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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條款及條件 

 

1、簡介  

1.1 這些條款和條件將約束您對我們網站的使用。  

1.2 使用我們的網站，即表示您完全接受這些條款和條件； 因此，如果您不同意

這些條款和條件或這些條款和條件的任何部分，則不得使用我們的網站。  

1.3 如果您在我們的網站上註冊、向我們提交任何材料或使用我們的任何網站服

務，我們將要求您明確同意這些條款和條件。  

1.4 您必須年滿 18 歲才能使用我們的網站； 並且通過使用我們的網站或同意這些

條款和條件，您向我們保證並向我們聲明您至少年滿 18 歲。 

2. 版權聲明  

2.1  “HKMSL 香港調解” 版權屬香港調解服務有限公司所有。  

2.2 根據這些條款和條件的明確規定：  (a) 我們與我們的許可方一起擁有並操控我

們網站和我們網站上的材料的所有版權和其他知識產權；和 (b) 保留我們網站和

我們網站上的材料的所有版權和其他知識產權。  

3. 網站使用許可 

3.1 您可以： (a) 在網絡瀏覽器中查看我們網站的頁面； (b) 從我們的網站下載頁

面以緩存在網絡瀏覽器中； (c) 從我們的網站打印頁面； (d) 從我們的網站流式傳

輸音頻和視頻文件；和 (e) 通過網絡瀏覽器使用我們的網站服務， 受這些條款和

條件的其他規定的約束。  

3.2 除非第 3.1 條或這些條款和條件的其他規定明確允許，否則您不得從我們的網

站下載任何材料或將任何此類材料保存到您的電腦裝置內。 

3.3 您只能出於個人和商業目的使用我們的網站，不得將我們的網站用於任何其

他目的。  

3.4 除非我們明確允許，否則您不得編輯或以其他方式修改我們網站上的任何材

料。  

3.5 除非您擁有或控製材料中的相關權利，否則您不得： (a) 從我們的網站重新發

布材料（包括在另一個網站上重新發布）； (b) 從我們的網站出售、出租或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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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材料； (c) 公開展示我們網站上的任何材料； (d) 出於商業目的利用我們網站上

的材料；或者 (e) 從我們的網站重新分發材料。  

3.6 儘管有第 3.5 條的規定，您仍可以將我們的印刷版和電子版時事通訊重新分發

給任何人。  

3.7 我們保留自行決定限制訪問我們網站區域或整個網站的權利；您不得規避或

繞過，或試圖規避或繞過我們網站上的任何訪問限制措施。 

4. 可接受的用途  

4.1 您不得：  

(a) 以任何方式使用我們的網站或採取任何導致或可能導致網站損壞或網站性能、

可用性或可訪問性受損的行動； (b) 以任何非法、不合法、欺詐或有害的方式使

用我們的網站，或與任何犯法、法律不准許、欺詐或有害的目的或活動有關； (c) 

使用我們的網站複製、存儲、託管、傳輸、發送、使用、發布或分發包含（或鏈

接到）任何間諜軟件、計算機病毒、特洛伊木馬、蠕蟲、擊鍵記錄器、rootkit 或

其他惡意計算機軟件； (d) 未經我們的明確書面同意，在我們的網站上或與之相

關的任何系統或自動化的數據收集活動（包括但不限於抓取、數據挖掘、數據提

取和數據收集）； (e) 使用任何 robot, spider 或其他自動化方式訪問我們的網站或

以其他方式與我們的網站互動； (f) 違反我們網站的 robots.txt 文件中規定的指

令；或者 (g) 使用從我們網站收集的數據進行任何直接營銷活動。 

4.2 您必須確保您通過我們的網站或與我們的網站有關的所有信息真實、準確、

最新、完整且無誤導性。  

5. 您的內容：許可  

5.1 在這些條款和條件中，“您的內容”是指您提交給我們或我們的所有作品和

材料（包括但不限於文本、圖形、圖像、音頻材料、視頻材料、視聽材料、腳

本、軟件和文件）。用於在我們的網站上存儲或發布、通過我們的網站進行處理

或傳輸的網站。  

5.2 您授予我們在任何現有或未來媒體中使用、複製、存儲、改編、發布、翻譯

和分發您的內容/複製、存儲和發布您的內容的全球性、不可撤銷、非排他性、免

版稅許可關於本網站和任何後續網站/複製、存儲和在您明確同意的情況下，在本

網站上發布您的內容以及與本網站相關的內容。  

5.3 根據第 5.2 條的再許可權, 您授予我們再許可的權利。  

5.4 根據第 5.2 條的侵犯版權, 您授予我們對侵犯版權的提起訴訟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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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您特此在適用法律允許的最大範圍內放棄您對內容的所有精神權利；並且您

保證並聲明您的內容中的所有其他精神權利已在適用法律允許的最大範圍內被放

棄。  

5.6 在不損害我們在這些條款和條件下的其他權利的情況下，如果您以任何方式

違反這些條款和條件的任何規定，或者如果我們合理懷疑您以任何方式違反了這

些條款和條件，我們可能會刪除、取消發布或編輯您的任何或所有內容。 

6. 您的內容：規則  

6.1 您保證並聲明您的內容將遵守這些條款和條件。  

6.2 您的內容不得非法或不合法，不得侵犯任何人的合法權利，並且不得引起針

對任何人的法律訴訟（在任何司法管轄區和任何適用法律下的每種情況下）。  

6.3 您的內容，以及我們根據這些條款和條件對您的內容的使用，不得：(a) 誹謗

或惡意造假； (b) 淫穢或不雅； (c) 侵犯任何版權、精神權利、數據庫權、商標

權、設計權、仿冒權或其他知識產權； (d) 侵犯任何保密權、隱私權或數據保護

立法規定的權利； (e) 構成疏忽建議或包含任何疏忽聲明； (f) 構成煽動犯罪、指

示實施犯罪或促進犯罪活動； (g) 藐視任何法庭，或違反任何法庭命令； (h) 違反

種族或宗教仇恨或歧視立法； (i) 褻瀆神明； (j) 違反官方機密法； (k) 違反對任何

人的任何合同義務； (l) 以明確、生動或無償的方式描繪暴力； (m) 色情、猥褻、

挑逗或露骨； (n) 不真實、虛假、不准確或具有誤導性； (o) 由或包含任何指示、

建議或其他信息，這些信息可能會被執行，如果被執行，可能會導致疾病、傷害

或死亡，或任何其他損失或損害； (p) 構成垃圾郵件； (q) 具有攻擊性、欺騙性、

欺詐性、威脅性、辱罵性、騷擾性、反社會性、威脅性、仇恨性、歧視性或煽動

性； (r) 給任何人造成煩惱、不便或不必要的焦慮。  

7. 有限保證  

7.1 我們不保證或代表： (a) 我們網站上發布的信息的完整性或準確性； (b) 網站

上的材料是最新的；或者 (c) 網站或網站上的任何服務將保持可用。  

7.2 我們保留隨時自行決定中斷或更改我們的任何或所有網站服務以及停止發布

我們網站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或解釋；除非本條款和條件另有明確規定，否則

您將無權因任何網站服務中斷或更改，或我們停止發佈網站而獲得任何補償或其

他付款。  

7.3 在適用法律允許的最大範圍內並受第 8.1 條的約束，我們排除與這些條款和條

件的主題、我們的網站和我們網站的使用有關的所有陳述和保證。  

8. 責任的限制和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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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根據這些條款和條件，合同中的任何內容都不會： (a) 限制或排除因疏忽造成

的死亡或人身傷害的任何責任； (b) 限制或排除任何欺詐或欺詐性虛假陳述的責

任； (c) 以適用法律不允許的任何方式限制任何責任；或者 (d) 排除根據適用法律

可能未排除的任何責任。  

8.2 根據這些條款和條件，限制和排除責任的規定是展示在第 8 節和相關的合同

中： (a) 受第 8.1 條的約束；和 (b) 管轄根據該合同產生的或與該合同標的有關的

所有責任，包括因合同、侵權（包括疏忽）和違反法定義務而產生的責任，除非

該合同另有明確規定。  

8.3 在我們的網站以及我們網站上的信息和服務是免費提供的範圍內，我們不對

任何性質的損失或損害承擔責任。  

8.4 對於超出我們合理控制範圍的任何事件或事件引起的任何損失，我們概不負

責。  

8.5 我們不對您的任何業務損失負責，包括（但不限於）利潤、收入、收入、使

用、生產、預期儲蓄、業務、合同、商業機會或商譽的損失或損害。  

8.6 對於任何數據、數據庫或軟件的任何丟失或損壞，我們概不負責。  

8.7 我們不會就任何特殊的、間接的或後果性的損失或損害對您負責。  

8.8 您得接受我們對我們員工的個人責任是有利害關係的, 並且考慮到該利害關

係，您得承認我們是個有限責任實體；您得同意您不會就您因網站或這些條款和

條件而遭受的任何損失向我們的員工提出任何個人索賠。 

9. 違反這些條款和條件  

9.1 在不損害我們在這些條款和條件下的其他權利的情況下，如果您以任何方式

違反這些條款和條件，或者如果我們合理懷疑您以任何方式違反了這些條款和條

件，我們可以： (a) 向您發送一個或多個正式警告； (b) 暫時中止您瀏覽我們的網

站； (c) 永久禁止您瀏覽我們的網站； (d) 使用您的 IP 地址阻止您用計算機瀏覽

我們的網站； (e) 聯繫您的任何或所有互聯網服務提供商，並要求他們阻止您瀏

覽我們的網站； (f) 對您提起法律訴訟，無論是違反合同還是其他原因；和/或 (g) 

暫停或刪除您在我們網站上的帳戶。  

9.2 如果我們暫停或禁止或阻止您瀏覽我們的網站或我們網站的一部分，您不得

採取任何行動來規避此類暫停或禁止或阻止（包括但不限於創建和/或使用不同的

帳戶）。  

10.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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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我們可能會不時修改這些條款和條件。 10.2 修改後的條款和條件自修改後的

條款和條件在網站上發布之日起適用於我們網站的使用，您特此放棄您可能必須

被通知或同意修改的任何權利這些條款和條件。  

11. 轉讓  

11.1 您在此同意我們可以轉讓、移送、分包或以其他方式處理我們在這些條款和

條件下的權利和/或義務。  

11.2 未經我們事先書面同意，您不得轉讓、移送、分包或以其他方式處理您在這

些條款和條件下的任何權利和/或義務。  

12. 可分割性  

12.1 如果合同內有條款和條件被任何法院或其他主管當局認定為非法和/或不可執

行，則其他條款將繼續有效。  

12.2 如果本條款和條件下合同的任何非法和/或不可執行條款在刪除部分內容後仍

是合法或可執行的，則該部分將被視為已刪除，其餘條款將繼續有效。  

13. 第三方權利  

13.1 根據這些條款和條件簽訂的合同是為了我們和您的利益，無意使任何第三方

受益或由任何第三方強制執行。  

13.2 雙方根據本條款和條件在合同項下的權利的行使無需任何第三方的同意。  

14. 完整協議  

14.1 根據第 8.1 條，這些條款和條件構成您與我們之間關於您使用我們網站的完

整協議，並取代您與我們之間關於您使用我們網站的所有先前協議。  

15. 法律和管轄權  

15.1 本條款和條件下的合同應受香港法律管轄並按其解釋。  

15.2 與本條款和條件項下的合同有關的任何爭議均受香港法院的專屬管轄。  

16 法定和監管披露  

16.1 我們在商標註冊處知識產權部門註冊，我們的商標號是 302034062。  

16.2 我們在香港公司註冊處註冊為香港調解服務有限公司，並受公司條例約束。  

17. 關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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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本網站歸我們所有，即香港調解服務有限公司。  

17.2 我們在香港註冊，註冊號為 1403369，註冊辦事處位於香港中環域多利皇后

街 5-8 號鴻基大廈 5C 室。  

17.3 我們的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中環域多利皇后街 5-8 號鴻基大廈 5C 室。  

17.4 您可以通過寫信至上述公司地址、使用我們的網站聯繫表格、發送電子郵件

至 inquiry@hk-mediation.com 或致電 28400789 與我們聯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