結起來，從而將電子郵件或其他資料轉至該手持產品。如果
您的手持產品丟失或被盜，或者您將您的手持產品轉讓給第三方（在 BBSLA 和您與您的通訊服
務供應商的協定允許的情況下），您必須立即登錄 BlackBerry 產消者服務網站，取消您的電子郵
件地址與該手持產品的聯繫。

6. 備份/清除資料要求。RIM 對傳送至您的手持產品的任何資料不負有責任，適用法律特別
禁止的範圍除外。RIM 建議您定時為手持產品上所有的電子郵件、內容和/或者其他資料作備份，
RIM 並不保存此類資料。如果您轉讓您的手持產品（BBSLA 允許的情況下），您必須清除手持
產品上的所有資料，去除所有可擴展記憶體，否則，得到該手持產品的人將獲得這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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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非法或不恰當使用。如 BBSLA 所進一步詳述，您不能將 BlackBerry 產消者服務或您的
BlackBerry 解決方案的其他任何部分用於非法或不恰當用途，其中包括但不僅限於，任何電子欺
詐、網路釣魚、濫發郵件、騷擾或版權侵犯活動。在使用 BlackBerry 產消者服務時，您有責任遵
守適用法律法規。如果 RIM 認為 BlackBerry 專業消費者服務的使用方式違反了此協定，RIM 或
其代理可能，但無義務，採取它們認為恰當的任何負責任的行動。此類行動可能包括但不僅限
於，暫時或永久刪除內容、阻斷或部分阻斷互聯網傳輸，和即時暫停或終止所有或部分
BlackBerry 產消者服務及此協定。RIM 對此類相應行動不負有任何方式的責任。以上所描述的行
動並非 RIM 的唯一補救行動，RIM 還可能採取任何其他其認為恰當的合法、公正或技術性行動。

8. 「按現狀」及「根據供應情況」，不適用於關鍵任務目的。與 BlackBerry 企業軟體不同，
BlackBerry 產消者服務不對資料傳輸加密。如 BBSLA 所進一步詳述,無線服務並無故障保險功
能，不應用於關鍵任務目的或需要故障保險控制的應用；在適用法律許可範圍內，如 BBSLA  所
進一步詳述，BlackBerry 產消者服務僅「按現狀」及「根據供應情況」提供。RIM 無法保證，也
不保證 BlackBerry 產消者服務連續、不中斷、及時、安全或無誤。RIM 保留維修或暫停
BlackBerry 產消者服務來定期進行軟體修復、安裝升級，以及對 BlackBerry 產消者服務作出診斷
及維修的權利，這些活動將在一定時間內限制 RIM 提供 BlackBerry 產消者服務的能力。

9. 第三方網站、軟體、服務和內容。您承認並同意 BlackBerry 產消者服務使您能夠存取第三
方內容、第三方網站、第三方軟體及第三方服務，包括並不僅限於任何您使用 BlackBerry 產消者
服務存取的第三方電子郵件服務。如 BBSLA 所進一步詳述，您承認並同意 RIM 不對任何您在使
用 BlackBerry 產消者服務時存取或獲得的第三方內容、第三方網站、第三方軟體或第三方服務負
責，您對在互聯網站上達成的任何協定自行負責。當您在使用 BlackBerry 產消者服務與第三方互
動時，公開您自己或別人的個人資訊時需時刻小心謹慎。

10. 同意收集個人資訊。除了 BBSLA 中與個人資訊收集相關的規定之外，您還授權，只要在
RIM 認為需要的情況下，RIM 可收集、使用和保存您與第三方電子郵件服務相關的個人資訊（但
時間不能長於適用法律所允許的時限），其中包括但不僅限於您每個第三方電子郵件服務帳戶的
用戶 ID 和密碼，並可將這些內容透露給適用第三方電子郵件提供商以用於啟動、開帳單、服務
提供、維修和停止服務之目的。

11. 衝突。如果此附錄的任何條款及條件與 BBSLA 的條款及條件或 BBSLA 的任何其他附錄
或修訂有抵觸，差異之處應以這些條款及條件為準，但僅限適用於 BlackBerry 產消者服務。

我已經閱讀包括此附錄和 BBSLA 在內的本協定，已準備並得到授權根據此附錄和 BBSLA 中的條
款與條件訂立 BlackBerry 產消者服務協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