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制性使用條款
生效日期：2013 年 5 月 ２４日
使用本網站和軟體之前，您必須同意協議的強制性使用條款。
根據美國法律，此協議以英文起草。本協議已被翻譯，如果翻譯版本與英文版本不同，一切以
英文版本為準。您理解并同意您有機會翻譯本協議且您理解并同意本協議中的所有條款。
BNI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BNI”）提供的本網站及網站相關的服務需要您遵守本強制
性使用條款協議（“協議”）所規定的條款和條件。本協議，以及在隱私政策中所列的條款和
條件或納入參考的其他內容，規定了 BNI 和您、訪客（或關於與 BNI 已有協議的一方，作為本
協議的補充）之間的關係和您對本網站的使用。您對本網站的使用，創建了一個以本強制性使
用條款和隱私政策的條款及條件為基礎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合同，並且您同意上述條款。您承
認您已閱讀並理解了強制性使用條款協議的條款及條件（和/或已有機會向律師諮詢），您同意
其所有條款的約束。如果您不同意這些強制性使用條款或隱私權政策，那麼您就不能使用本網
站或軟體，您應該立即離開這個網站。
本協議中所採用的字眼：“您”和“您的”是指任何訪問 BNI 網站或使用該軟體的人。“我
們”，“我們的”是指 BNI。
BNI 可以在任何時候自行決定修改或更新本協議，并在網站上公佈修訂協議。請定期檢查協議
的變更。您使用的本網站或軟體已根據更新後的最新協議作出變更。如果您不接受這些變更，
您必須刪除您所有的帳戶，不再使用本網站和軟體。您繼續使用網站和軟體將意味著您接受這
些條款。
此外，BNI 保留權利，在任何時候，暫時或永久，修改或終止網站（或其任何部分）而無需通
知您。您同意，BNI 對網站或任何資料（定義見下文）進行的任何修改，暫停或終止無需對您
或任何第三方承擔任何責任。
我們同時提醒，BNI 的會員，領導小組成員，輔助領導小組成員，董事，董事顧問，大使，員
工，獨立承包商或其他與 BNI 達成協議的個人，您也要同意遵守其他行為條款，而且必須相應
地使用本網站。
如果您身處被美國政府列為禁運的國家，或所處國家被美國財政部列在特殊國家/地區名單上，
您將不能在本網站上從事商業活動。如果您所處國家的法律不認可本協議，您同意仍然接受本
協議的約束，在法律規定允許的最大範圍內遵守本協議，并由 BNI 選定的仲裁員決定那些不能
強制執行的條款的補償方式。
如果您有關於本協議或其他協議的任何問題，請聯絡我們 BNI@BNI.com。
涵蓋範圍
本協議適用於位於 BNIConnect.com 域名下的“BNI Connect“網站（以下簡稱“網站”），以
及任何其他相關或以 BNIConnect 平台為基礎的附屬網站，除了 BNI.com。
網站使用許可
只要您是在遵守本協議的條款和所有納入本協議的相關文件，BNI 特此授予您有限的，可撤銷
的，不可轉讓的，不可轉授權的，非排他性的許可訪問網站，通過普通的互聯網瀏覽器查看網
站和所有公開顯示的內容和材料。該協議會影響您的法律權利和責任，應仔細閱讀。任何違反

本協議條款或條件的行為都是立即終止這有限的許可的原因。沒有以暗示或其他方式授予其他
權利。
納入條款
現下列附加條款納入本協議的參考，您同意本協議綁定到下列文件中的所有附加條款：
1．版權政策 [鏈接]
2．投訴政策，包括商標投訴 [鏈接]
3．隱私政策 [鏈接]
4．線上倫理守則 [鏈接]
使用本網站的資格
以下是您使用本網站的資格要求，您特此保證您滿足所有這些資格要求。
1．您已年滿 18 歲；
2．您目前是一名會員，在 BNI 分會中具有良好的信譽並且繳納會費及時，或者您是一名
董事，雇員或 BNI 的獨立承包人，或是一名信譽良好的 BNI 加盟商；
3．您以前沒有被從網站中刪除，暫停或終止；
4．您不是 BNI 的競爭對手，您也不是為 BNI 的競爭對手工作，提供諮詢或協助；
5．您具有充分的權力來簽訂本協議，而且您簽訂本協議并不會讓您或任何第三方違反任
何其他協議或合法權利。
成為網站用戶
有很多方法，可以您使成為網站的用戶。
如果您目前還不是 BNI 的會員，您可以註冊一個用戶名并發出加入 BNI 的聯絡請求，或者可以
填寫 BNI 線上申請。如果您填寫線上申請，您必須如實回答申請程序中的所有問題，并保證其
真實性，您必須在遞交申請之前同意可能會出現的。如果您提交了申請或聯絡請求，BNI 可以
致電聯絡您或遵照[隱私政策]使用您提交的資訊。
如果您參加了一家 BNI 分會的會議，上述分會的會員或 BNI 的代表可以把在那時收集的關於您
的資訊錄入到網站中去。BNI 或網站可能會發送一個資訊給您邀請您填寫線上申請并加入 BNI，
這樣的資訊可能會向您提供一組用來進入網站的用戶名和密碼。
如果您在參加任意一次 BNI 會議時填寫了一份書面申請，一名 BNI 會員或 BNI 的代表可以把您
填寫的資訊錄入到網站中去。BNI 或網站可能會發送一個資訊給您，這樣的資訊可能會向您提
供一組用來進入網站的用戶名和密碼。
如果您已經是 BNI 的會員，您所在分會的會員或 BNI 的代表可能會把從您的會員資格中獲得的
資訊輸入網站。網站或 BNI 的代表會與您聯絡，向您提供一組用來進入網站的用戶名和密碼。
網站的可用性和使用
BNI 盡力確保該網站在任何時候都可以使用，BNI 並不保證，表示或擔保網站的訪問不會中斷或
無差錯，BNI 不保證用戶在任何時候都能訪問網站或使用網站的所有或任何功能。
BNI 可以在任何時候自行決定改變，暫停或終止本網站（部份或全部），包括任何網站功能的
可用性或您的特定用戶帳戶。BNI 也可能會對網站的某些功能或部分的使用或訪問網站加以限

制，或限制您訪問本網站的任何部分或全部，所有情況下都無需通知或承擔責任。您不得企圖
或實際訪問網站中您沒有權限訪問的部分。
本網站的目的是為 BNI 的加盟商，董事和會員提供服務，以方便他們和其他 BNI 會員進行人際
交流。本網站並非是一個用於推銷特定的產品或服務（BNI 除外）的行銷工具，嚴格禁止利用
網站在網站內外進行商業招攬。廣播通信和垃圾郵件是明令禁止的。挖掘，抓取數據用於商業
招攬也是被明令禁止的。如果您對於某種行為是否被接受有疑問，請聯絡 BNI@BNI.com。
BNI 沒有義務維護您在網站上提交，提供，發佈的任何資訊，內容，意見，材料或其他事項，
或網站上的其他內容。BNI 有權隱瞞，刪除或放棄網站上的任何材料或可用的或您的帳戶的一
部分，而且在任何時候都無需通知。為避免疑問，BNI 沒有義務存儲，維護，或為您提供您或
其他用戶以任何方式在網站上提交的任何資訊，內容，意見，材料，或其他事項。
您承認並同意，BNI 可以通過電子郵件或其他方式向您發送重要的通知或其他相關資訊，包括
移動電話或其他手持設備或傳真機。您承認並同意，BNI 不必對您維護或更新聯絡資訊或個人
資訊時與您相關或由您引起的失誤，或因為您的失誤造成無法接收到關於網站的重要或關鍵資
訊的情況而負責。
對 BNI 會員資格的影響
即使您擁有與 BNI 或 BNI 的任何規則或規定有某些矛盾的協議，您仍然理解並同意使用網站的
其他用戶可能和您從事相同的職業或行業，並且使用此網站，您不反對其他人加入本網站。此
外，您理解並同意，因為本網站的線上性質，加入本網站的很多人都從事相同的職業或行業，
而這與任何 BNI 分會的限制參加政策，即一間分會中每個職業或行業只能有一個人加入分會的
政策并不衝突。
此外，加入 BNIConnect 並不能作為您加入 BNI 分會的替代。
成為用戶的明文規定
BNI 的承認，BNI 分會和地區以前使用的獨立網站促進了 BNI 的發展和並為組織建立了良好的商
譽。BNIConnect 提供了一種新的模式以加強和鞏固組織管理。根據 BNI 的品牌標準的規定，您
理解並同意，BNI 分會和地區使用的，爲了建立良好商譽而創建和使用的任何 BNI 網域名稱都
稱之為 BNI 網域名稱，其根本目的都是爲了 BNI 建立更好的商譽。因此，作為您成為用戶和繼
續使用本網站和任何服務的條件，您特此把您可能擁有的任何 BNI 網域名稱權益分配給 BNI，
包括但不限於 BNI 網域名稱的網域名稱註冊的任何權益。在 BNI 要求之下，您同意執行合理的
必要的任何的文件和/或協議把上述權益轉讓給 BNI，並且您同意全力配合把任何 BNI 的網域名
稱轉讓給 BNI。BNI 的網域名稱是指網路上任何納入註冊商標“BNI”的網域名稱或不論是否包
括註冊商標“BNI”，被 BNI 分會或地區用來進行聯絡，經營或管理的任何網域名稱。您同意將
來避免創建，購買，註冊，或使用任何此類網域名稱，並同意任何此類此類網域名稱都屬於
BNI。
重要告示/免責聲明
BNI 提供的網站上的資訊和材料，包括但不限於摘要，描述，用戶資料，專業摘要，文字，文
章，視頻，圖像，圖形，出版物，新聞，調查報告，文章，研討會，BNI 會員的相關資訊，教
程和任何出現在網站上的材料（“材料”），僅供一般參考。
這些材料不打算構成，也不能構成金融，稅收，投資，醫療，法律或商業諮詢。這些訪問的材
料不應該在沒有首先尋求商業，法律，金融，稅收，投資，醫療或其他如律師的情況下採用，
因為這些材料一般性質，可能不適用於特定的情況下。因此，這些材料不應該被用來作為專業

顧問的替代品。如果您有關於上述問題的任何疑問請諮詢專業顧問。無論是 BNI，或其附屬公
司，雇員，代理人，高級職員或董事都不能為您可能作出的任何決定負責。
該網站可能包含排版錯誤或不準確，包括但不限於價格，產品資訊，服務資訊，產品說明或可
用性有關的錯誤或不準確，也可能是不完整或不是最新的。BNI 有權在不另行通知的情況下糾
正任何錯誤，不準確或遺漏（包括已提交的任何命令後，確認您的信用卡和/或對其扣款），變
更或隨時更新資訊。請注意，這樣的錯誤，不準確或遺漏可能涉及到定價和可用性，我們有權
取消或拒絕接受基於錯誤的定價或有效資訊而產生的訂單。
我們已經盡可能使出現在網站上的商品的顏色，大小，尺寸，材質，紋理，和所有其他物理方
面（“描寫”）準確和可靠。然而，我們不能保證，不作任何保證，承諾或協議任何描述或介
紹的產品與其描述或介紹相符。
BNI 提供的任何商品和服務關於供應和費用的任何報價和服務資訊或任何其他有關資訊僅用來
提供資訊和說明用途。BNI 不能保證，不作任何保證，承諾或協議任何描述或介紹的產品與其
實際效果或網站上的描述或介紹相符。BNI 有權在任何時候不另行通知的情況下停止對潛在會
員或當前會員或客戶提供任何此類服務或利益，而無需承擔任何責任。
在發布資訊時，您重申遵守 BNI 道德規範以及 BNI 線上倫理守則的協議。然而，總會碰到其他
人也被禁止，網路被侵入，有時密碼被盜或破解的情況。正因為如此，在接受別人的任何建議
或引薦的之前，您不妨在專門確認建議或引薦後再行動。
行為規則
您使用本网站的条件是您遵守 BNI 線上倫理守則，以及这些行为準則，協議的其他條款，和政
策、准则和您的 BNI 會員資格倫理或与 BNI 的其他协议。您进一步明确同意不应参与骚扰，欺
凌，歧视或其它不需要或不适当的行为。
您同意在訪問和/或使用本網站和/或任何材料時遵守所有適用的法律，法規和規章。您在任何
時候都必須在任何材料，內容，意見，或您提供或上傳到網站的其他材料中提供真實，準確的
資訊。您同意審查並及時履行從 BNI 收到的有關本網站的所有訊息。
如果適用，保密和安全，您必須保管您的用戶密碼和其他任何登錄到網站所需的資訊。BNI 無
需對其他網站訪客任何未經授權的訪問到您的帳戶或個人資訊而產生的任何後果負責，在沒有
收到您的明確的通知之前可能不會採取任何行動去停用任何帳戶。根據確認未經授權的使用情
況，BNI 可以採取合理的努力以合理的速度，關閉，鎖定或以其他方式處理您的具體情況。如
果您想報告違規行為，請以主題為“帳戶違約通知”的郵件聯絡 BNI@BNI.com。
您獨自負責與網站的其他用戶的互動。BNI 可能監視您和其他用戶之間的糾紛，并可能自行決
定隨時終止您的帳戶，但是，BNI 是沒有義務監察用戶的互動，或採取任何特別行動。
您同意不帶有任何非法或欺詐的目的來使用網站，包括冒充任何人或實體，包括但不限於，任
何 BNI 的雇員，代理人或代表；不明示或暗示 BNI 贊同您的所作所為。您不得在未經他人許可
的情況下利用從網站獲得的任何資訊騷擾，發送垃圾郵件或恐嚇他人。
您不得修改，改編，翻譯，複製，反向工程，反編譯或拆解網站或材料的任何部分。此外，您
不能干擾或破壞本網站的運作，包括限制或抑制任何其他人使用該網站的黑客攻擊手段，或損
壞本網站的任何部分。此外，傳輸，或在與任何拒絕服務攻擊的網站連接，病毒，蠕蟲，特洛
伊木馬，Root 工具包或其他有害代碼或活動都是被禁止。此外，您不得在沒有書面同意的情況
下干擾或侵犯任何其他網站訪問者或用戶的隱私或其他權利，或開採，收穫或收集網站訪問者
或用戶的有關資料，或 BNI 的雇員或網站上明確的他人的個人身份資料。

您也被禁止出售，倒賣，轉讓，商業用途為目的訪問網站或材料的許可或利用（包括密碼和登
錄資訊共享）。您可能無法從網站開採或收穫資訊，包括任何本網站的零碎。除非另有約定或
經本網站或網站用戶允許，您不得使用本網站徵求任何網站用戶，可以通過網站的功能，或通
過外部功能。
您不得在事先沒有我們明確的書面授權的情況下設計，反映，鏈接，或其他方式方法使用本網
站的全部或任何部分或本網站上的內容，包括 BNI 的或任何一方的知識產權。在任何情况下绕
过登录名和密码使您链接到网站的方法。您可能無法訪問網站中不公開的或不對普通用戶開放
的任何一部分，您不能嘗試推翻網站上的任何位置的安全措施。
在一定程度上，您可以訪問或下載 BNI 網站中提供的任何軟體（“軟體”），這種軟體是經
BNI 和/或不同的第三方許可的版權作品。您對軟體的使用受軟體中附帶或包含的最終用戶許可
協議條款的約束。除非您先同意這些協議條款，否則您可能無法安裝或使用任何附帶或包含最
終用戶許可協議的軟體。適用於該軟體的任何擔保將被指定在許可協議的條款中，此外沒有額
外的擔保。如果您想要查詢任何有關條款，請在使用任何程序之前諮詢 BNI。
您理解及同意，使用任何未經授權的任何網站材料或軟體將受到規定的 50,000 美元的罰款，
連同任何在法律和公正上對 BNI 的補救措施。 未能遵守本协议的条款可能会终止您的會員资格
或您在 BNI 其他角色，包括終止專營權/加盟商資格。
您有義務對違反本協議任何條款的行為依法採取行動。您同意至少在您採取行動之前 30 天通知
BNI，或如果需要在較短的時間內採取行動，請盡快通知 BNI。
在某種程度上您認為當地的法律可能會影響本協議（注意，無論如何，BNI 認為本協議在美國
法律的管控之下，您同意受美國法律管轄），您同意給予 BNI 關於此處記載的任何條文您認為
有必要修改的建議。否則，這將進一步確認您同意此處記載的條文。
內容提交或提供給 BNI
您沒有義務提交任何材料給 BNI，BNI 也不會宣稱擁有您提交或提供給網站使用的任何文字，軟
體，音樂，聲音，照片，圖形，視頻，郵件或標記（“內容”）的所有權。然而，您應該選擇
利用在網站上提供的服務提交，上傳，或以其他方式提供任何內容給 BNI，您特此授予 BNI 把
創建，發布，移動，刪除，翻譯，公開表演，公開展示和商業化的內容，全部或部份，以任何
方式或現在已知的或未來出現或發展，將其納入目前已知的或以後開發的其他作品中的，無論
任何目的，商業或其他，全球性的，全部付清的，免版稅的，非專有的，無限制的，無限的，
可轉讓的，分包許可的，永久的，不可撤銷的許可給 BNI 來使用，複製，分發，複製，修改，
調整，完善，衍生，而無需向您或任何人或實體提供任何補償，無需進一步的同意，無需承擔
任何責任。您進一步明確許可，認可，並同意 BNI 有權在國內外註冊機構按內容註冊，存儲，
或以其他方式記錄任何修改或衍生作品，包括但不限於美國版權辦公室或美國專利和商標局。
您在此明確和不可撤銷地放棄內容所有的著作人身權，以 BNI 及其繼承人或受讓人為受益人。
您提交任何文件，意見，問題，建議，計劃，筆記，圖紙，想法，提議，或類似的材料及其
（以下簡稱“提交的文件”）或其他內容給 BNI，特此明確同意，代表和保證：（a）所有提交
的文件及內容的真實，準確；（b）提交的文件及內容不包含機密或專有資訊，沒有侵犯任何一
方的任何合約或法律權利；（c）您提交的文件及內容自動成為 BNI 的財產，BNI 對您沒有任何
義務；（d）BNI 沒有義務對提交的文件或內容進行明示或暗示的保密；（e）BNI 有權在全球範
圍內使用或因任何目的以任何方式披露提交的文件或內容；（f）BNI 可能正在審議或發展與提
交的文件或內容類似的想法；（g）您不因為提交的文件而從 BNI 享有任何形式的任何補償，歸
屬或償還作為交換。您進一步同意由於您的 BNI 註冊和/或提供給 BNI 的提交的文件和內容發生
變化而告知 BNI，如果合適，您同意修改您的個人資訊。

此外，BNI 可以訪問和使用存儲在本網站的任何服務和任何資訊，包括任何合法的內容或提交
的文件的內容。BNI 可能會向任何第三方，包括任何執法機關，以保護我們的權利或財產為目
的，或任何其他原因而披露的任何內容或提交的文件的內容，包括任何用戶的身份和其他個人
資訊，這種材料的提交者或發佈者。
您選擇提交到網站的某些內容，提交的文件或材料，容易洩露您的年齡，性別，國籍，性取向
或宗教信仰。您承認您是充分認識到提供上述材料可能會產生的影響並對此負責。您同意，BNI
不用對這樣的影響負責。提供任何敏感的個人身份資料給 BNI，您明確授予 BNI 可遵照隱私政
策對此類資訊的全部或其中一部分進行處理，轉移和/或透露。
您在此接受您將對提交給 BNI 或提供在網站上的任何內容或提交的文件而產生的所有後果負全
部責任，並同意 BNI 可遵照本協議免受其造成的損害。
網站可能含有公告欄服務，聊天區，新聞組，論壇，社區，個人網頁，日曆，和/或其他消息或
通訊設施的設計，使您能夠和公眾或小團體進行溝通（以下統稱為“通訊服務“）。您同意僅
使用通訊服務來發布，發送和接收訊息和特定通訊服務本身及相關的資訊和材料。BNI 不保證
所載的任何資料或上述的通訊服務是準確的，可靠的或機密的。您同意，BNI 不必為您發佈或
使用的任何內容或提交的文件以及來自上述通訊服務的任何材料所產生的任何後果負責。
您同意不上傳，分發，提供，或通過本網站或任何服務以其他方式發佈以下的任何內容或提交
文件：
 含有病毒，損壞的文件，或其他任何可能損害他人計算機操作的類似的軟體或程序；
 非法的，或鼓動他人進行非法活動的；
 違反任何一方的權力，侵犯任何一方的專利，商標，商業秘密，版權或其他知識產權
或私有財產權的；
 誹謗，中傷，淫穢，色情，不雅，猥褻，不恰當的，侵犯隱私或公開權，濫用，威脅，
騷擾，恐嚇，欺凌或其他不良行為；
 構成廣告或提供任何一種商品或服務的買賣，除非由 BNI 授權；
 包含競賽，傳銷或連鎖信；
 可能會限制或禁止任何其他用戶使用通訊服務；
 違反任何可能適用於特定通訊服務規則的行為準則。
BNI 的保留權利，但沒有義務，監察任何活動和提交的文件或內容，張貼，上傳，或以其他方
式傳遞給 BNI 或網站，或在網站上提供的內容。BNI 的可能自行決定攔截，編輯，修改或刪除
它認為違反本協議的任何提交的文件或內容，網站或其特定區域中令人反感或阻礙 BNI 目標實
現的提交的文件或內容。然而，BNI 無需也不會對任何您發布的內容或提交的文件，或其他用
戶訪問網站上的這些內容所造成的任何損害負責，無論在 BNI 刪除這些內容或提交的文件之前
還是之後。BNI 并不贊同發佈在網站上或通過網站提供的任何內容或提交的文件。
BNI 無法控制提交到 BNI 的內容或提交的文件，或以其他方式提供在網站上的其他內容，而且
並沒有任何義務或責任去核實任何這樣的內容或提交的文件的準確性，或提供這些材料的任何
用戶的身份或監督網站上此類材料的上傳或使用。您認為本網站的任何用戶有違反了本協議的
情況發生，請立即聯絡 BNI，BNI 可以在它認為適當的情況下自行決定採取行動。
BNI 的知識產權

材料，網站及其可下載內容受美國版權法和世界各地的其他司法權的保護。您承認網站上提供
的一些材料可能來自公共可用資源，這些材料的彙編表明其受 BNI 的保護且其解釋權歸 BNI 所
有，並且您同意不提出異議。
您可以對網站的任何一部分為您個人進行非商業用途的列印和/或下載，但您在沒有 BNI 書面同
意的情況下可能無法以任何理由複製，分發，作商業用途或以其他方式利用的材料或網站的任
何部分。嚴禁您在未經 BNI 強制性使用條款的同意及取得 BNI 的事先明確的書面許可的情況下
以任何理由修改網站的任何部分，對包含在另一個工作中的網站的任何部分，無論是印刷，電
子或其他形式，或鏈接、引用、在線連接或以其他方式連接在另一個網站上的網站的任何部分。
此外，您不得刪除在網站上出現的任何商標，版權，或其他權利的通知。
商標，服務標記，標誌和在 BNI 網站上特定使用或顯示的任何設計，BNI 的商標和/或服務標記
都屬於 BNI。嚴禁在未經 BNI 事先明確的書面許可的情況下使用任何版權作品，商標或服務商
標，包括複製，修改，分發或再版。其他在網站上使用的受版權保護的作品，商標，服務商標，
商號和公司標誌是其各自所有者的財產。保留所有權利。任何第三方商標的外觀無論怎樣也並
不意味著任何連接，許可，批准或其他關係與這些第三方有關。
本網站還可能包含作為參考之用的 BNI 方案的樣本。這些方案不能被用於任何商業目的。此外，
某些技術和方案可能是受知識產權的保護，未經授權嚴禁使用。
以下聯絡方式可以直接聯絡 BNI：
BNI
545 College Commerce Way
Upland, CA 91786
1-800-825-8286 (南加州以外)
1-909-608-7575 (南加州或國際長途)
1-909-608-7676 (傳真)
BNI@BNI.com.
協議的執行
BNI 可在其全權酌情認為適當的情況下調查本協議的報告，被指稱或涉嫌違反的情形，並採取
任何行動。這樣的行動可能包括在任何時候發出警告，暫停用戶的訪問或完全終止網站的訪問。
BNI 有權從任何違反這些條款的人或實體那裡索回執行時花費的費用。
終止
參與網站的是賦予會員資格的權利，並且任何使用本網站的權利或特權都有可能被 BNI 在任何
時間以任何理由自行撤銷。撤銷使用本網站的資格應該和 BNI 作出的關於某個會員的本地分會
會員資格或其他任何參與 BNI 的形式的決定區別對待。
無論是您還是 BNI 都可以因為任何理由隨時終止本協議。如果 BNI 終止本協議，將在通知您之
後立即生效。如果您終止本協議，將在您通知 BNI 之後的合理時間內生效；無論如何，BNI 可
以按照本協議的規定保留和使用您的資訊。如果您想終止您網站上的會員資格，請聯絡
BNI@BNI.COM。如果您在任何時候不是 BNI 的會員了，那麼本協議也會終止，而且 BNI 可以刪
除您的網站帳號并限制您在未來訪問和使用本網站。除了上述限制之外，BNI 還針對重複違反
BNI 線上倫理守則和美國版權法的用戶制定了一項終止政策，請查閱版權與商標政策[鏈接]。

所有您提供給 BNI 的內容，提交的文件，材料和其他材料的使用權力，包括但不限於版權或其
他知識產權許可將不隨本協議的終止而終止。
責任限制和免責聲明
在任何情況下，BNI 及其供應商和網站涉及的第三方都不應為您或其他任何人在訪問網站或網
站上的商品或服務時無論任何原因造成的損害負責。BNI 不保證您或其他任何人對網站的訪問
不會中斷或出現錯誤，BNI 對網站上或訪問網站時出現的故障，限制和中斷不承擔任何及所有
責任。此外，BNI 並不能保證通過網站發送給任何個人的任何信息是準確和有效的。BNI 不保
證，您對網站的使用不會侵犯他人的權利。此外，無論是 BNI，還是參與網站建設，製作或提
供虛擬主機的其他第三方都不對您在訪問和/或使用網站或網站上的商品或服務時直接，間接，
偶然，必然引起的特殊的或懲罰性的損害負責。解決您對本網站或材料不滿的唯一補救辦法就
是停止使用本網站或本材料。
BNI 沒有義務核實任何利用網站或網站提供的服務的用戶的身份，BNI 也沒有任何義務監察其
他用戶對網站的使用。BNI 不對您的身份或資料被盜用或其他形式的濫用而負責。
除了上述規定，並在法律許可的最大範圍內，網站上提供給您的一切都是“按現狀”的並且
BNI 特別聲明不承擔任何責任，無論是明示或暗示，包括但不限於網站及其內容和通過網站提
供的產品和服務的適銷性，適用性及非侵權性。如果您對網站或與 BNI 相關的任何事物不滿或
受到損害，您可以離開 BNI 和網站上的會員資格並終止協議，這是您唯一的補救辦法。
儘管有上述規定，如果法院發現上述免責條款是不能被強制執行的，各方同意 BNI 及其任何其
附屬公司，聯營公司，雇員，股東或董事都不應為（1）超出您支付的您的一年期會員費的任何
損害，或（2）您訪問網站，或從網站下載，使用網站或網站上的任何服務，內容，提交的文件，
材料或其他材料而給您或任何第三方帶來的任何間接的，偶然的，懲罰性的，特殊的，或間接
損失或使用損失，收入損失，利潤或數據損失負責，即使 BNI 已意識到或已被告知此類損害的
可能性。這種限制適用於無論您的基本要求還是此處提供的有限補救措施是否滿足了他們的要
求的情況下。
此限制不適用於 BNI 導致您故意和有意違反本協議或適用法律，而無法放棄本協議所帶來的損
害。
賠償
您同意維護，賠償 BNI 及其附屬公司和供應商，各合夥人，雇員，代表及代理人因下述情況而
受到索賠，遭受損失，負債及相關花費和開支（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使其免受損害：
o 您與本網站有關的活動；
o 您對本協議的任何違反行為；
o 您對材料的任何不當或未經授權的使用;
o 根據任何州，聯邦或普通法，從事任何違法或非法行為或活動，或通過使用網站上
提供的軟體或資訊以任何方式侵犯任何個人或實體的權利，；
o 對任何您發送或嘗試發送，包括但不限於您提交任何內容或的文件，張貼，或以其
他形式，通過網站或與本網站有關的，侵犯了或以其他方式違反了任何第三方的知
識產權，隱私或其他權利的指控。
如果您自願提供您的登錄，密碼或會員資料給其他人，您同意受此約束并對他們的行為負責。
納入隱私政策

我們僅按照已明確納入本協議條款內的隱私政策來使用您的資訊。如果您反對任何隱私政策，
請不要使用我們的服務，或直接與我們聯絡，以確定是否可以進行特殊的豁免或修改。
法律選擇規則及司法管轄權
除另有註明外，本網站及其內容只來自被提供的信息。網站由來自美國加利福尼亞州 BNI 的控
制和操作，不論其服務器何時位於何處。您同意，本協議下所產生的任何爭議應專門通過下文
所述的仲裁來解決，如果不適用，應由加利福尼亞州或聯邦法院遵照加利福尼亞州法律規定審
理，不論任何法律衝突原則，不包括加利福尼亞州的法律選擇規則。隨著您的使用，爲了解決
這些爭議，您放棄任何司法管轄權，審判地或不可撤銷地服從此類法庭的管轄。
雖然本網站在全球使用，您了解並同意，您所在地法律的司法管轄權提供的保護可能無法在美
國提供，並且通過訪問本網站，您明確和毫不含糊地同意提交并決定由此處規定的條款和條件
而產生的任何爭議都受此處的法律選擇規則和司法管轄權條款制約。
由本協議引起的任何訴訟，各方同意可通過向 BNI@BNI.com 發送電子郵件來通知 BNI，通過文
件上的和/或附帶在用戶帳戶上的地址來通知用戶，并由國際認可的不低於標準的承運人送達。
其他網站的鏈接
本網站可能含有其它網站的鏈接（“第三方網站”）。這些鏈接完全是為了廣大用戶的方便而
設。BNI 不贊同，認可或者驗證包含在第三方網站中或由第三方網站發布的任何產品或服務的
信息的準確性。如果您決定離開本網站，並訪問第三方網站，或從任何此類網站安裝任何應用
程式，軟體或下載內容，您必須自行承擔一切風險。一旦您通過網站上的鏈接訪問第三方網站，
您將不再受本網站的隱私政策或強制性使用條款的保護和限制，您可能會受到該第三方網站的
的條款和條件以及隱私政策的保護和限制。您應該查閱這些適用條款和政策，包括您所訪問的
網站的任何部份收集隱私和數據的方式，或與第三方網站相關的任何應用程式的使用或安裝。
關注第三方網站應直接關注第三方網站本身。BNI 不對任何與第三方網站相關的任何行為承擔
任何責任。
出口管制
您對本網站的使用，包括任何服務，都受到出口和再出口管制法律和法規的限制，包括美國商
務部制定的出口管理條例（“EAR”）和美國財政部海外资产管理办公室制定的任何規定。您承
認，您可能不能出口，再出口，銷售，轉移，轉讓或以其他方式處理未經授權的任何軟件或服
務給任何終端用戶。您還需保證您不禁止接受原產地為美國的產品，包括但不限於出現在網站
上的產品。
未成年人政策
網站不直接向未滿 13 歲的個人提供服務，也不以任何方式包含的對未成年人可能有害的資訊。
無論如何，我們建議 13 歲以下的所有訪問者訪問網站的時候不要披露或提供任何個人身份資訊。
如果 BNI 發現未滿 13 歲的兒童提供其個人身份資訊給我們，我們將根據 1998 年兒童線上隱私
保護法的規定刪除兒童的個人身份資訊。
請查閱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的網站（www.ftc.gov）了解更多資訊。
儘管有上述規定，根據《美國法典》第 47 篇第 230 節（d）項修正案，我們在此通知您，家長
控制保護可以幫助您限制訪問商業銷售的對未成年人有害的材料。關於此類軟體可用性的更多
資訊可以通過公開渠道查詢。您不妨聯絡您的網路服務供應商以獲取更多資訊。
仲裁

以任何方式對本使用條款，隱私政策或網站產生的任何爭議，應交由加利福尼亞州進行保密仲
裁，除此之外，如果您已經違反或試圖侵犯 BNI 的知識產權，BNI 可向加利福尼亞州的任何州
或聯邦法院尋求強制性的，公平的或其他適當的救濟。您同意就本協議產生的爭議而接受加利
福尼亞州法院或仲裁法庭的管轄，並且您同意在您所居住或進行商業活動的任何司法管轄區內
此類機構的決定被賦予了的相同的重量和法律效力。
各方之間的任何訴訟或爭議必須在訴訟原因發生的一年內起訴，否則將被禁止。各方之間的任
何訴訟或爭議，包括可仲裁的問題，應按任何一方的選擇，遵守由仲裁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按照
他 們 的 商 業 仲 裁 規 則 （ 7600 Jericho Turnpike, Woodbury, NY 11797; 電 郵 :

administration@arbitr8ors.com;電話: 516-364-1730;網站: www.arbitr8ors.com ）作出
的仲裁決定，或其規則與美國仲裁協會的商務仲裁規則大致相同的位於加利福尼亞州的任何其
他仲裁公司。仲裁人的裁決是對雙方都有約束力，並有可能成為任何主管法院的判決依據。如
果您違反本協議，仲裁是執行本協議必要步驟，或停止違規行為，並且仲裁員批准救濟 BNI，
您同意支付仲裁相關費用以及 BNI 的法律費用。
一般條款
可分割
如果以任何理由發現本協議任何條款是非法的，無效的或不可執行的，則該條款將被給予最大
的強制執行效力，或應被視為從本協議分割出來而並不會影響其餘任何條款的有效性和可執行
性。
整個協議及修正案
本協議和包含在本協議中的參考資料構成了您和 BNI 之間的關於您對網站的使用和互動的協議。
本協議取代了與這個主題有關的，以前的，無論是書面或口頭的任何和所有協議。您對本協議
的任何修正都必須是書面形式，並且 BNI 不受任何活動的行為的約束並且不會以書面形式約束
自己。BNI 可以隨時修改本協議并在網站張貼修改後的條款，所有這些條款一經公佈將具有前
瞻性，但不具追溯力。
通知
本協議項下的所有通知將以電子郵件或其他任何您提供給網站的通訊方式提供給您。您給 BNI
的所有通知的必須被發送到如下地址：
BNI
545 College Commerce Way
Upland, CA 91786
BNI@BNI.COM
放棄
BNI 的未能對您或任何其他用戶執行本協議任何的條款的並不表示 BNI 放棄了在未來您或任何
其他用戶違反承諾時執行本協議的權力。
轉讓
本協議是您個人的，您無權轉讓本協議給任何一方。BN 可以在任何時候轉讓本協議的全部或任
何一部分給任何一方。BNI 可以自行單方面讓任何第三方代替 BNI 承擔本協議的權力和義務，
一經通知或在網站上公佈即刻生效。
©2013 BNI.保留所有權利.

版權政策
如果您明確認為網站上提供的任何內容，提交的文件，材料，或其他材料，侵犯了您的作品版
權，請聯絡我們的版權代理，指定根據《數字千年版權法案》（“DMCA”）（《美國法典》第
17 篇第 512 節（C）（3）項），并對應包含以下內容：
 涉嫌被侵犯版權的一個真實或電子簽名的所有者，或經所有者授權的個人；
 聲稱被侵犯的版權作品的證明；
 聲稱被侵犯的充分合理地表明材料位置的證明；
 允許 BNI 與您聯絡的充分合理的資訊；
 一份表明您明確認為該材料的使用未經版權所有者及其代理人或法律授權的抗議聲明；
 一份表明通知中的資訊是準確的，並根據偽證處罰法，您已經過涉嫌被侵犯獨家版權的
所有者的授權的聲明。
您確認，如果您未能遵守本節的所有要求，您的 DMCA 通知未必是有效的。如在此過程中有任何
問題，或提出申訴，請聯絡 BNI 指定的 DMCA 版權代理：

Adam R. Bialek
Wilson Elser Moskowitz Edelman & Dicker LLP
150 E。 42

nd

Street

White Plains, New York 10017
Adam.Bialek@wilsonelser.com

請發送上述通知的副本至：

Norm Dominguez
BNI Enterprises, Inc.
545 College Commerce Way
Upland, CA 91786
1-800-825-8286 (南加州以外)
1-909-608-7575 (南加州或國際長途)
1-909-608-7676 (傳真)
BNI@BNI.com

©2013 BNI.保留所有權利.

投訴政策（包括商標和隱私）
如果您明確認為網站上提供的任何內容，提交的文件，材料，或其他材料，侵犯了您的作品版
權以外的任何權力或具有其他非法性質，您必須給 BNI@BNI.COM 發送通知并發送副本至 Adam
Bialek（Adam.Bialek@wilsonelser.com），需包含以下資訊：
 您的姓名，真實地址，電子郵件地址和電話號碼；
 清楚說明您認為網站上的侵犯了您的權利或具有其他非法性質的內容，提交的文件，或
其他材料，并說明您認為上述材料的哪些部份應予以糾正或刪除;
 網站上的材料的位置；
 如果您認為該材料侵犯了您的權利，一份關於您認為受到侵犯的權利的依據的聲明；
 如果您認為該材料是非法的或侵犯了他人的權力，一份關於這種想法的依據的聲明；
 一份根據偽證處罰法，您明確認為該材料的使用未經授權而且您真誠保證您提供的資訊
的準確性的抗議聲明
 您的真實或電子簽名。
如果我們收到的訊息符合所有要求，我們將進行評估，如果適合的話，BNI 將自行決定採取行
動。我們可能會把您提交的文件透露給發佈涉嫌侵權材料的發佈人，或其他任何一方。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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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隱私權
現行政策生效日期：2013 年 ５ 月 ２4日
本隱私政策規範了 BNI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BNI”） 在您訪問 BNI Connect 網站
（“網站”）時從您那裡獲得的個人及非個人資訊的收集和使用。但不包括通過 BNI 會員資格
獲得的資訊。更多詳細資訊，請聯絡 BNI@BNI.com。
請同時參閱完全納入此文的[強制性使用條款]，如果您還沒有這樣做。
涵蓋範圍
本協議適用於位於 BNIConnect.com 域名下的”BNI Connect“網站（以下簡稱“網站”），以
及其他由 BNI 管理營運的域名。
屬地
無論我們的服務器位於何處，您的個人資訊都將由我們在美國處理，數據保護和隱私法規可能
會與世界其他地區的保護級別相同，也可能不同。通過訪問本網站，您明確和毫不含糊地同意
BNI 收集和獲得的自願提交給 BNI 的個人及非個人的資訊在美國被收集和處理，并由美國法律
管轄任何此類的收集與處理。
符合歐盟安全港條款
BNI 符合美國商務部（”安全港“）公佈的關於從歐盟會員國，瑞士和加拿大收集，使用和保
留個人資訊的美國-歐盟的安全港框架協議和美國-瑞士安全港框架協議的規定。BNI 已證實奉
行通知，選擇，轉送，安全性，數據完整性，訪問和執行的安全港隱私保護原則。
如需更多關於安全港的詳細資訊，請諮詢美國商務部 www.export.gov/safeharbor
資訊的收集
-個人資訊
個人資訊被定義為可以使您被聯絡到的姓名或資料，以及您的職業，和任何與您有關的財務或
醫療資訊。
BNI Connect 網站的目的是為了讓 BNI 的會員或其他獲准參加的人自願互相分享自己的個人資
訊。加入 BNI Connect 網站沒有什麽特別的要求。如果您提供個人資訊給網站，BNI 會爲了您
使用 BNI Connect 網站而收集和儲存這些資訊。如果您對此目的表示懷疑，請不要使用本網站，
並通知您的分會和您選擇的執行董事使您退出 BNI Connect 網站。
通過本網站，BNI 不會收集您的個人資訊，除非您自願提交。您可能通過點擊各種鏈接提交資
訊，例如”聯絡我們”。此外，BNI 會在您申請會員資格，註冊，請求資訊，註冊用戶名，填
寫您的帳戶上的”個人資訊”，在 BNI 附屬網站上購買物品時或以很多額外方式收集此類資訊。
-非個人資訊
BNI 的網站可能會收集關於您或您的活動的非個人資訊。非個人資訊可能在網站的不同階段被
收集，包括在您加入非個人資訊到您的個人資訊的時候。本網站可能會自動識別並存儲您使用
的瀏覽器類型的資訊；您的互聯網協議地址（“IP”）；時間，日期，您訪問的時長；您訪問
的網頁，涉及的網站。如果收集，這些被收集的資訊，將通過計算機代碼發送到您的計算機
（俗稱為“cookies”）。這些 Cookies 不會過期，除非您手動刪除或設置瀏覽器拒絕它們。然
而，如果您不接受 cookies，您可能會在訪問網站時遇到困難。此外，該網站可能會利用網站
信標，內置的網路鏈接，以及其他常用的資訊收集工具。
使用

BNI 使用非個人資訊管理網站。BNI 可能會分析訪問網站的數據，使網站對訪問者來說更加方便
和有趣。BNI 可以與第三方共享這些數據，通常為 BNI 提供維護網站服務的第三方。此外，BNI
可能會透露您在訪問網站時訪問過哪些網頁。
如果您提交個人資訊給網站，這些資訊將按您的要求或收集的內容或您隨後許可的任何目的而
使用。爲了實現您所要求的服務及其後續這些資訊將在一段合理的必要的時間內被存儲和維護。
BNI 將一如既往地按您的要求或收集的內容或按您隨後許可的任何目的來處理這些資訊。
您提供給 BNI 的個人資訊將在您的個人資料裏公佈，或以其他方式與其他網站用戶共享。有許
多方法可以讓您控制其他用戶共享您提供給網站的資訊的多少，BNI 將盡力符合您的要求；然
而，BNI 和本網站可能會遵照本政策的許可，以各種方式使用您的資訊。如果您選擇通過內部
功能與其他網站用戶聯絡，這種聯絡可能會利用您的個人資訊，并可能會透露這些資訊給您直
接聯絡的用戶。
此外，BNI 可能使用這些資訊就網站或 BNI 及其附屬機構的產品或服務與您聯絡或通知您。BNI
也可能使用這些資訊聯絡您，調查您對目前的服務或可能提供的新服務的意見或看法。BNI 可
能會代表外部商業夥伴不定時聯絡您，向您提供您感興趣的特別產品或服務。BNI 也可能使用
這些資訊進行對 BNI 及其會員資格有益的研究。
此外，BNI 可能會與其信賴的合作夥伴共享數據，以幫助我們滿足您的要求，進行統計分析，
向您發送電子郵件或郵寄信件，提供客戶支持，或安排發貨。所有這些第三方不得使用您的個
人資訊，除非他們向 BNI 提供這些服務，並要求他們對您的資訊保密。除了安全港原則或適用
法律特別規定的之外，在任何情況下 BNI 都不能對此類第三方違反未歐盟隱私指令，安全港原
則或 BNI 要求遵守此類規定的任何協議的行為負責。
除此之外，BNI 在有理由相信這樣的披露是符合法律規定的情況下可能會透露收集到的任何資
訊，如回應任何傳喚，建立或捍衛必要合理的合法要求以及適用的法律允許的其他目的。此外，
任何此類資訊可能在涉及 BNI 或任何附屬公司或部分的出售，收購，兼併或破產的情況下被轉
移到第三方。
如果您不願 BNI 按照本政策使用您的資訊，請不要提交任何個人資訊給 BNI。
同意處理資訊
通過使用本網站，並向其提交資訊，您在此同意允許 BNI 按照本政策處理資訊。您了解您提交
給網站的或您訪問網站時被收集的個人和非個人資訊可能會透露或影響您的身份及您個人。您
可以在任何時候遵照網站步驟終止您的網站帳戶來撤回您的同意，并聯絡 BNI BNI@BNI.com。
請注意，如果您撤回您的同意，BNI 可以終止您的帳戶，但 BNI 可以在其全權決定并認為適當
的情況下把您的個人和非個人資訊保留在一個非公開的形式的匯總數據裏或一個以商業為目的
非匯總形式數據裏進行處理。雖然 BNI 可以保留其收集到的您的資訊，但 BNI 沒有義務這樣做，
而且 BNI 也可以自行決定隨時刪除您的資訊記錄而無需經過您的同意。
訪問，更新和退出
如果您想訪問或更新已發送到 BNI 的任何資訊，如果您不想收到來自 BNI 的資訊或如果您想限
制您的資訊的使用或披露，請聯絡我們 BNI@BNI.com。
在這個時候，BNI 可能會要求驗證您的身份，這樣 BNI 才可確保給予您這種機會的準確性和合
法性。
BNI 將作出合理的努力來兌現您的任何請求，包括請求訪問和更新由 BNI 的存儲的資訊和要求
BNI 在未來不再與您的聯絡或刪除您的資訊，除非提供這種訪問和修正的情況下將承擔與您的

隱私權不成比例的風險或適用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請注意，如果您提出退出請求或要求修改
您的資訊，BNI 將保留您的聯絡資料或您的原始資料并努力確保您在未來不被聯絡和用於存檔。
此外請注意，如果您要求 BNI 避免與第三方共享您的資訊，BNI 可能無法滿足您提出的各種各
樣的要求。
根據反垃圾郵件法或其他類似的國內和國際的規定，您將有機會拒絕收取此類商業電子郵件。
請注意您的設置更改可能不會立即生效。
遵守和執行
我們已就某些數據建立了一項內部政策和方案來保證我們堅決遵守安全港原則和加拿大法律以
及解決在這一過程中可能出現的任何內部異常情況。包括至少每年一份經 BNI 授權的代表簽署
的，驗證本政策及其涉及的歐盟數據符合安全港原則的聲明。如果本隱私政策和安全港原則及
其他適用法律之間有任何衝突，以適用於在歐盟和加拿大收集數據的安全港原則及其他適用法
律為主。
如果您對 BNI 對涉及到您的個人資訊的數據進行收集或處理的具體實例不滿，請聯 絡我們

BNI@BNI.com 。BNI 將按照內部政策作出合理的努力來解決任何此類投訴。如果和歐盟或加拿
大公民/居民發生的任何此類爭議無法通過我們的內部程序解決，BNI 將配合歐盟數據保護機構
或加拿大隱私專員辦公室的工作并遵守此類機構的意見。如果 BNI，歐盟數據保護主管機構或
加拿大隱私專員辦公室確定 BNI 沒有遵守本政策，BNI 將採取適當步驟應對任何不利的影響，
並在未來加強遵守。
安全性
BNI 嘗試保護您的個人資訊免受未經授權的訪問，使用或披露。BNI 嘗試為您在電腦服務器上提
供的個人資訊提供一個可控的，安全的環境，免受未經授權的訪問，使用或披露。當個人資訊
被發送到其他網站時，將通過例如安全套接字層（SSL）協議等加密技術加以保護。您唯一的責
任就是保護您的密碼或其他的網站登錄資訊的私密性，BNI 不會對任何未經授權使用這些資訊
的行為負責。
額外的私隱權
自 2005 年 1 月 1 日起，加州民法第 1798.83 節，也被稱為 S.B.27，或“閃耀之光”法，允許
加州居民可以要求查詢在之前的公曆年裏他們的個人身份資料被披露給第三方的某些資訊。歐
洲經濟區（EEA）國家和加拿大或其他地方的公民/居民個人也具有類似的權力。提出這樣的要
求，請以主題為“隱私資訊的要求”的郵件與我們聯絡 BNI@BNI.com。郵件中必須包括足夠的
細節，以便我們找到您的文件；至少包含您的姓名，電子郵件，郵政地址以及分會的名稱和地
點。
我們將嘗試在三十（30）天內向您提供您所請求的資訊。我們有權不對在一個公曆年裏超過一
次的請求或向本通知中公佈的地址之外的地址提出的請求作出回應。請注意，加州“閃耀之光”
法並不涉及所有的資訊共享。我們只披露法律所涵蓋的資訊。
修訂的隱私政策
互聯網及其帶來的好處之所以發展迅速，是因為人們對互聯網的使用和周邊法律的運用。因此
BNI 保留隨時更新和修改本隱私政策的權利。您可以通過查看本文頂端的”現行政策生效日期
“來判斷本隱私政策自您上次訪問之後是否經過修訂。您對我們修改後的網站的使用即表明您
已接受了經過我們修改或修訂的隱私政策的條款，因此，您應該定期查閱本隱私政策，以確保
您知悉這些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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