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均可能因供應商（軟體供應商，服務提供廠商，
第三方提供廠商等）或 Sony 之自行決策而受到干
擾或中斷。

已排除軟體

NOTICES AND LICENCES
FOR SOFTWARE USED IN THIS
TELEVISION

於不損害上述有限授權的前提下，您承認 Sony 產品
包括必須遵守此 EULA 之外其他使用條款和條件之軟
體（“已排除軟體”）。某些已排除軟體可能由開放
原始碼軟體授權所涵蓋（“開放原始碼元件”），亦
即由開放原始碼協會認可為開放原始碼授權之任何軟
體授權，或基本上類似之任何授權，其中包括但不限
於作為於該授權下授權軟體的散佈條件，要求散佈者
以原始碼格式提供軟體之任何授權。適用於開放原始
碼元件之條款和條件係連同本 EULA 提供給您，及/
或儲存於您的裝置中，其中可能包括但不限於“說
明”和“關於”功能表。請隨時造訪
http://www.sony.net/Products/Linux，以取得本错
误！超链接引用无效。Sony 產品所含適用已排除軟
體之清單，以及規範其使用的適用條款和條件。適用
的第三方可隨時變更該條款和條件，且無義務告知
您。於涵蓋開放原始碼元件之授權要求範圍下，將以
該授權之條款取代本 EULA 之條款。於適用於開放原
始碼元件之授權條款禁止本 EULA 中關於開放原始碼
元件之任何限制之下，該限制將不適用於該開放原始
碼元件。於適用於開放原始碼元件之授權條款要求
Sony 提出條件以提供與軟體相關之原始碼之下，則
將提出條件。

用戶帳戶
在本協定內容允許您存取、瀏覽或使用服務和內容的
同時，第三方提供廠商和/或其他第三方可能會要求
您建立一個用戶帳戶（“帳戶”），帳戶內容將要求
您提供真實正確和完整的個人資訊，並保持/立即更
新該類資訊。您對於所有該類帳戶之相關保密和您的
密碼負有責任。

資料收集
您所存取由 Sony 分公司及/或第三方提供的任何服
務，可能也允許 Sony 分公司及/或第三方收集關於
您及/或該服務使用狀況之資料。Sony 並不控制，且
不以任何方式負責該資料收集活動，您在使用該服務
之前，應查詢相關的隱私權政策。

Please read the notices and licences for the software used in this
television.
They are all provided in the original language. (Some part is describ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 2014 Sony Corporation

本用戶授權契約適用於部分與 SONY
產品一同使用之軟體和服務
重要資訊 – 使用本 SONY 產品前，請
閱讀本協定內容。使用本產品視同接
受本協定之內容。
如果您不同意本 EULA 的條款或 Sony 隨時全權修訂
的適用隱私權政策，則 Sony 不願意將 Sony 軟體
（定義如下）授權予您，亦不允許您存取 Sony 服務
與內容（定義如下），而且您應迅速聯繫 Sony，取
得如何退還完整 Sony 產品和內含 Sony 軟體的指
示，以取得 Sony 產品購買價格之退款。
此用戶授權契約（“EULA”）為您與 Sony
Corporation（“Sony”）、即包括在本 Sony 產品
及其相關資料內均應統稱為“Sony 軟體”之軟體（
而非受以下其他授權管制之“已排除軟體”）授權者
之間的法定契約。本 EULA 涵蓋 Sony 軟體、Sony
分公司及第三方授權者（“第三方授權者”）的軟
體，以及隨附的印刷品或線上文件。Sony 軟體涵蓋
Sony 產品中的軟體，以及其他包括由 Sony 提供之
更新或變更軟體，或儲存在媒體中或經由任何方式
下載至 Sony 產品之軟體，但不包括下列定義之已
排除軟體。
本 Sony 產品同時包括 Sony Entertainment
Network 功能，提供由第三方內容提供廠商的選
擇性內容服務（“服務”）之存取，包括由 Sony
Corporation 以外的 Sony 實體（“第三方提供廠
商”）所提供之服務。Sony Entertainment Network
功能同時可讓您存取選擇性的 Sony 內容服務
（“Sony內容服務”），根據本 EULA 規定，該服
務及相關內容（“Sony內容”）均應視為 Sony 軟
體。Sony Entertainment Network 功能需備有網際
網路連線。您存取該服務之能力和該服務所呈現出的
品質均將受限於您所使用之網際網路提供廠商的服務
品質、條款和寬頻連線速度。影像品質和畫面尺寸會
變動，且取決於您網際網路提供廠商的寬頻服務速
度，以及第三方提供廠商的傳遞情況。內容包括但不
限於由第三方提供廠商所提供之資料、音樂、聲音、
音訊、照片、影像、圖像、肖像、軟體、文字、視
訊、訊息、標籤或其他資料（“內容”），而該服務
之可得性受第三方提供廠商之決策與控制。每一第三
方提供廠商所提供之內容和服務均依據第三方提供
廠商之條款和條件。高價內容（Premium Content）
可能需另外收費和/或第三方提供廠商透過電腦進行
註冊。服務和內容僅供個人使用或私人觀賞，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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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非戲院用途之展示，或任何需收費之入場、存取
（或任何途徑）之展示或觀賞，亦或公開展示或觀
賞使用。服務和/或內容可能隨時變更，或不定時的
無法取得。
您了解、承認且同意，要存取某些 Sony 產品功能
（其中包括但不限於您存取 Sony 內容與服務的能
力），需要您自行負責的網際網路連線。您自行負責
支付與您網際網路連線相關的任何第三方費用，其中
包括但不限於網際網路服務提供廠商或國際漫遊通話
費。您獲得的 Sony 內容與服務之品質，取決於您網
際網路供應廠商的服務與條款，並取決於您網際網路
服務的速度。Sony 產品和 Sony 軟體的操作，以及
對於 Sony 內容和服務的存取，可能因您網際網路連
線和服務的功能、頻寬或技術限制而受限。您了解、
承認且同意，網際網路連線是由 Sony 對其並無控制
權的第三方所提供。該網際網路連線、軟體和服務之
提供、品質、可用性和安全性均為該第三方之責任。
SONY 軟體和服務可允許 SONY、第三方供應廠商，
及/或其他第三方從中收集資料、控制及/或監視正
在執行中或與 SONY 軟體互動中的 SONY 產品和其
他裝置。

軟體授權
您只能依據此文件之特定指示使用 Sony 軟體。Sony
軟體之使用僅為授權而非販售。Sony 及其第三方授
權者授與您的是僅能在 Sony 產品上使用 Sony 軟
體的有限授權。Sony 軟體可自動建立使用 Sony 軟
體的資料檔案，您同意將所有該類的資料檔案視為
Sony 軟體的一部分。Sony 軟體之授權視同單一產
品，因此非經 Sony 明確授權，您不可將軟體元件
分離後用在一台裝置以上。您不可以在非 Sony 產
品上使用 Sony 軟體。除了適用法律所禁止之內容
外，您同意不進行任何本 EULA 允許範圍外，爲任何
目的而對 Sony 軟體所進行整體或部分的任何變更、
反向工程、反編譯或分解。此外，您不可租借、租
貸、轉租貸或販售本 Sony 軟體。然而根據本 EULA
規定，您可以在不保留副本，並僅將權利轉移作為
Sony 產品本身部分的銷售或轉移，且承接人須同意
本 EULA 之條款內容下，轉移所有的 Sony 軟體（包
括所有副本、元件、媒體及印刷品、Sony 軟體的所
有版本和任何更新及本 EULA）。 Sony 及其第三方
授權者保留所有未經本 EULA 明確授與您的權利。您
不應漠視、變更、違反或規避任何 Sony 軟體或任何
與 Sony 軟體在結構上相關的功能或保護；亦不應移
除、變造、遮蔽或損壞 Sony 軟體上的商標或注意事
項。您了解、認知並同意任何 Sony 軟體效能所依
賴之其他非 Sony 軟體之軟體、網路服務或其他產

SONY 的用戶資料取得權

務發送電子郵件至 Sony 前取得同意；（ii）發送任
何資訊；（iii）輸入任何需要您個人資訊或提供獎
品之比賽或遊戲；（iv）加入任一俱樂部或群組；
（v）在任一佈告欄上張貼資訊或進入任一聊天室；
或（vi）在線上購買任一產品。

保固的排他性
您了解、認知並同意 SONY 無權管制由第三方提供廠
商所提供的內容和服務和/或軟體。該類內容和/或軟
體的選擇、提供、品質、畫面尺寸和可得性僅由該第
三方提供廠商或第三方負有責任。您同意遵守第三方
提供廠商所訂定關於該服務、內容和/或軟體之所有
條款和條件。您並進一步了解、認知和同意，爲存
取、瀏覽和使用該服務，您必須備有網際網路服務並
負有該服務相關之完全責任，這包括但不限於支付來
自第三方之存取、展示或包含在服務內廣告的費用
（例如網際網路服務提供廠商或播放費用）。Sony
Entertainment Network 功能的運作和服務可能會依
據您所使用之網際網路服務的能力、寬頻或技術限制
而受到限制或約束。SONY、其隸屬公司及其第三方提
供廠商對於在儲存任何用戶通訊或個人化設定時所受
到之限制、刪除、錯誤交付或失敗不具有任何責任。
SONY 軟體和隨附之文件、服務和內容之提供“如同
現狀”，不具有任何保固或條件，亦或任何種類之法
定義務。SONY、其隸屬公司、其第三方授權者及其第
三方提供廠商明確地拒絕承擔所有明示或暗示性的保
固和條件，包括但不限於對於非侵權、所有權、可購
性之暗示及特殊目的之適用性保固內容。SONY、其隸
屬公司、其第三方授權者及其第三方提供廠商不保證
SONY 軟體或隨附文件、服務或內容符合您的要求，
亦不保證 SONY 軟體、服務或內容之運作不受干擾或
完全無誤。此外，SONY、其隸屬公司、其第三方授權
者及其第三方提供廠商，對於在使用 SONY 軟體、服
務或內容時的正確性、經準度或穩定性等結果，不提
供任何保固或提出任何立場或條件。SONY、其隸屬公
司或 SONY 之授權代表所發佈之任何口頭或書面資訊
或建議均不具有保固作用，亦不變更本保固和條件所
指涉之範圍。若軟體，媒體所提供之軟體、文件、服
務或內容出現瑕疵，您（而非 SONY 或任何 SONY 之
授權代表）須承擔所有必須維修、修復或修正之全
部費用。
部分司法單位不允許此有限保固的排他性，故上述內
容可能不適用於您。

若您透過電子郵件或其他管道向 Sony 發送通訊或資
料（“資料”），包括所有選擇、意見、資料、疑
問、建議等，所有該類資料將被視為屬於非機密或非
專利性質。因此，根據適用法律所允許之最大範圍，
您放棄所有聲稱該類資料之使用侵犯您權利之權利，
包括著作人格權、隱私權、所有權或其他財產權，公
開發表權、資料或想法之所有權，或任何其他權利，
包括許可 Sony 使用該類資料之權。在上述您放棄該
類權利的同時，Sony 有權在不需您的同意或做出補
償下，在全世界的任何媒體上，改寫、散播、變更、
複製、揭露、授權、執行、公佈、發佈、販售、傳送
或使用所有該類資料。此外，茲此您將所有權利、所
有權和利益轉讓與 Sony 免費使用並無需對於做出任
何補償，包含在資料內之所有想法、技巧、觀念、技
術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不論其是否具有專利性質，或
做為任何目的使用，這包括但不限於使用該類資料進
行研發、製造、已製造、授權、行銷和販售產品等行
為。然而，您同意並了解 Sony 無義務使用任何該類
想法、技巧、觀念、技術或資料，而您也無權強迫該
類之使用。

責任限制

已傳送資料

部份司法單位可能不允許此種對於偶然或必然性損失
的排他性或限制，對於保固或條件的排他性或限制，
或是暗示性保固內容之期限限制，因此以上限制或排
他性可能不適用於您。

網際網路間的傳送不可能達到完全的隱私或安全。
您了解到，除非有特別通知某特定訊息（例如信用
卡資訊）為已加密（以編碼寄送），否則所有您傳
送至 Sony 的訊息或資訊都可能會被他人讀取或攔
截。傳送訊息至 Sony 不會造成 Sony 對您負有任何
特別責任。

數位著作權管理
內容所有者使用 Windows Media 數位著作權管理技
術（“WMDRM”）來保護其智慧財產，包括版權。本
Sony 產品使用 WMDRM 軟體來存取受到 WMDRM 保護
的內容。若 WMDRM 軟體無法保護內容，則內容之所
有者可請 Microsoft Corporation（“Microsoft”
）取消該服務使用 WMDRM 來播放或複製受保護內容
的能力。取消服務不影響未受保護的內容。下載受
保護內容的授權視同接受 Microsoft 可將取消清單
包含在授權內容中。內容所有者可能會要求您升級
WMDRM 以便存取所提供之內容。若您拒絕升級，則將
無法存取需升級才能取得之內容。

廣告和服務通訊
包含第三方提供廠商的服務不代表 Sony 對該第三
方提供廠商或其內容之認可、背書或推薦。您了解
並同意服務和/或內容可能包含廣告（“廣告”）
，且該廣告為提供服務所必須。如果您使用 Sony
Entertainment Network 服務，則將適用貴國的使
用/服務之 SEN 及/或 PSN 條款，以及 SEN 及/或
PSN 隱私權政策，而且您必須同意它們。您了解並同
意該服務（連同透過它而可使用的其他服務）的使
用，以及 Sony Entertainment Network 所提供之
外的其他服務的使用，可能會使您收到或獲知 Sony
並不負責的推薦資料及/或廣告、服務聲明、管理訊
息、新的更新資料以及其他資料。SONY、其分公司和
第三方供應廠商對於任何廣告、服務通訊或內容的
正確性、合法性、可靠性或有效性，以及依據對於廣
告、服務通訊和內容之任何法律理論而產生之責任，
一概拒絕所有明示或暗示之保證。
部分司法單位不允許此有限保固的排他性，故上述內
容可能不適⽤於您。

爭議性內容和未成年人法規
部分內容可能不適合未成年人或其他用戶。該類內容
可能被分級為或認定為含有露骨之語言，或是適合成
年觀眾。因此，您認知到您將承擔使用該服務之風
險，包括該類內容可能會引起不悅，Sony 對於您使
用該服務不具有任何責任。您有責任監管未成年人對
Sony 產品、Sony 軟體、已排除 EULA 管制軟體、服
務和內容的使用。若您在非經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在
適用法律下有行使同意權者的同意下不具有執行與任
何第三方間契約的法律能力。您應該在（i）透過服

在任何情況下（包括但不限於任何與第三方授權者或
第三方提供廠商有關之疏忽爭議），SONY、其隸屬公
司，其第三方授權者或其第三方提供廠商對於任何造
成您特定、間接、偶然、懲罰性、懲戒性或必然性損
失之情況不具有任何責任。該情況包括但不限於與
本 EULA 有關、由本 EULA 所引起或關於 EULA 本身
之賠償、退款或賠償金，或因不當使用 SONY 產品、
文件、服務、內容而引起之停機時間即用戶個人時間
損失、目前和可能獲得利益之損失、資料或其他類型
資訊之遺失、業務收益損失、其他商業性損失或任何
其他因素造成之損失。即使已告知 SONY、其隸屬公
司、其第三方授權者或其第三方提供廠商該類損壞發
生之可能性亦然。您仍需承擔使用 SONY 軟體及隨附
文件、服務及內容在提供給您時之全部風險。SONY、
其隸屬公司、其第三方授權者及其第三方提供廠商對
於違反關於 SONY 軟體、服務、內容或本 EULA 之任
何明示或暗示性保固或條件、或因違反合約或因疏忽
所造成之損失，在絕對責任範圍內或任何其他法律理
論上，將不具有任何責任。

關於媒體之有限保固
在以媒體形式提供 Sony 軟體或部分軟體的情況下，
Sony 給予您自原始購買當日算起九十（90）日內，
正常使用下無瑕疵 Sony 軟體內容和功能之保固範
圍。此有限保固僅適用在原始被授權者身上。Sony
的完整責任及對您的個人補償將為更換不符合 Sony
有限保固內容之媒體。媒體上任何暗示性之保固內容
或條件，包括可購性、所有權、非侵權之保固和條件
及/或特殊目的之適用性保固內容，均限於原始購買
當日算起九十（90）日內。部分司法單位不允許暗示
性保固內容或條件之期限限制，因此該限制可能不適
用於您。此保固賦予您特定的合法權利，而您也可能
依各地司法不同而具有其他權利。

費用
Sony 及其第三方提供廠商保留其隨時可因存取新內
容或新服務，存取部分目前內容或服務，或整體服務
而收取費用的權利。此外，第三方提供廠商可因用戶
存取所提供之內容來收取費用。在任何情況下，除非
Sony 和/或第三方提供廠商優先取得您的付款同意，
否則您將不會因存取部分或全部的內容和/或服務被
收取費用。然而，若您不同意該類收費，您可能無法
存取該類收費下所包含之付費內容或服務。

智慧財產/智慧財產違規聲明通知及通
知媒介
Sony 尊重他人的智慧財產權，並邀請您一同加入。
Sony 的政策為在適當酌情下：（a）對於可能侵犯或
反覆侵犯版權或其他 Sony 智慧財產權之第三方提
供廠商或用戶，終止和/或停用其服務；及/或（b）
將智慧財產權違規報告轉交第三方供應商和他人以
進行審查，並根據第三方提供廠商之程序條款採取
行動，以便保護智慧財產權。Sony 軟體和內容受到
版權法、國際版權條例以及其他智慧財產法和條例
之保護。包含 Sony 軟體、內容或服務中出現之專
利標識，服務標記，商標，肖像，和商品名稱。透
過服務提供 Sony 軟體和內容，Sony 和第三方提供
廠商並未授與您任何使用該專利標識，服務標記，
商標，肖像或商品名稱之授權。任何未經授權而使
用 Sony 軟體、服務或內容均可能違反版權法、商標
法、隱私和公開法以及民刑法規。所有 Sony 軟體和
內容之權利、所有權和利益，以及任何及所有副本或
其部分內容，均屬於 Sony 及其授權者所有、包括第
三方授權者、供應商和/或第三方提供廠商。根據本
EULA，Sony 及其授權者、第三方授權者、供應商和/
或第三方提供廠商將保留所有沒有明確賦予的權利。
您對於以下所有本身進行之活動負有責任，包括所
有因為您或他人透過 Sony 產品或帳戶（如用戶帳
戶部分所定義）進行存取、瀏覽或使用服務時所引
起之法律責任。您僅能將 Sony 軟體、服務和內容
用在合法之目的上。您不得因任何業務、商業性或
公開目的，散佈、交換、變更、販售或傳送任何您
可複製之 Sony 軟體、服務或內容，這包括但不限
於任何資料、文字、軟體、肖像、照片、影像、圖
像，音頻，音樂，聲音，視頻，訊息和標籤。只要
您遵守本 EULA 之條款，Sony 將授與您使用 Sony
Entertainment Network 功能之非獨占且不可轉讓之
有限權利，以便存取本 EULA 自始規定之服務和內
容。您並進一步同意不會以任何方式干擾/中斷或試
圖干擾/中斷 Sony 軟體、服務和內容之運作。
若您確信您的作品已在某種方式之複製下構成版權侵
權，或您的智慧財產權權利受到侵犯，請立即向第三
方提供廠商諮詢該特定服務。若您無法聯繫該第三方
提供廠商，或爭議之內容屬於 Sony，您可以備妥下
資料，以書面通知聯絡 Sony（Sony 產品之隨附文
件中含有該聯絡點之說明）：（a）代表版權或其他
智慧財產權利益被授權者之電子或實體簽名；（b）
您聲稱受到侵權之版權作品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說
明；（c）該特定服務之說明及您因為該服務而受到
侵權處之說明，並提供足夠細節以協助尋找該資料；
（d）您的地址，電話號碼和電子郵件地址；（e）一
份含有您充分理由，說明讓您堅信該具爭議之使用乃
是未經版權或智慧財產所有人、代理人或法律之授權
之聲明；以及（f）根據刑罰偽證，您在上述通知中
所陳述之資訊為準確的，且您是該版權或智慧財產權
之所有人，或經授權可行使該版權或智慧財產權所有
人之代理人之聲明。

賠償
在適用法律下所允許之最大範圍內，您同意賠償，辯
護，並視 Sony 及其所有中介人，董事，高級職員，
僱員，資訊提供者，授權人和被授權人，隸屬公司，
內容提供廠商，以及直接和間接母公司（統稱“受保
方”）免受任何和所有因受保方與以下情形所招致
之責任和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和成本）（i）
不論形式為何，您違反或涉嫌違反本 EULA 內容，
（ii）以下任一您所提交給 Sony 之資訊，（iii）
您違反或涉嫌違反任一第三方權利，（iv）您損害或
涉嫌損害任何 Sony 軟體、服務或內容。在適用法律
下所允許之最大範圍內，您所選用之辯護或和解律
師，必須在代表您和 Sony 和/或受保方間開始法律
程序前，事先經由 Sony 和/或受保方同意。您和您
的律師將盡全力配合受保方在索賠辯護或和解中之合
理要求。Sony 和/或受保方將自費保留其權利，以便
繼續其專屬辯護或和解程序，並控制其他由您提出之
賠償事項。在任何情況下，未經 Sony 和/或受保方
事先之書面同意，您不得同意與 Sony 或任何受保方
利益不符之任何判決、和解、財產查封或扣押，或任
何其他行為。

自動更新功能/變更 EULA 中關於服務
之內容
Sony 或第三方可能將不定時自動更新或變更 Sony
軟體，例如但不限於為修正錯誤，改善功能，以及增
強安全功能等目的。此類更新或變更可能會變更或刪
除 Sony 軟體之功能本質或其他方面，包括您賴以為
用之功能。您茲此同意 Sony 可自行決定進行之該
類活動，及 Sony 可在您完整安裝或接受該更新或
變更時，調整 Sony 軟體之使用條件。Sony 可在未
事先通知您的情況下，增加、變更或移除任何適用在
Sony 軟體、服務和/或內容上之 EULA 法條、條款或
條件。任何該類的增加、變更或移除，或任何公佈
在 Sony Entertainment Network 功能中之條款均應
立即生效。上述條款公佈後，繼續存取該服務、Sony
內容服務、內容和/或 Sony 內容，視同接受該內
容。SONY 可隨時暫時或永久地增加、變更、中止、
移除或暫停任何服務或 SONY 的內容服務，無須另行
通知，亦不具有任何責任。在不損害其他權利下，
若您未能遵守本 EULA 之條款和條件，SONY 可在通
知當下立即暫停或終止適用於本服務、SONY 內容服
務、內容和/或 SONY 內容之 EULA 內容。若 Sony
相信您違反了本 EULA 規定，Sony 可採取一切法律
和技術補救措施，以防止違反和/或執行本 EULA，這
包括但不限於立即終止您存取服務的權限。

加密技術之出口限制
Sony 軟體和內容可能含有加密技術。您了解到若要
自您所在國出口或由國外人員再出口任何包含加密技
術之 Sony 軟體或內容，可能需要取得授權或其他來
自政府單位之授權。透過接受本授權協議，您同意在
取得 Sony 產品時的購買和使用過程中，遵守所有適
用的出口法律和規定，包括但不限於有關密碼項目之
出口規定，不將 Sony 軟體或內容轉讓或授權轉讓至
法令規定禁止的國家，或以其他方式違反任何上述限
制或規定。

陪審團審判棄權聲明
即使根據適用法律可交由陪審團審判，在適用法律所
允許之最大範圍內，本協定各方將就任何因本 EULA
而引起之任何事項，放棄交由陪審團審判的權利。任
何關於服務所引起的法律行動均須在索賠聲明後的一
（1）年內開始，或是在適用法律所允許的最大時間
範圍內開始。部分司法單位不允許行動開始的時間限
制（或規定更長的一段時間），因此該限制可能不
適用於您。

完全同意、通知、棄權聲明、分離性
Sony 產品隨附的 EULA 有限保固，Sony 當時之隱私
權政策，以及所有在服務中公佈之新增條款和條件，
構成您與 Sony 間關於 Sony 產品、Sony 軟體、服
務和內容的完整協議。據此 Sony 可透過信件、電子
郵件或在服務中公佈通知內容。Sony 之未能行使或
執行本 EULA 之任何權利或規定不構成放棄該類權利
或規定。若本 EULA 之任一部分被視為無效、非法或
不可執行，仍應在最大許可範圍內予以執行以便維持
本 EULA 的目的，且其他部分依舊完全生效。

第三方受益者
各第三方授權者及各第三方提供廠商為該方明確目的
之第三方受益人，並有權執行本 EULA 中關於軟體、
服務和內容之各項規定。

期限
本 EULA 直至終止之前始終有效。若您未能遵守
本 EULA 之條款，Sony 可予您通知並立即終止本
EULA。在此情況下，您必須銷毀 Sony 軟體、隨附
文件和所有您自行製作之副本。此外，在終止時，您
將無權因為無法使用 Sony 軟體或隨附文件、服務或
內容，而具有對 Sony、其隸屬公司、其第三方授權
者，或其第三方提供商的追索權。

將裝置取消登錄
如果您將 Sony 產品退還購買處，請按照本 EULA
轉移 Sony 產品；或如果本 EULA 已終止，您同
意：(i) 刪除您已透過 Sony 產品建立或可存取的
任何及所有帳戶，以便將 Sony 產品取消登錄；且
(ii) 將 Sony 產品重設為原始出廠設定。您於第三
方所建任何帳戶之機密性，以及與您使用 SONY 產品
之相關任何使用者名稱和密碼之機密性，係由您自行
負責維護。

TouchPal Input Engine
“TouchPal Input Engine” is a software developed
by CooTek and embedded in Sony TV products to
enable users to input. Please carefully read and
fully understand this “Service Agre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atement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Statement”). Your downloading, installation,
use, registration and logging in and other acts
will be considered as an acceptance of this
“Statement” and an agreement to be bound by
this “Statement”.
1.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1) “TouchPal Input Engine” is solely developed by
CooTek. All copyrights, trademarks, patents, trade
secrets and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s well as all the related information contents,
of “TouchPal Input Engine”, are protected by
Copyright Law, Trademark Law, Patent Law, Unfair
Competition Law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corresponding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nd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laws and
regulations. Apart from those involving software
or technology licensed by third-parties, CooTek
has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mentioned
above.
2) Without a written consent acceptance of
CooTek on TouchPal, users shall not do any
form of reverse engineering, decompiling,
disassembling or code modification to “TouchPal
Input Engine”, CooTek reserves the rights to
investigate those unauthorized acts.
3) CooTek is capable to provide the licenses
for a series software of TouchPal input method
and a variety of customized services to related
manufacturers. All the behaviors on commercial
purpos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related to “TouchPal
Input Engine” must obtain a commercial license
from CooTek. Any use without prior authorization
by CooTek is an illegal use.

高風險活動
Sony 軟體非容錯軟體，且並非針對使用或販售需要
故障保全效能的危險環境之線上控制裝備所設計或製
造，例如在核子設施、飛機導航或通訊系統、航空交
通控制、生命維持裝置或武器系統內操作時，Sony
軟體之故障可能導致死亡、個人傷害或嚴重的身體或
環境損害（“高風險活動”）。SONY、其第三方授權
者及其各隸屬公司明確地拒絕任何適用於高風險活動
之明示或暗示性之保固或條件。

2. Terms of Service and Disclaimer
1) CooTek reserves the right to provide the
replacement, modification, upgrade for “TouchPal
Input Engine”, as well as the right to charge
by providing the services mentioned above.
After new version of “TouchPal Input Engine”
is released, CooTek does not guarantee the
continual availability of the old version. CooTek
reserves the right to, for business development,
change or restrict some features of the “TouchPal
Input Engine” software, and users shall bear the
corresponding risk.

2) “TouchPal Input Engine” exists risks of service
interruptions or being unable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users, due to force majeure, the
mobile communication terminal virus or hacker
attacks, system instability, user location, user
shutdown or any other reasons of technology, the
Internet, and communication lines etc.,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i. other software downloaded and installed
containing Trojan or virus that threatens the
security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data;
ii. abnormal or unsuccessful downloading due
to the file provider, network connection, software
tools or hardware equipments used by user or
other reasons;
iii. third-party communication failure, technical
issues, network failure, mobile communication
terminal failure, system instability or any other
factor of force majeure;
For the users’ incapability to read, send or receive
a message, or sending or receiving wrong
information or any other losses caused by any
of the factor mentioned above, CooTek shall not
assume any responsibility.
3) For a service affected due to technical failure
or other force majeure events, CooTek promises
to cooperate with the corresponding parties to
proceed and repair in time, however, Cootek
assumes no responsibility for the resulting losse.
4) ”TouchPal Input Engine” and the provided
service shall be used reasonably and
appropriately. For the following or any other
misconduct behaviors in using “TouchPal Input
Engine” and the provided service, CooTek
assumes no responsibility for consequences:
i. make or cause any publish of contents
infringing the legitimate interests of third parties,
including views that do not originally belong
to the user or should be published with certain
authorization, data, text, information, user names,
pictures, photos, personal information, audio,
video files, and links etc., by using this engine and
the provided services;
ii. cause any dissemination, copy, send, upload,
and publish of contents, which interferes with
social security or is illegal, false, harassing,
abusive, threatening, harmful, disruptive,
provocative, or pornographic etc., by using this
engine and the provided services;
iii. intentionally produce or spread computer
viruses or other destructive programs, cause
disturbance or confusion to the service, the server
connected with the software and the service,
or networks connected to the Services, or in
violation of any requirements, procedures, policies
or regulations of the network connected to this
software and services, by using this engine and
the provided services;
iv. any action that violates national law and
policy, by using this engine and the provided
services;
v. third-party information disclosure by using
this engine and the provided services;
CooTek shall not take any responsibility for any
loss of the user or other third parties due to any
of the above behaviors. The accountable user
shall agree to make compensation to CooTek
or its partner companies or affiliates for the
required indemnity or the demanded loss or
any other requirements caused by any of the
above behaviors, including reasonable attorneys’
fees, claimed by any third party, and to protect
CooTek or its partner companies or affiliates from
damage.
5) CooTek will take reasonable steps to protect
users’ private information, not to disclose to
third parties, except under any of the following
circumstances:
i.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with privileges conferred by law or
legal;
ii. based on the agreement of the user for
CooTek to public or disclose;
iii. based on the agreement between users and
third-parties on the disclosure and usage of user
information.
6) In order to improve products and users
experience, “TouchPal Input Engine” will record
some of the software running information, such
as abnormal program crashes, typing speed,
etc.. This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only relates to
the using and running of this engine, without
involving other personal information.

7) “TouchPal Input Engine” shall be used
legally and in a proper way, complying with the
“Statement”. For all responsibility caused by
users’ illegally or improperly use of this engine
in violation of the “Statement”, user assumes all
responsibility, and is nothing related to CooTek.
In the case that there is any loss of CooTek cased
herein, CooTek shall keep the right to claim
compensation and to retain associated records.
Also, For users’ illegally or improperly use of
this engine in violation of the “Statement” or
other terms stipulated in other agreements of
CooTek or its partner companies or affiliates,
CooTek shall keep the right to take cover any
of the following actions depending on the user
behavior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without
prior notification, suspending service license,
suspending providing service, limiting the use,
taking TouchPal account back, any necessary legal
action and other measures. Users shall assume
the resulting loss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communication interruption, and the loss of user
information, messages, or game props etc..
8) Under the greatest extent allowed by the laws,
CooTek shall not assume compensation liability,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for occurred special,
incidental, direct or indirect infringement or loss
due to the usage or unavailable of the usage of
this engine. Even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s
has been advised.
9) CooTek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revise or update
the terms of “Statement” whenever necessary.
Once the terms has been modified, the revised
or the updated “Statement” will be published
in the relevant place and will replace the
former one once announced. In the situation of
disagreement to the revision, the user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cancel the service of this engine.
Any continuation for using this engine shall be
considered as an acceptance of the revision or the
upd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