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ICROSOFT 軟體授權條款 

WINDOWS EMBEDDED STANDARD 7 

以下授權條款係 貴用戶與 YSI Incorporated 之間所成立的協議。請仔細閱讀這些授權條款。這些授權條

款適用於本裝置上所包含的軟體，該軟體亦包括 貴用戶所收受之軟體上的任何獨立媒體。 

此裝置上的軟體包括由 Microsoft 公司或其關係企業授權的軟體。 

這些條款亦適用於任何 Microsoft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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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 貴用戶係直接向 Microsoft 取得更新程式或增補程式，則應由 Microsoft (而非由 YSI Incorporated) 授
權予 貴用戶。 

如下述，使用軟體亦表示 貴用戶同意 Microsoft 傳輸特定電腦資訊，以供網際網路服務使用。 

軟體一經使用，即表示 貴用戶同意接受這些授權條款。若 貴用戶不同意這些授權條款，請不要使用軟

體。在此情況下，請聯絡 YSI Incorporated，並依照其退款或取消交易政策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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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途。軟體使用權係以永久形式指派給 貴用戶取得軟體之裝置。 貴用戶得於前述裝置上使用軟體。 

2. 其他授權要件及/或使用權利 

a. 特定使用。YSI Incorporated 設計此裝置係供特定使用。 貴用戶僅能將軟體做為該用途。 

b. 其他軟體。 貴用戶得將其他程式與軟體搭配使用，前提是其他程式應 

 直接支援製造商的裝置特定使用，或 

 提供系統公用程式、資源管理或防毒或類似保護。 

• 提供消費者或商業任務或程序之軟體不得於裝置上執行。其中包括電子郵件、文書處理、試算

表、資料庫、排程和個人理財軟體。裝置得使用終端機服務通訊協定，存取伺服器上所執行之

此類軟體。 

c. 裝置之連線。 貴用戶不得以伺服器軟體的方式使用本軟體。換句話說，一台以上的裝置不得同時

存取、展示、執行、共用或使用軟體。 

  貴用戶得使用終端機服務通訊協定，將裝置連接至執行商業任務或程序軟體 (例如電子郵件、文

書處理、排程或試算表) 之伺服器。 

  貴用戶至多得允許十 (10) 台其他裝置存取軟體，以便使用 

• 檔案服務、 

• 列印服務、 

• 網際網路資訊服務，與 



• 網際網路連線共用和電話語音服務。 

十 (10) 台連線限制適用於可透過「多工」或共用連線之其他軟體或硬體來間接存取軟體之裝置。 

貴用戶得隨時使用透過 TCP/IP 的無限制輸入連線。 

d. 遠端存取技術。 貴用戶得使用下列遠端存取技術，透過其他裝置由遠端存取及使用此軟體。 

遠端桌面。此裝置之唯一主要使用者得使用遠端桌面或類似技術，從任何其他裝置存取工作階段。

「工作階段」係指透過任何組合之輸入、輸出和顯示週邊裝置與軟體直接或間接互動的體驗。如果

遠端裝置具有可執行軟體之獨立使用權，則其他使用者得利用此類技術從任何裝置存取工作階段。 

其他存取技術。 貴用戶得使用遠端協助或類似技術共享作用中之工作階段。 

其他遠端之使用。如果是用於以上「裝置之連線」和「遠端存取技術」小節所述以外之目的 (例如

裝置間的資料同步處理)，則 貴用戶得允許任何數量之裝置存取軟體。 

e. 字型元件。當軟體正在執行時， 貴用戶得使用其字型顯示並列印內容。 貴用戶僅能 

• 在字型內嵌規定的限制下，於內容中內嵌字型；以及 

• 將之暫時下載至印表機或其他輸出裝置上以列印內容。 

f. 圖示、影像與聲音。當軟體正在執行時， 貴用戶得使用但不得分享其圖示、影像、聲音與媒體。 

3. VHD 開機。使用軟體虛擬硬碟功能 (以下稱「VHD 影像」) 所製作之其他軟體拷貝得預先安裝於裝置

之實體硬碟上。此類 VHD 影像僅能用於維護或更新實體硬碟或磁碟機中所安裝之軟體。如果 VHD 影
像是裝置上的唯一軟體，則其可做為主要作業系統方式使用，但是 VHD 影像的所有其他拷貝只能用於

維護和更新作業。 

4. 可能不必要的軟體。軟體可包括 Windows Defender。當 Windows Defender 為開啟狀態時，其將會搜

尋此裝置上的「間諜軟體」、「廣告軟體」，以及其他可能不必要的軟體。如果找到可能不必要的軟體，

則軟體會詢問 貴用戶是否要將之忽略、停用 (隔離) 或移除。任何列為「高」或「嚴重」等級之可能

不必要的軟體，將於掃描後自動被移除，除非 貴用戶變更預設設定。移除或停用可能不必要的軟體可

能導致 

•  貴用戶裝置上的其他軟體停止運作，或 

•  貴用戶於違反使用權的情況下在本裝置上使用其他軟體。 

 如果使用本軟體， 貴用戶亦可能將非可能不必要的軟體加以移除或停用。 

5. 授權範圍。軟體係授權使用，而非出售賣斷。本合約僅提供 貴用戶使用軟體的部分權利。YSI 
Incorporated 和 Microsoft 保留所有其他權利。除非相關法律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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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軟體說明文件或聯絡 YSI Incorporated。 貴用戶不得： 

•  規避軟體中所包含的科技保護措施； 

•  還原工程、解編與反向組譯軟體； 

•  為軟體製作的拷貝數量超過本合約所明定之數量； 

•  將軟體發布給其他人進行複製； 

•  出租、租賃或出借軟體；或 

•  利用軟體提供商業軟體主機服務。 



除本合約所明示規定者以外，此裝置上之軟體的存取權利，並未賦予 貴用戶任何權利，得行使存取此

裝置之軟體或裝置中的 Microsoft 專利或其他 Microsoft 智慧財產權。 

6. 網際網路服務。Microsoft 隨軟體提供網際網路服務。Microsoft 得以隨時變更或取消這些功能。 

a. 網際網路服務之同意。此裝置可包含如下述之一個或多個軟體功能。這些功能可透過網路連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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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有

關這些功能的詳細資訊，請瀏覽 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104604。 

這些功能一經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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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資訊。下列功能會使用網際網路通訊協定，將 貴用戶的電腦資訊傳送至適當的系統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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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Microsoft 會使用這項資訊來提供網際網路服務予 貴用

戶。YSI Incorporated 已選擇在此裝置中啟動下列功能。 

• 隨插即用與隨插即用擴充。 貴用戶得將新的硬體連接至 貴用戶的裝置上。 貴用戶的裝置

可能會缺少需要的驅動程式，而無法與硬體進行通訊。此時，軟體的更新功能會透過 Microsoft 
取得正確的驅動程式，並安裝至 貴用戶的裝置上。 
 

• Web 內容功能。軟體中的特定功能可以從 Microsoft 擷取相關內容，並將之提供給 貴用戶。

這些功能包括美工圖案、範本、線上訓練、線上協助和 Appshelp。 貴用戶得選擇關閉這些功

能或不使用此等服務。 
 

• 數位憑證。本軟體是使用以 x.509 版本 3 數位憑證。這些數位憑證可確認向彼此傳送資訊之使

用者的身分，並讓您可以加密該資訊。本軟體會透過網際網路擷取憑證及更新憑證撤銷清單。 
 

• 自動根目錄更新。自動根目錄更新功能會更新受信任憑證授權單位的清單。 貴用戶可以關閉

此功能。 
 

• Windows Media 數位版權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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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用戶得關閉可

存取網際網路之 WMDRM 功能。關閉這些功能時， 貴用戶對於已取得有效授權之內容仍得以

播放。 
 

• Windows Media Player。 貴用戶使用 Windows Media Player 時，該軟體會與 Microsoft 確認

下列事項： 

•  貴用戶所在地區之相容線上音樂服務； 

• 播放程式之新版本¡以及 

• 若 貴用戶之裝置沒有播放內容所需之正確轉碼器，即檢查是否有該轉碼器。 

 貴用戶可以關閉此功能。如需詳細資訊，請前往：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1331。 

• 惡意軟體之移除/升級之清除。安裝軟體前，軟體將檢查並移除 貴用戶裝置上特定的惡意軟體 
(以下稱「惡意軟體」)。如需惡意軟體清單，請瀏覽 



www.support.microsoft.com/?kbid=890830。軟體檢查 貴用戶之裝置中是否存在惡意軟體時，

會將一份報告傳送至 Microsoft，說明軟體執行惡意軟體檢查時所偵測到的惡意軟體與發生的錯

誤。這份報告中不會包含可用來辨識 貴用戶身分之資訊。 貴用戶得遵照 
www.support.microsoft.com/?kbid=890830 中的指示，停用軟體之惡意軟體回報功能。 
 

• 網路覺察。此功能依被動監視網路流量或主動 DNS 或 HTTP 查詢，決定系統是否連線至網路。

查詢僅傳送用於路由目的之標準 TCP/IP 或 DNS 資訊。 貴用戶得透過登錄設定，關閉主動查

詢功能。 
 
• Windows Time 服務。此服務每個星期會和 www.time.windows.com 同步化一次，提供 貴用

戶裝置正確的時間。該連線使用標準 NTP 協定。 
 
• 搜尋建議服務。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時，若 貴用戶在 [立即搜尋] 方塊中輸入搜尋查詢，

或在網址列輸入的搜尋字詞前面加上問號 (?)，將於輸入過程中看見搜尋建議 (若 貴用戶之搜

尋服務供應商支援此功能)。於 [立即搜尋] 方塊或網址列中輸入的文字前方若有問號 (?)，該文

字便會在輸入過程中傳送給搜尋服務供應商。此外，若 貴用戶按 Enter 鍵或按一下 [搜尋] 按
鈕，則 [立即搜尋] 方塊或網址列中的文字便會傳送給搜尋服務供應商。如果 貴用戶使用 
Microsoft 搜尋服務供應商的服務，則所傳送資訊之使用受 Microsoft 線上隱私權聲明之拘束。

如需取得此隱私權聲明，請瀏覽 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31493。如果 貴用戶使用

第三方搜尋服務供應商的服務，則所傳送資訊之使用受該第三人之隱私權規定拘束。 貴用戶

可以隨時關閉搜尋建議。若要關閉搜尋建議，請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工具] 按鈕下之 [管理

附加元件] 功能。如需有關搜尋建議服務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128106。 

 
• 同意更新紅外線收發裝置。軟體可能含有特定技術，以確保特定 Media Center 產品隨附之紅

外線收發裝置的正常運作。 貴用戶同意軟體可以更新此裝置的韌體。 
 
• Media Center 線上推廣。如果 貴用戶使用軟體的 Media Center 功能存取網際網路內容或其

他網際網路服務，則為了讓 貴用戶得以享有、接受並使用特定的推廣優惠內容，該等服務可

能會從軟體取得下列資訊： 
 

• 特定裝置資訊，例如 貴用戶的網際網路通訊協定位址、 貴用戶使用的作業系統及瀏覽

器類型，以及 貴用戶使用的軟體名稱及版本， 
 

• 要求的內容，以及 
 

•  貴用戶安裝軟體之裝置的語言代碼。 
 

• 若使用 Media Center 功能連線至該等服務，即代表 貴用戶同意本公司蒐集並使用該資訊。 
 
• 媒體播放更新。裝置上的軟體可包含直接從 MSCORP 媒體播放更新伺服器接收更新程式的媒

體播放功能。如果此功能已由 貴用戶之製造商啟動，則這些更新可能會直接進行下載並安裝，

而不會通知 貴用戶。製造商將負責確保這些更新程式可在 貴用戶裝置上正常運作。 
 
• Windows Update 代理程式。裝置上的軟體包括了 Windows Update 代理程式 (以下稱

「WUA」)。這個功能可讓 貴用戶裝置直接從 MSCORP Windows Update 伺服器，或是已安

裝必要伺服器元件的伺服器和 Microsoft Windows Update 伺服器存取 Windows Updates。為

了使軟體中的 Windows Update 服務能夠正常運作 (若 貴用戶使用該服務)，Windows 
Update 服務將會隨時需要更新或下載，而且下載和安裝時不會通知 貴用戶。在不影響此處



授權條款或 Windows Update 所隨附之任何授權條款的任何其他瑕疵擔保責任之情況下， 貴

用戶認知且同意 Microsoft 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不就 貴用戶所安裝或嘗試安裝於裝置上之任

何 Windows Update 提供瑕疵擔保責任。 

b. 資訊之使用。Microsoft 得使用這些裝置資訊、錯誤報告和惡意軟體報告，來改良自身之軟體與服

務。本公司亦得與第三人 (例如硬體與軟體廠商) 分享上述資訊。該第三人得使用上述資訊改善其

與 Microsoft 軟體搭配執行之產品。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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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產品支援。請聯絡 YSI Incorporated 取得支援選項。請參閱隨同裝置提供之支援電話號碼。 

8. MICROSOFT .NET 基準測試。軟體包含一個或多個 .NET Framework 元件 (以下稱「.NET 元件」)。 

貴用戶得進行上述元件內部基準測試。在遵守 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66406 中條件規定的

前提下， 貴用戶得揭露上述元件的任何基準測試結果。 

倘若 貴用戶揭露此類基準測試結果，則不管 貴用戶是否已與 Microsoft 簽訂其他合約，只要符合 
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66406 中規定的條件，Microsoft 即有權揭露其針對 貴用戶所擁有、

與適用 .NET 元件競爭產品所執行之基準測試結果。 

9. 備份拷貝。 貴用戶得製作一份軟體備份拷貝。該備份拷貝僅供 貴用戶在裝置上重新安裝軟體之用。 

10. 說明文件。任何有權存取 貴用戶之裝置或內部網路的人，皆得基於 貴用戶內部參考之目的，複製

及使用該說明文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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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為「真品證明書」(COA) 之標記，標明此為軟體之授權拷貝真品。該

標籤必須附貼於裝置上，或出現在 YSI Incorporated 之軟體包裝上，方可證明其為有效之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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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用戶所使用

之軟體經合法授權。若要識別正版 Microsoft 軟體，請瀏覽 www.howtotell.com。 

12. 轉讓予第三人。 貴用戶僅得將此軟體連同裝置、真品證明書標籤以及這些授權條款一併直接移轉予

第三人。在移轉之前，該方當事人必須先同意這些授權條款適用於軟體之移轉及使用。 貴用戶不得保

留軟體之任何拷貝，包括備份拷貝。 

13. 關於 H.264/AVC 視訊標準、VC-1 視訊標準、MPEG-4 視訊標準及 MPEG-2 視訊標準的聲明。本軟

體可能包含 H.264/AVC、VC-1、MPEG-4 Part 2 及 MPEG-2 視訊壓縮技術。若本軟體包含前述視訊壓

縮技術，則此處須應 MPEG LA, L.L.C. 之要求，列出以下聲明： 

本產品已依據一項或多項視訊專利組合使用權，包括但不限於像是 AVC、VC-1、MPEG-4 PART 2 
VISUAL 和 MPEG-2 VIDEO 專利組合使用權規定，授權可用於下列個人和非商業用途：(i) 針對符合上

述標準 (以下稱「視訊標準」) 之視訊的編碼作業，及/或 (ii) 針對由消費者因個人及非商業活動用途而

編碼之視訊，或取自視訊業者所授權之視訊進行解碼，以提供符合前述專利組合使用權的視訊。即使任

何其他產品包含於本產品中且以獨立條款約束之，該等使用權仍不適用於此等產品。其他用途皆不得獲

得明示或默示之授權。詳細資訊可向 MPEG LA, L.L.C. 索取，請參閱 WWW.MPEGLA.COM。 

14. 關於 MP3 音訊標準之聲明。依照 ISO/IEC 11172-3 和 ISO/IEC 13818-3 之規定，本軟體包括 MP3 音
訊編碼和解碼技術。本軟體不得授權從事任何商業產品或服務之任何實作或散布。 

15.不得容錯。軟體不接受容錯。YSI Incorporated 已於裝置上安裝軟體且負責其在裝置上的運作方式。 

16. 限制使用。Microsoft 軟體係針對不需要 Fail-Safe 效能之系統而設計。 貴用戶不得於任何會因無法執

行軟體而造成可預見之人員受傷或死亡風險之裝置或系統中使用 Microsoft 軟體，其中包括核能設備、

飛機導航或通訊系統和空中交通控制之操作。 



17. 不提供軟體瑕疵擔保。軟體係依「現況」提供予 貴用戶， 貴用戶須自行承擔所有使用風險。

Microsoft 不提供任何明示擔保、保證或條件。 貴用戶所接收之裝置或軟體相關之瑕疵擔保並非源

自 Microsoft 或其關係企業，且不得併入。在當地法律所允許的範圍之內，YSI Incorporated 和 
Microsoft 排除適售性、符合特定目的或未侵權之默示瑕疵擔保。 

18. 賠償責任限制。 貴用戶僅得就直接損害，要求 Microsoft 及其關係企業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且其金

額不得超過 250.00 美元。 貴用戶無法就其他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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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廠商網際網路網站上的內容 (包括程式碼) 或第三方廠商程式相關的任何事

項，和 

•  在相關法律許可的範圍之內，因為違反合約、保證、擔保或條件、無過失責任、過失或其他侵權法

所主張之訴訟案件。 

即使 Microsoft 已知悉該等損害發生之可能性，此項限制仍然適用。此外， 貴用戶所在之國家/地區

也可能不允許對附隨性損害、衍生性損害或其他損害加以排除或限制，這種情況也可能造成上述限制

規定並不適用於 貴用戶。 

19. 出口限制。軟體受到美國出口法令規定之規範。 貴用戶必須遵守適用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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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瀏覽 
www.microsoft.com/exporting。 

20. 整份合約。關於軟體和支援服務之全部合意係由本合約、其他條款 (包括隨附於軟體且得修改或取代本

合約部分或全部條款之任何書面授權條款) 以及 貴用戶所使用的增補程式、更新程式、網際網路服務

和支援服務之條款所構成。 

21. 準據法。 

a. 美國。若 貴用戶在美國境內取得軟體，本合約之解釋或任何違反本合約所衍生的訴訟，無論是否

有法規衝突產生，均應以美國華盛頓州之法律做為準據法。所有其他訴訟將以 貴用戶居住之州法

律為準據法，包含違反州消費者保護法、不當競爭法和侵權行為的訴訟。 

b. 美國境外。若 貴用戶在美國以外的國家/地區取得軟體，則本合約應以 貴用戶所居住之國家/地
區的法律為準據法。 

22. 第三方廠商程式。Microsoft 會針對軟體中所包含的第三方廠商軟體提供下列著作權標示。這些聲明係

應個別著作權所有人要求而提供，且不會更動 貴用戶使用本軟體之使用權。 

本產品之部分內容係以部分 Spider Systems ® Limited 之著作為基礎。由於 Microsoft 已將 Spider 
Systems Limited 軟體包括於本產品中，因此，Microsoft 必須包括相關軟體隨附之下列文字： 

版權所有 1987 Spider Systems Limited 
版權所有 1988 Spider Systems Limited 
版權所有 1990 Spider Systems Limited 

 

本產品之部分內容係以部分 Seagate Software 之著作為基礎。 

 

本產品之部分內容係以部分 ACE*COMM Corp 之著作為基礎。由於 Microsoft 已將 ACE*COMM Corp 軟體

包括於本產品中，因此，Microsoft 必須包括相關軟體隨附之下列文字： 

版權所有 © 1995-1997 ACE*COMM Corp 

 



本產品之部分內容係以部分 Sam Leffler 和 Silicon Graphics, Inc. 之著作為基礎。由於 Microsoft 已將 Sam 
Leffler 和 Silicon Graphics 軟體包括於本產品中，因此，Microsoft 必須包括相關軟體隨附之下列文字： 

 
版權所有 © 1988-1997 Sam Leffler 
版權所有 © 1991-1997 Silicon Graphics, Inc. 
 
本軟體及其文件於任何目的之使用、複製、修改、散布和銷售之許可權茲在此免費提供授權，條件

是 (i) 本軟體之所有拷貝及相關文件中必須顯示上述著作權標示與本許可權標示；而且 (ii) Sam 
Leffler 和 Silicon Graphics 等名稱不得在未取得 Sam Leffler 和 Silicon Graphics 的特定事先書面同意

前用於與軟體相關之任何廣告或公開場合。 
 
本軟體係依「現狀」提供，且不含任何類型、明示、默示或其他形式之瑕疵擔保，包括但不限於符

合特定目的之適售性及適用性之任何擔保。 
 
在任何情況下，SAM LEFFLER 或 SILICON GRAPHICS 對於任何類型之特殊、附隨性、間接或衍

生性損害均不負任何責任，不論上述損害係導因於使用或操作本軟體而導致之無法使用、資料或利

潤上之損失，且無論是否已獲知該等損害之可能性，不論任何原因，亦然。 
 
部分內容版權所有 Copyright © 1998 PictureTel Corporation 
 

本產品之部分內容係以部分 Highground Systems 之著作為基礎。由於 Microsoft 已將 Highground Systems 軟
體包括於本產品中，因此，Microsoft 必須包括相關軟體隨附之下列文字： 

 
版權所有 © 1996-1999 Highground Systems 

 
 
Windows 7 納入了 Info-ZIP 群組的壓縮程式碼。使用這段程式碼時並不需要額外收費或付費，而且原始壓

縮來源碼可以透過網際網路從 www.info-zip.org/ 或 ftp://ftp.info-zip.org/pub/infozip/src/ 自由取得。 
 
 
部分內容版權所有 © 2000 SRS Labs, Inc 
 
 
本產品包括「zlib」一般用途壓縮程式庫提供之軟體。 
 

本產品之部分內容係以部分 ScanSoft, Inc. 之著作為基礎。由於 Microsoft 已將 ScanSoft, Inc. 軟體包括於本產

品中，因此，Microsoft 必須包括相關軟體隨附之下列文字： 

TextBridge® OCR © by ScanSoft, Inc. 
 
 
本產品之部分內容係以部分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之著作為基礎。由於 Microsoft 已將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軟體包括於本產品中，因此，Microsoft 必須包括相關軟體隨附之下列文字： 
 

版權所有 © 1996 by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保留一切權利。 
 
茲在此免費提供本軟體及其文件採用原始碼型式和二進位格式於任何目的之使用、複製、修改和散

布之許可權，條件是前述著作權標示和本許可權標示必須出現在所有拷貝、任何文件、廣告資料、

與該次散布相關之其他資料，以及本軟體係由南加州大學資訊科學研究所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Information Sciences Institute) 協同開發之使用資訊。在未獲得特定事先書面同意的情況下，

大學名稱不得用於背書或促銷從本軟體衍生的產品。 
 
南加州大學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USC) 不就基於任何目的而提供之本軟

體的適用性提供任何聲明。本軟體係依「現狀」提供，且不含任何明示或默示之瑕疵擔保，包括但

不限於符合特定目的之適售性及適用性之任何默示擔保。 
 
本軟體之部分內容適用其他著作權，且應於適當位置加以標示。 

 
 
本產品之部分內容係以部分 James Kanze 之著作為基礎。由於 Microsoft 已將 James Kanze 軟體包括於本產

品中，因此，Microsoft 必須包括相關軟體隨附之下列文字： 
 

著作權與許可權標示 
保留一切權利。 
 
任何取得本軟體之拷貝及其相關文件檔案 (以下稱「軟體」) 之使用者茲在此獲得免費不限制其就軟

體從事操作之許可權，包括但不限於軟體拷貝之使用、複製、修改、發佈、散布及/或銷售，以及

允許取得提供軟體之使用者從事上述行為，條件為本軟體之所有拷貝及補充文件皆必須顯示上述著

作權標示與本許可權標示。此處同時授與許可權，令使用者可在前置詞「GB_」變更成其他內容，

且用於 Include 檔案之名稱目錄也同時變更 (在本散布版本中為「gb」) 的修改之軟體的條件下，針

對軟體進行任何修改。 
 
軟體係依「現狀」提供，且不含任何類型、明示或默示之瑕疵擔保，包括但不限於符合特定目的之

適售性及適用性與未侵權第三方權利之任何擔保。在任何情況下，本聲明中之著作權所有人或任何

權利所有人對於任何特殊、間接或衍生性損害，或無論是因無法使用、資料或利潤上之損失所致之

損害均不負任何責任，不論上述損害係導因於使用或操作本軟體而導致合約性起訴、過失或其他侵

權行為亦然。 
 
除非本聲明中特別提出，否則不得在未經著作權所有人之事先書面同意情況下將著作權所有人之名

稱用於廣告或以任何方式促進本軟體之銷售、使用或其他操作。 
 
本產品包含由 Cisco ISAKMP Services 提供之軟體。 
 
本產品之部分內容係以部分 RSA Data Security, Inc. 之著作為基礎。由於 Microsoft 已將 RSA Data Security, 
Inc. 軟體包括於本產品中，因此，Microsoft 必須包括相關軟體隨附之下列文字： 
 

版權所有 © 1990, RSA Data Security, Inc. 保留一切權利。 
 
複製和使用本軟體之使用權茲在此授權，條件是任何標明或援引本軟體或本功能之所有資料中必須

載明「RSA Data Security, Inc. MD5 Message-Digest Algorithm」。製作和使用衍生性著作之使用權亦

可在此授權，條件是任何標明或援引該衍生性著作之所有資料中必須載明「衍生自 RSA Data 
Security, Inc. MD5 Message-Digest Algorithm」。 
 
RSA Data Security, Inc. 不就基於任何特定目的而提供之本軟體的適售性或適用性提供任何聲明。著

作內容係依「現況」提供，不含任何形式之明示或默示之瑕疵擔保。 
  
本文件及/或軟體之任何部分的任何拷貝均必須保留前述聲明。 

 
 



本產品之部分內容係以部分 OpenVision Technologies, Inc. 之著作為基礎。由於 Microsoft 已將 OpenVision 
Technologies, Inc. 軟體包括於本產品中，因此，Microsoft 必須包括相關軟體隨附之下列文字： 
 

版權所有 © 1993 by OpenVision Technologies, Inc. 
 
茲在此免費提供本軟體及其文件於任何目的之使用、複製、修改、散布和銷售之許可權，條件是軟

體之所有拷貝中必須顯示前述著作權標示，且補充文件必須同時顯示著作權標示和本許可權標示，

同時必須取得特定書面事先同意，方可將 OpenVision 之名稱用於與本軟體散布相關之廣告或公開

資訊。OpenVision 不就基於任何目的而提供之本軟體的適用性提供任何聲明。著作內容係依「現況」

提供，不含明示或默示之瑕疵擔保。 
 
OPENVISION 於此聲明，不為本軟體相關事務提供任何瑕疵擔保，包括所有適售性和適用性之默

示擔保。在任何情況下，OPENVISION 對於任何特殊、間接或衍生性損害 (無論是因無法使用、資

料或利潤上之損失所致) 均不負任何責任，且不論上述損害係導因於使用或操作本軟體而導致合約

性起訴、過失或其他侵權行為亦然。 
 
 
本產品之部分內容係以部分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之著作為基礎。由於 Microsoft 已將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軟體包括於本產品中，因此，Microsoft 必須包括相關軟體隨附之下列

文字： 
 

版權所有 © 1995, 1996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保留一切權利。 
 
茲在此免費提供本軟體及其文件於任何目的之使用、複製、修改和散布之許可權，條件是軟體之所

有拷貝中必須顯示前述著作權標示，且補充文件必須同時顯示著作權標示和本許可權標示，同時必

須取得特定書面事先同意，方可將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之名稱用於與本軟體散布相關之廣告

或公開資訊。本軟體係依「現況」提供，不含任何形式之明示或默示之瑕疵擔保。 
 

版權所有 © 1993, 1994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保留一切權利。 
  
在保留本聲明且載明著作權屬於密西根大學安娜堡分校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t Ann Arbor) 前提下，

允許以原始碼型式和二進位格式轉散布和使用：在未獲得特定事先書面同意的情況下，大學名稱不

得用於背書或促銷從本軟體衍生的產品。本軟體係依「現況」提供，不含明示或默示之瑕疵擔保。 
 
 
本產品之部分內容係以部分麻省理工學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 之著作為基礎。由於 
Microsoft 已將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軟體包括於本產品中，因此，Microsoft 必須包括相關軟

體隨附之下列文字： 
 

版權所有 ©1989, 1990 by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保留一切權利。 
  
自美國輸出本軟體時必須取得美國政府之特定授權。任何計畫進行輸出的使用者或組織應負責取得

前述授權，才可進行輸出。 
  
在符合前揭限制條件下，方可在此免費提供本軟體及其文件於任何目的之使用、複製、修改和散布

之許可權，條件是軟體之所有拷貝中必須顯示前述著作權標示，且補充文件必須同時顯示著作權標

示和本許可權標示，同時必須取得特定書面事先同意，方可將 M.I.T. 之名稱用於與本軟體散布相關

之廣告或公開資訊。M.I.T. 不就基於任何目的而提供之本軟體的適用性提供任何聲明。著作內容係

依「現況」提供，不含明示或默示之瑕疵擔保。 



  
根據美國法律規定，本軟體必須獲得美國商業部 (U.S. Commerce Department) 之授權，才能輸出至

美國境外。 
  
版權所有 © 1994 by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保留一切權利。 
 
自美國輸出本軟體時必須取得美國政府之特定授權。任何計畫進行輸出的使用者或組織應負責取得

前述授權，才可進行輸出。 
 
在符合前揭限制條件下，方可在此免費提供本軟體及其文件於任何目的之使用、複製、修改和散布

之許可權，條件是軟體之所有拷貝中必須顯示前述著作權標示，且補充文件必須同時顯示著作權標

示和本許可權標示，同時必須取得特定書面事先同意，方可將 M.I.T. 之名稱用於與本軟體散布相關

之廣告或公開資訊。M.I.T. 不就基於任何目的而提供之本軟體的適用性提供任何聲明。著作內容係

依「現況」提供，不含明示或默示之瑕疵擔保。 
 
 
本產品包括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及其著作人所開發之軟體。 
 
本軟體之部分內容係以 Northern Telecom 授權使用之部分「Entrust」安全技術之著作為基礎。 
 
本產品之部分內容係以部分 Hewlett-Packard Company 之著作為基礎。由於 Microsoft 已將 Hewlett-Packard 
Company 軟體包括於本產品中，因此，Microsoft 必須包括相關軟體隨附之下列文字： 
 

版權所有 © 1994 Hewlett-Packard Company 
 

茲在此免費提供本軟體及其文件於任何目的之使用、複製、修改、散布和銷售之許可權，條件是軟

體之所有拷貝中必須顯示前述著作權標示，且補充文件必須同時顯示著作權標示和本許可權標示。

Hewlett-Packard Company 和 Microsoft Corporation 均不就基於任何目的而提供之本軟體的適用性提

供任何聲明。著作內容係依「現況」提供，不含明示或默示之瑕疵擔保。 
 

 
本產品包括「libpng」PNG 參考程式庫提供之軟體。 
 
本產品之部分內容係以部分 Autodesk, Inc. 之著作為基礎。由於 Microsoft 已將 Autodesk, Inc. 軟體包括於本

產品中，因此，Microsoft 必須包括相關軟體隨附之下列文字： 
 

版權所有 © 1995 by Autodesk, Inc. 
 

本產品包含圖片篩選軟體；本軟體係以部分 Independent JPEG Group 之著作為基礎。 
 
 
本產品包括 KS Waves Ltd. 提供之「True Verb」技術。 
 
 
本產品之部分內容係以部分 SGS-Thomson Microelectronics, Inc. 之著作為基礎。由於 Microsoft 已將 SGS-
Thomson Microelectronics, Inc. 軟體包括於本產品中，因此，Microsoft 必須包括相關軟體隨附之下列文字： 
 

版權所有 © 1996 SGS-Thomson Microelectronics, Inc. 保留一切權利。 
 
 
本軟體之部分內容係以部分 Unicode, Inc. 之著作為基礎。由於 Microsoft 已將 Unicode, Inc. 軟體包括於本產

品中，因此，Microsoft 必須包括相關軟體隨附之下列文字： 



 
著作權與許可權標示 
 
版權所有 © 1991-2005 Unicode, Inc. 保留一切權利。依據 www.unicode.org/copyright.html 之使用條

款進行散布。 
 
任何取得 Unicode 資料檔案及其相關文件檔案 (以下稱「資料檔案」) 或 Unicode 軟體及其相關文件 
(以下稱「軟體」) 之使用者茲在此獲得免費不限制其就資料檔案或軟體從事操作之許可權，包括但

不限於對資料檔案或軟體拷貝之使用、複製、修改、合併、發佈、散布及/或銷售，以及允許取得

提供資料檔案或軟體之使用者從事上述行為，條件為 (a) 資料檔案或軟體之所有拷貝中均顯示前述

著作權標示和本許可權標示；(b) 相關文件中同時顯示前述著作權標示和本許可權標示；和 (c) 每一

份修改過的資料檔案或軟體以及與資料檔案或軟體相關之文件中均應附上清楚聲明，說明資料或軟

體已修改。 
 
前述資料檔案與軟體係依「現狀」提供，且不含任何類型、明示或默示之瑕疵擔保，包括但不限於

符合特定目的之適售性及適用性與未侵權第三方權利之任何擔保。在任何情況下，本聲明中之著作

權所有人或任何權利所有人對於任何特殊、間接或衍生性損害，或無論是因無法使用、資料或利潤

上之損失所致之損害均不負任何責任，不論上述損害係導因於使用或操作資料檔案或軟體而導致合

約性起訴、過失或其他侵權行為亦然。 
 
除非本聲明中特別提出，否則不得在未經著作權所有人之事先書面同意情況下將著作權所有人之名

稱用於廣告或以任何方式促進前述資料檔案或軟體之銷售、使用或其他操作。 
 
Combined PostScript Driver 係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和 Microsoft Corporation 共同開發之結果。 
 
 
本產品之部分內容係以部分 Media Cybernetics 之著作為基礎。由於 Microsoft 已將 Media Cybernetics 軟體包

括於本產品中，因此，Microsoft 必須包括相關軟體隨附之下列文字： 
 

HALO Image File Format Library © 1991-1992 Media Cybernetics, Inc. 
 
 
本產品之部分內容係以部分 Luigi Rizzo 之著作為基礎。由於 Microsoft 已將 Luigi Rizzo 軟體包括於本產品

中，因此，Microsoft 必須包括相關軟體隨附之下列文字： 
 

© 1997-98 Luigi Rizzo (luigi@iet.unipi.it) 
 
部分內容係衍生自 Phil Karn (karn@ka9q.ampr.org)、Robert Morelos-Zaragoza 
(robert@spectra.eng.hawaii.edu) 和 Hari Thirumoorthy (harit@spectra.eng.hawaii.edu) 於 1995 年 8 月發

表之程式碼。 
 
不論修改與否，若符合以下情況，則允許以原始碼型式和二進位格式轉散布和使用： 
 
1. 轉散布原始碼時，必須保留以上著作權標示、本情況清單以及以下免責聲明。 
 
2. 以二進位格式轉散布時，必須在隨同散布的文件及/或其他資料中複製以上著作權標示、本情況

清單以及以下免責聲明。 
 
本軟體係由著作人「依照現狀」和任何明示或默示擔保提供，包括但不限於符合特定目的之適售性

及適用性默示擔保。著作人因為使用軟體而產生之任何直接、間接、意外、特殊、示範或衍生性損

害 (包括但不限於因獲得替代貨品或服務的損失；無法使用、資料或利潤上的損失；營業中斷所導



致之損害) 均不負任何責任，不論其原因為何，且不論所依據之賠償責任基礎為合約、無過失責任

或是侵權行為 (包括過失或其他)，縱使已事先獲知該等損害發生之可能性亦然。 
 
本產品之部分內容係以部分 W3C 之著作為基礎。由於 Microsoft 已將 W3C 軟體包括於本產品中，因此，

Microsoft 必須包括相關軟體隨附之下列文字： 
 

W3C ® 軟體聲明與授權 
www.w3.org/Consortium/Legal/2002/copyright-software-20021231 
 
本著作 (且包括軟體，以及像是 README 或其他相關項目之文件) 係由著作權所有人根據下面授權

提供。一旦取得、使用及/或複製本著作，即表示 貴用戶 (指被授權人) 同意 貴用戶已閱畢、了

解並將遵守下列條款及條件。 
 
茲在此免費或無須權利金方式提供本軟體及其文件 (無論是否經過修改) 於任何目的之複製、修改和

散布之許可權，條件是 貴用戶必須在軟體和文件，或包括修改部分之任何部分之「所有」拷貝中

顯示下面聲明。 
1. 本聲明之完整內容必須安置在轉散布或衍生性著作的使用者可清楚看到的位置。 
2. 任何預先存在之智慧財產權免責聲明、聲明，或條款及條件。如果皆不存在，則必須將 W3C 
Software Short Notice 包含在任何轉散布或其衍生程式碼的本文中 (優先使用超文字，但也可使用文

字)。 
3. 對檔案之任何變更或修改的通知，包括進行變更的日期 (我們建議您提供程式碼衍生來源位置的 
URL)。 
 
本軟體與文件係依「現況」提供，著作權所有人不提供任何明示或默示之聲明或瑕疵擔保，包括但

不限於任何目的用途之適售性或適用性，或是該軟體或文件之使用未對任何第三方專利、著作權、

商標或其他權利造成侵權之行為。 
 
著作權所有人對於任何因使用本軟體或文件所引發之任何直接性、間接性、特殊或衍生性損害，一

概不負任何責任。 
 
在未取得特定書面事先同意的情況下，著作權所有人之名稱和商標「不得」用於從事與軟體相關之

廣告或公開活動。本軟體和任何相關文件之著作權的權利永遠屬於著作權所有人所有。 
 
 
本產品之部分內容係以部分 Sun Microsystems, Inc. 之著作為基礎。由於 Microsoft 已將 Sun Microsystems, 
Inc. 軟體包括於本產品中，因此，Microsoft 必須包括相關軟體隨附之下列文字： 
 

Sun RPC 係 Sun Microsystems, Inc. 發行之產品，且提供不限制之使用目的，條件是本圖例必須包含

在所有磁帶媒體上，而且必須是軟體程式整體或部分的其中一部分。使用者得免費複製或修改 Sun 
RPC，但無權將使用者所開發之產品或程式部分以外的部分授權或散布給其他使用者。 
 
SUN RPC 係依「現狀」提供，且不含任何類型之瑕疵擔保，包括符合特定目的之設計、適售性及

適用性或操作、使用或營業操作過程所產生之任何類型之瑕疵擔保。 
 
Sun RPC 之提供不含任何支援，而且 Sun Microsystems, Inc. 無義務協助其功能之使用、修正、修改

或增強。 
 
對於因為 SUN RPC 或其他任何部分所引發之著作權、營業秘密或任何專利之侵權行為，SUN 
MICROSYSTEMS, INC. 一概不負任何責任。 
 



在任何情況下，Sun Microsystems, Inc. 對於任何收益或利益上之損失，或是其他特殊、間接性或衍

生性損害均不負任何責任，無論 Sun 是否已獲知該等損害之可能性亦然。 
 
Sun Microsystems, Inc. 
2550 Garcia Avenue 
Mountain View, California 94043 

 
 
在已獲 Dolby Laboratories 授權許可下製造。「Dolby」和雙 D 符號係 Dolby Laboratories 所屬商標。機密性

之未發佈著作。版權所有 © 1992-1997 Dolby Laboratories.保留一切權利。 
 
本產品之部分內容係以部分 Andrei Alexandrescu 之著作為基礎。由於 Microsoft 已將 Andrei Alexandrescu 軟
體包括於本產品中，因此，Microsoft 必須包括相關軟體隨附之下列文字： 
 

The Loki Library 
版權所有 © 2001 by Andrei Alexandrescu 
這段程式碼係隨附於下列書籍： 
Alexandrescu, Andrei. "Modern C++ Design: Generic Programming and Design Patterns Applied." 
Copyright © 2001. Addison-Wesley. 
茲在此免費提供本軟體於任何目的之使用、複製、修改、散布和銷售之許可權，條件是軟體之所有

拷貝中必須顯示前述著作權標示，且補充文件必須同時顯示著作權標示和本許可權標示。 
著作人或 Addison-Welsey Longman 不就基於任何目的而提供之本軟體的適用性提供任何聲明。著

作內容係依「現況」提供，不含明示或默示之瑕疵擔保。 
 
 
部分內容版權所有 © 1995 by Jeffrey Richter 
 
 
本產品之部分內容係以部分 Distributed Management Task Force, Inc. (DMTF) 之著作為基礎。由於 Microsoft 
已將 DMTF 規格架構之軟體包括於本產品中，因此，Microsoft 必須包括下列文字： 
 

版權所有 © 2007 Distributed Management Task Force, Inc. (DMTF).保留一切權利。 
 
 
本著作之部分係衍生自「The Draft Standard C++ Library」版權所有 © 1995 by P.J。Plauger 係由 Prentice-
Hall 發行，且已獲許使用。 
 
本產品之部分內容係以部分 Hewlett-Packard Company 之著作為基礎。由於 Microsoft 已將 Hewlett-Packard 
Company 軟體包括於本產品中，因此，Microsoft 必須包括相關軟體隨附之下列文字： 
 

版權所有 © 2002, 2003 Hewlett-Packard Company. 
 
關於聲明： 
本軟體係以 mpvtools.sourceforge.net 提供之軟體為基礎。 
 
本軟體處理名為 MPV 的格式。開放式規格 MPV 可應用於管理相片、視訊和音樂內容的收集和多

媒體播放清單，及其相關的中繼資料，並且可從「光學儲存媒體技術協會」(OSTA，Optical Storage 
Technology Association) 免費取得。如需有關 MPV 規格的詳細資訊，請造訪 www.osta.org/mpv。 
 
許可權標示： 



任何取得本軟體之拷貝及其相關文件檔案 (以下稱「軟體」) 之使用者茲在此獲得不限其就軟體從事

操作之許可權，包括但不限於使用、複製、修改、合併、發佈、散布、轉授權及/或銷售軟體拷貝，

以及允許取得提供軟體之使用者在遵守下列條件下從事上述行為： 
 
前揭著作權標示、本許可權標示和前揭「關於聲明」均應包含於軟體之任何拷貝或重要部分。 
 
本軟體係依「現狀」提供，且不含任何類型、明示或默示之瑕疵擔保，包括但不限於符合特定目的

之適售性及適用性與未侵權之任何擔保。在任何情況下，著作人或著作權所有人對於任何類型之索

賠、損害或其他責任均不負任何責任，不論上述損害係導因與本軟體相關或對本軟體之使用或其他

操作而導致合約性起訴、侵權行為或其他責任亦然。 
 
除非本聲明中特別提出，否則不得在未經著作權所有人之事先書面同意情況下將著作權所有人之名

稱用於廣告或以任何方式促進本軟體之銷售、使用或其他操作。 
 

所有其他商標皆為其各自擁有者的財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