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 

 

本 端⽤ 可 在您于中 ⼈⺠共和国境内 适⽤。 

 

本 端⽤ 可 （以下 称 “ ”）是您与荷 TomTom International B.V. 

（以下 称 “TomTom”) 之 的法律 。您同意本 同任何您 署的 ⾯磋

商 ⼀ 可被强制 ⾏。本 适⽤于 件、已安装于本公司的任何硬件 及

随附 品内的 件的使⽤，包括光 、 、 存卡、下 件包或任何其它的数

据 体，以及所有内容和内容程序（以下 称 “ 件”）。 

 

仔 本 。使⽤全部或部分 件即代表您接受本 的所有条款和条件。

破坏光 、 或存 卡的封条，以及点 “我同意”按 以下 任何更新、升 或

者 充程序将被 使⽤ 件。 

 

如果您不同意本 的条款， 勿使⽤ 件并及 将未使⽤的 件以及硬件和随附

品（以下 称“硬件”）退 ⾄您 得 等 件及硬件 。如果您已付款并（a）

没有使⽤ 等 件和/或硬件，且（b）及 地向 同收据⼀起退 了 件和

/或硬件，您即可以 得 价退 。 

 

1) 授予 可：在 件在任何 内 安装于⼀台 或硬件中，并且 件 与⼀

个 航系 接的前提下，本 授予⼀个允 您使⽤ 件的 可（以下 称“

可”）。本 可不具有排他性且不可 。本 可并不授予任何 得 件未来升 、

更新或 充的权利。如果 得 件的升 、更新或 充， 使⽤ 等升 或更新受

本 的 束，并且可能伴随的⼀些修改将依据 外的 ⽤和条件。 

 

2) 版权： 件及其任何您制作的副本的版权以及其它知 权、⼯ 权和/或

权利属于 TomTom 和/或其供 商。TomTom 允 您 依本 条款使⽤ 件。

所有未在本 中特别授予的权利均  TomTom 所保留。您可（a） 份或



 

档⽤途制作 件副本⼀份，或（b）在您保留正版 件作 份或 档之⽤ ，将

件 ⾄ ⼀媒介。除⾮ 本⼈使⽤，您不可复制 件随附的 品使⽤ 明或其他

⾯材料。您 料数据 体的所有者，⽽并⾮ 件的所有者。 

 

3) 其他限制：出租、出借、公开展⽰、表演、⼴播或任何其他⽅式 播 件和/或

硬件皆被禁⽌。除⾮所适⽤的法律允 ，您不可，也不可准 任何⼈修改 件和/

或硬件或其任何部分， 其 ⾏反 ⼯程分析，分解 件和/或硬件，或根据此

件和/或硬件制作 品。 

 

4) 保密：您了解并 同 TomTom耗 了可 的 和 ⼒开 件，故本 件是

保密的，并 TomTom和/或任何第三⽅的商 秘密。您同意保持 件 格保密，

并且不向任何⼈透露或提供接触途径。 

 

5) 第三⽅ 件 可：TomTom 品可能使⽤第三⽅的 件。尽管存在条款 2、3和

4，使⽤包含在 件内的第三⽅材料可能受其他条款和条件 束。 等第三⽅ 件

及演算⽅式的官⽅版权公告及特别的 可条件可在 CD/SD/ROM/硬 中的“第

三⽅ 件 可”⽂件夹内看到。您在此同意 等第三⽅ 件条款和条件。 

 

6) 有限保 ： 

a) TomTom 不保 且不能保 件和/或硬件运⾏没有 。您 当意 到在

使⽤中 算 差可能在 航系 使⽤ 件和/或硬件 由于例如当地 境状况和/或

料不完整等原因⽽ ⽣。 

b) 除硬件中含有的有限保 （以下 称“有限保 ”）以外，如有的 ，在所适⽤的

法律允 的最⼤范 内，TomTom 及其供 商提供的硬件和 件“基于 状并包含

所有缺陷”，并且拒 承 所有保 和条件，⽆ 是明⽰、暗⽰或 定的，包括但

不限于任何 件和/或硬件品 意、适合特定⽬的、可靠性或可利⽤性、回复

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果、熟 程度、病毒防御程度以及合理的注意及技 ，以及

履⾏或不履⾏提供⽀持或其他服 、信息、 件及通 件和/或硬件或通 使

⽤ 件和/或硬件⽽ ⽣的相关内容的任何暗⽰的保 、 任或条件。 此外，在适



 

⽤的法律允 的最⼤范 内，就 件和/或硬件的和平享⽤、和平占有或不涉及侵

权没有任何保 或条件。本排除保 条款不适⽤于（i）任何与所有权相关的暗⽰

条件，以及（ii）任何与 品 明⼀致的暗⽰的保 。 

c) 保 期在有限保 中予以 明。如果可以适⽤，在您 反了本 中的任何条

款 ，保 期将于 反 之⽇起 ⽌。 

 

7) 任限制 

a) 在所适⽤的法律允 的最⼤限度内，TomTom及其供 商将不 您或任何第三

⽅的因直接、 接、意外、必然或其他任何⽅式（在个案中，包括但不限于，因没

有能⼒使⽤ 或接触数据⽽造成的 害，数据 失，商 失，利益 失，

中断等等）因使⽤或没有能⼒使⽤ 件和/或硬件⽽造成的任何 失承担任何 任，

即使 TomTom已被告知 害可能存在。 

b) 在所适⽤的法律允 的最⼤限度内，尽管您可能遭受因任何原因造成的 害

（包括但不限于所有在此提及的 害以及所有合 或任何其他⽂件中的直接或普遍

的 害），TomTom 与其任何供 商的因本 ⽣或与本 有关的全部 任

将限于您 件和/或硬件所⽀付的价款。 

c)  在所适⽤的法律允 的最⼤限度内，TomTom就（i）其雇 和/或代理⼈的任何

欺 ⾏ ；或（ii）其雇 和/或代理⼈的任何欺 性的不 述，将不 任何 任。 

d)  尽管存在条款 7）（a）、（b）和（c），或本 所包含的任何其他条款，

⼀⽅ 于因⾃⾝ 失造成的死亡或⼈⾝ 害的 任，以及 ⼀⽅ 于因⾃⾝故

意或重⼤ 失⽽造成的 ⽅的 失的 任将没有限制。 

 

8) ⽌：在不 其它权利 ⽣任何 害的前提下，TomTom在您没有遵守任何条

款和条件 可⽴即 ⽌本 。在此情形下，您必 件及其所有构成部分的

所有副本。本 中的 定因其性 将在 ⽌后 存在的，将在本 ⽌后

⽣效。TomTom保留（以通知的⽅式或不以通知的⽅式）中断提供您或通 您使

⽤ 件可以 得的升 、更新和 充服 的权利。 

 



 

9) 第三⽅⽹站的 接：TomTom 于任何第三⽅⽹站或服 的内容、任何第三⽅

⽹站或服 所包含的 接、或任何第三⽅⽹站或服 的更改或更新，不承担任何

任。TomTom 您的⽅便⽽ 您提供第三⽅⽹站及服 的 接和接⼊，故任何

接或接⼊不代表 TomTom 第三⽅⽹站或服 的 同。 

 

10) 第三⽅的权利：依据适⽤于第三⽅权利的法律 定，⾮本 ⼀⽅的第三⽅

没有任何权⼒可以依据或 ⾏本 中的任何条款。但不影响第三⽅的任何已 存

在或在适⽤的法律 定以外可 得的任何权⼒或救 。 

 

11) 全部 ：本 （包括 其 充和修改并随附于 件和/或硬件的包装）以及

有限保 （若适⽤），以及其它任何条款和条件（若适⽤）， 您和 TomTom之

就 件和/或硬件以及⽀持服 （若存在）的全部 ，且其效⼒超 所有先前

或同 就 件或任何其它由本 包含的事 的⼝ 或 ⾯的交流、提案和表述。

任何 TomTom公司就⽀持服 （除有限保 外）的政策或⽅案的的条款与本

的条款 ⽣抵触，将依据本 条款。若本 的任何条款被 是失效的、不

可 ⾏的或 法的， 其它条款将保持完全的效⼒。 

 

12) 翻 版本：本 的英⽂版本 准版本。任何翻 版本 便利⽽提供。 

 

13) 适⽤的法律：本 以及任何与本 或与使⽤ 件和/或硬件有关或其它的任

何争 将适⽤荷 法律。本 排除适⽤ 合国国 物 售公 。因本 ⽣

的任何 由荷 阿姆斯特丹法院裁决， 等法院 于任何此种 有⾮排他的

管 权。 

 

印度地 只能在印度使⽤。印度地 是禁⽌ 出到印度以外的任何地⽅。 

 

如果您 于本 有任何 ，或是因任何原因欲与 TomTom 系， 登 本公

司全球⽹站 http://www.tomtom.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