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ICROSOFT 軟體授權條款 

WINDOWS MOBILE 6 SOFTWARE 

本授權條款係一份由貴用戶與 Juniper Systems (以下稱「JS」)。請仔細閱讀本授權條款。本條款適用於本裝置

上隨附之軟體。軟體亦包括貴用戶用以接收軟體之任何個別媒體。 

本裝置上之軟體包括由 JS 授權之軟體，此授權是經由 Microsoft Corporation 或其關係企業而得之。 

本條款亦適用於任何 

• 更新程式、 

• 增補程式、 

• 網際網路服務與 

• 支援服務 

但若上述項目另附有其他條款，則其他條款優先適用。 

 

如下述，使用部分功能，亦表示貴用戶同意 Microsoft 傳輸特定標準電腦資訊，以供網際網路服務使用。 

若貴用戶使用包含本裝置上等軟體，即代表接受本條款之規定。若貴用戶不同意本授權條款，請不要使用本裝置

或軟體。在此情況下，請聯絡 JS，並依照其退款或取消交易政策執行。 

警告：倘若軟體包含聲控技術，則使用者在操作時需特別注意。若於駕駛途中操作很可能會因為分心而導致意外

或其他嚴重後果，即使僅短暫分心，亦可能在緊急狀況下造成危險。JS 和 Microsoft 並未聲明、保證或確定本軟

體之所有使用均為合法、安全，亦不建議使用者在駕駛或行車途中使用本軟體。 

 

若貴用戶遵守本授權條款，則貴用戶得享有以下各項權利。 

1. 使用權利。 

貴用戶得在用以取得軟體之裝置上使用軟體。 

2. 其他授權要件及/或使用權利。 



a. 特殊使用。JS 設計本裝置供特殊使用。貴用戶僅得將軟體做為該用途。 

b. 包含之 Microsoft 程式與額外必須之使用權。除了下述事項外，本授權條款適用於該軟體包含之所有 

Microsoft 程式。如果隨附於任何 Microsoft 程式的授權條款提供貴用戶其他的權利，在不與本授權條

款衝突的情況下，貴用戶亦得享受這些權利。 

i. 本合約不授與貴用戶任何與 Windows Mobile 裝置中心、Microsoft ActiveSync 或 Microsoft Outlook 

2007 Trial 相關之權利，其受隨附使用權之約束。 

c. 語音辨認。如軟體包含語音辨認元件，則貴用戶應了解語音辨認為一統計過程，且辨認發生誤差為過程

中的必然現象。因此，對於語音辨認過程中之誤差所導致之任何損害，JS、Microsoft 及其供應商概不負

責。 

d. 電話功能。若裝置軟體包含電話功能，且貴用戶未能向相關電信媒介 (以下稱「行動業者」) 登記並保有

一個服務帳戶，或是行動業者之網路設備無法使用或設定為與裝置一起使用，則貴用戶可能無法使用所

有或部分之裝置軟體。 

3. 授權範圍。軟體係授權使用，而非出售賣斷。這份合約僅提供貴用戶使用軟體的部分權利。JS 和 Microsoft 

保留所有其他權利。除非準據法賦予貴用戶超出本合約限制的其他權利，否則貴用戶僅得在本合約明示許可

之範圍內使用軟體。因此，貴用戶必須遵守只允許以特定方式使用軟體的科技保護措施。貴用戶不得： 

• 規避軟體中所包含的科技保護措施； 

• 對軟體進行還原工程、解編或反向組譯； 

• 為軟體製作的拷貝數量超過本合約所明定之數量； 

• 將軟體發佈給其他人進行複製； 

• 出租、租賃或出借軟體；或 

• 利用該軟體提供商業軟體主機服務。 

除本合約所明示規定者外，本裝置上軟體的存取權利，並未賦予貴用戶任何權利，得行使存取本裝置之軟體

或裝置中之 Microsoft 專利或其他 Microsoft 智慧財產權。 



貴用戶得在軟體中使用遠端存取技術，例如遠端桌面，以從電腦或伺服器遠端存取軟體。貴用戶需為使用這

些通訊協定存取其他軟體所需取得的任何使用權負責。 

4. 網際網路服務。Microsoft 隨軟體提供網際網路服務，並得隨時變更或取消這些服務。 

a. 網際網路服務之同意。下列軟體功能會透過網路連線至 Microsoft 或服務提供者電腦系統。在某些情況

下，雙方連線時將不會另行通知貴用戶。貴用戶得關閉或不使用其中若干功能。如需有關這些功能的詳

細資訊，請參閱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1931。 

使用這些功能，即代表貴用戶同意這些資訊的傳輸。Microsoft 不會用這些資訊來辨識或聯絡貴用戶。 

 裝置資料。下列功能使用網際網路通訊協定，將裝置資料傳送到適當的系統，例如貴用戶的網際網路通

訊協定位址、作業系統及瀏覽器的類型、貴用戶使用的軟體名稱及版本，以及貴用戶安裝軟體之裝置的

語言字碼。Microsoft 使用這份資訊來提供網際網路服務予貴用戶。  

• Windows Mobile Update 功能。透過 Windows Mobile Update 功能，貴用戶得取得可供取用

的軟體更新，並安裝至裝置上。貴用戶得選擇不使用本功能。JS 及/或貴公司的行動業者可能

無法之原本功能或裝置之更新作業。 

• Windows Media 數位版權管理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內容擁有者使用 Windows 

Media 數位版權管理技術 (WMDRM) 以保護其智慧財產權，包括著作權。此軟體及第三方廠商

軟體使用 WMDRM，播放並複製受 WMDRM 保護的內容。如果軟體無法保護內容不受侵害，內

容擁有者得請求 Microsoft 撤銷軟體使用 WMDRM 播放或複製保護內容的功能。撤銷作業並不

會影響其他內容。當貴用戶下載保護內容之授權時，即代表貴用戶同意 Microsoft 得將撤銷清

單一併包含於授權中。內容擁有者得要求貴用戶升級 WMDRM 以存取其內容。包含 WMDRM 的 

Microsoft 軟體將於升級前徵詢貴用戶的同意。若貴用戶拒絕升級，將無法存取需要升級之內

容。 

b. 不當使用網際網路服務。貴用戶不得以任何可能危害這些服務，或是任何會影響他人使用該服務之方式

使用這些服務。貴用戶不得透過任何方法，使用這些服務以試圖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存取任何服務、

資料、帳戶或網路。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1931


5. 關於 MPEG-4 視訊標準之聲明。軟體可能含有 MPEG-4 視訊解碼技術，該等技術是視訊資訊的一種資料壓縮

格式。此處應 MPEG LA, L.L.C. 之要求，列出以下聲明： 

貴用戶不得以符合 MPEG-4 視訊標準 (MPEG-4 VISUAL STANDARD) 之任何方式使用本產品，

除非是直接用於下列相關用途：(A) 資料或資訊係 (i) 以未收費方式由非企業相關使用者產生

及取得，或 (ii) 僅供個人使用；(B) 已另行取得 MPEG LA, L.L.C. 授權許可之其他用途。 

若貴用戶對 MPEG-4 視訊標準有任何疑問，請聯絡 MPEG LA, L.L.C., 250 Steele Street, 

Suite 300, Denver, CO 80206; www.mpegla.com。 

6. 數位憑證。本軟體使用 X.509 格式的數位憑證。這些數位憑證作為驗證使用。 

7. 連接軟體。貴用戶的裝置套件可能包含 Windows Mobile 裝置中心或 Microsoft ActiveSync 軟體。如確實包

含這些軟體，則貴用戶得按照隨附的授權條款，進行安裝與使用。如無提供相關授權條款，則貴用戶僅得在

單一電腦上安裝並使用乙份軟體拷貝。 

8. 網路存取。若貴用戶正使用網路，例如雇主網路，則網路管理員得限制貴用戶裝置上的功能。 

9. 產品支援。有關支援選項請聯絡 JS。請參閱隨同裝置提供之支援電話號碼。 

10. 第三方廠商網站連結。軟體所提供第三方廠商網站之連結，純以方便貴用戶為目的，納入任何第三方廠商網

站之連結並不代表 Microsoft 推薦該網站。 

11. 備份拷貝。貴用戶得為軟體製作一份備份拷貝。這份備份拷貝只能用於在裝置上重新安裝軟體。 

12. 授權證明 ("PROOF OF LICENSE" 或 "POL")。若貴用戶是透過裝置、光碟或其他媒體形式取得軟體，則該等

媒體上會具有標示為真品證明書 (COA) 之標記，標明此為軟體之授權拷貝真品。這個標籤必須貼附於裝置或

JS的軟體包裝外殼上，方為有效。若貴用戶是單獨收到此種標籤，則為無效。請務必保留裝置或包裝外殼上

之 標 籤 ， 以 證 明 所 使 用 之 軟 體 經 合 法 授 權 。 若 要 識 別 正 版  Microsoft 軟 體 ， 請 參 閱 

http://www.howtotell.com。 

13. 轉讓予第三人。貴用戶僅得將此軟體連同裝置、真品證明書標籤及本授權條款一併直接轉讓予第三人。在轉

讓之前，該方當事人必須先同意本授權條款應適用於軟體之轉讓及使用。貴用戶不得保留任何軟體拷貝，包

括備份拷貝。 

http://www.mpegla.com/
http://www.howtotell.com/


14. 不具容錯能力。軟體不具容錯能力。JS 安裝軟體於裝置上，並負責該軟體在裝置上之運作方式。 

15. 限制使用。Microsoft 軟體的設定係針對不需要保證絕對安全性能之系統。若在任何裝置或系統中，軟體故

障可能導致任何人員受傷或死亡之可預見風險，則貴用戶不得於此類裝置或系統中使用 Microsoft 軟體。其

中包括核子設施之操作、飛航或通訊系統，以及飛航管理。 

16. 對軟體不提供任何瑕疵擔保。軟體係依「現狀」提供。貴用戶須自行承擔所有使用風險。Microsoft 不提供

明示擔保、保證或條件。貴用戶收到任何關於裝置或軟體之瑕疵擔保並非出自 Microsoft 或其關係企業，且

不會對其產生約束力。在當地法律允許下，JS 和 Microsoft 排除適售性、符合特定目的或未侵權之默示擔

保。 

17. 賠償責任之限制。 貴用戶僅能就直接損害，請求 Microsoft 及其關係企業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且其金額不得

超過五十美元 (U.S. $50.00)。貴用戶無法就其他的損害，包括衍生性損害、利潤損失、特殊損害、間接損害

或附隨性損害，請求損害賠償。 

這項限制適用於： 

• 與軟體、服務、第三方廠商網站內容 (包括程式碼) 或第三方廠商程式相關之任何事項，以及 

• 在準據法許可的範圍之內，因為違反合約、違反擔保、保證或條件、無過失責任、過失或其他侵權所

為之主張。 

即使 Microsoft 應可得知此等損害有發生之可能性，這項限制仍適用之。然而，貴用戶所屬之國家可能不允

許排除或限制附隨性損害、衍生性損害或其他損害，因此上述限制可能並不適用於貴用戶。 

18. 出口限制。軟體受到美國出口法規之限制。貴用戶必須遵守適用於該軟體之一切本國及國際出口法規。這些

法規包括目的地限制、終端使用者限制和終端使用用途限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www.microsoft.com/ex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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