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在接受之前，阅读新的部分 4 (关于 Noah 移动式服务)，因为它包含供您使用我们新的服务

条款。 

Noah 4 - 许可协议 

通过下载并安装此软件,你(以下简称”用户”) 谨此接受本许可协议,以及本许可协议中所使用

的条款. (以下简称”协定”）  

 

诺亚軟体(軟体）和所有有關這個軟体的智慧财產權为 HIMSA II K/S, Lyngbyvej 28, DK 2100

哥本哈根, 丹麥(HIMSA)所擁有.   

1. 授权许可  

本授权许可协议(以下简称”许可证”）授予您,并接受, 非独家特许使用諾亞 4TM软件(以下简

称”软件”）,包括任何修补程序和相关文件(以下简称”文件”）, 本宣言所载的条款. HIMSA

保留补充或修改此处諾亞本身软件的条款,并由您在安装或更新时接受本条款. 

本许可证并不转让给你任何股权或软件的所有权, 但只有始终受到本许可证的条款有限的使用

权. 

您被授予了 45 天的宽限期, 在这期间内, 您必须安装一个有效的永久许可证文件,因为交付此

软件时只包含一个临时许可证文件.  如果在许可证期限内, 你还没有安装有效的许可文件,您

将会侵犯 HIMSA的版权,并需负继续使用此产品的赔偿责任.  

根据您所购买的 HIMSA许可证, 允许您:  

 将软件複製到一台計算機或您所擁有的多台計算機上, 或為您的利益由第三方在一个地

点代为操作(例如,:IT 外包）, “位置”定義為一(1)个实际位置(例如:一個商店/專賣

店, 診所, 辦公室或工厂). 

如果你想在多個实际位置的計算機上执行軟体, 你必須為每個位置購買單獨的許可證. 

 复制一(1)片软件作为备份之用. 

 转让软件使用权给另一合法的人, 只要(a)該合法人同意本許可協議的條款, (b) 你

轉让到該合法人的所有軟体, 文件, 許可證和已储存的最初交付的軟体(如果还沒有

下載)和 (c) 你破壞和刪除任何和所有从您整個 IT安裝的软件和剩餘的副本和文件,

包括任何及所有的備份副本.  

2. 限制 

您同意保持完整和/或部分本软件的任何副本的所有版权声明. 您不得允许任何第三方以任何方

式, 可能会侵犯任何知识产权,包括使用软件,并没有限制,专利,版权和商标权或任何专有或商

业秘密利益.  

除非在该国的强制性规定中明确的允许您不能使用该软件:  



  
• 反向工程或以任何方式試圖解除软件的原始编译代碼. 

• 试图废除软件中任何的机制. 

• 试图以外部软件进入或修改諾亞 数据库中的数据. 

• 出租,租賃,再授權,或以任何方式複製或傳輸(除上述允許的)軟体. 

• 掩蓋或塗掉任何出现在软件, 文件,屏幕显示或其他有关 HIMSA 软件的版權或商標的贴示. 

3. 许可期限 

当您下载软件或同意接受本协议而使用软件之日起, 以先开始为准, 本许可协议随即生效(“生

效日期”), 并将继续使用, 直到任何一方终止或由你违反许可证协议. 

当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时, HIMSA 可在其自由裁量权, 禁用该软件和/或终止许可,其中包括当

(i)适用的许可费或维修费不能按时支付, (ii)第三方, 经你的指示或允许进入软件中修订, 修

改或添加, 删除或更改软件, (iii)您或允许任何第三方擅自复制未经授权的软件或(iv)你违背

遵守本许可的任何其他条文.  

此外, HIMSA 有权给予至少六(6)个月书面通知终止本许可. 如果本许可被终止, 您必须立即停

止任何对软件的使用和删除软件的所有副本, 包括无限制和任何备份副本. 

为了方便从年底起生效终止许可证, 您可以提前六个月事先书面通知 HIMSA. 

4.  NOAH 移动式 

Noah 移动式是在软件中的功能，它允许从 HIMSA 和 HIMSA会员公司的应用程序 (apps) 使用

和处理 Noah数据库中包含的数据。  

此许可证的第 4 条包含针对 Noah移动式功能的一些具体规定。在这许可证的其他规例适用于

Noah 移动式, 以及这一节的规定。 

当安装或升级软件时，Noah移动式的功能会被禁用。 

如果你想要使用 Noah 移动式功能，您需要启用 Noah移动式设置对话框中的功能。如果你不再

想要用 Noah移动式，你可以再次禁用它。 

除非您更改的设置，对数据的使用将限于 Noah移动式设置对话框中所述。 

在你使用诺亚手机(Noah Mobile)功能之前，您需要与应用提供商（HIMSA 或 HIMSA 成员公司）

签订协议。 

HIMSA 不承担任何成员公司应用程序的功能的责任。  

HIMSA 只提供了一个 API，允许成员公司应用程序的程序设计，如果启用了 Noah移动式并且您

已授予应用程序使用，这样他们可以使用 Noah移动式云端服务，从而使用您的 Noah 数据库。 



如果 Noah 移动式应用程序，通过因特网使用 Noah 数据库, 病人的数据是通过 Noah 移动式云端

服务处理的。如果使用区域网络,没有病人的数据会通过 Noah 移动式云端被交换，只有关于

Noah 服务器和 Noah 移动式应用程序的技术信息会被交换。 

Noah 移动式云端服务是包括在您的许可证费里的一个服务。Noah 移动式云端服务的唯一职能是

验证并授予用户从应用程序到 Noah 数据库的访问权限，以确保应用程序已获 Noah 服务器授予

使用权，并确保应用程序和 Noah数据库之间数据交换的安全。没有数据是永久地存储在 Noah

移动式云端。 

Noah 移动式云端服务寄宿在一个已验证的 IT 平台上。当前托管合作伙伴可以在 Noah 移动式的

白皮书里发现，你也可以在哪儿读到安全设置更多的细节。 

HIMSA 将使用合理的努力以确保 Noah 移动式云端服务是全年启动并运行。 然而，你接受，

HIMSA 并不保证任何特定的正常运行时间或可使用性。 

我们强烈建议在一个有成员公司应用程序安装的设备上，您保持强有力的安全和访问控制的。 

5.  收集信息  

你知道, 并接受本软件配备有第三方组件和属于 HIMSA 的组件, 可使软件收集讯息,并回报讯息

给 HIMSA. 

所收集到的讯息是有关您的 IT 安装的配置,包括但不限于安装该软件计算机的配置, 使用该软

件和计算机的位置, 所收集的数据, 还包括有关使用諾亞的讯息.  

HIMSA 不会收集任何病人相关的数据成为讯息收集过程的一部分. 

HIMSA 将使用收集的讯息, 以改进软件, 并确保正在使用的是唯一正式有效的许可软件. HIMSA

也可以按照其隐私政策使用所收集的讯息.  

6. 维护 

维护包含: 

软件的进一步发展如下: 

HIMSA 打算进一步发展,以期在软件: 

a) 如果可能的话, 提高软件的质量, 修正错误及影响; 

b) 按照用户的一般需求更新和修改软件. 

维护措施可能包括变更和/或减少功能. 

文件可以在提供新版本的软件时更新. 

维修服务应只提供对 HIMSA 选定的软件版本而且只对 HIMSA 选择提供的期间.  



  
7.  版權保護 

HIMSA’s 软件的所有者是受著作权法和国际著作权条约的的保护。除本协议允许的之外, 该软

件可能无法被复制或使用. 

8. 有限或无保固 

你承认你知道软件的基本功能特点和承担风险,若 软件不能满足您的愿望和需求. 在接受本许

可证前, 若有疑问, 您应该咨询 HIMSA 的员工或第三方的专家们. 

你接受如同任何标准的软件一样, 该软件可能并非无错误或无缺陷, HIMSA 不承担故障导致的错

误或缺陷.  

HIMSA 仅有三十（30）天的保固期间,生效日期后,本软件将在符合文件中所有物质方面.  

在此有限的保固中, 没有现场保修服务. 本有限保证是无效的,如果您违反或不遵守本许可或不

浏览文件, 或不是由 HIMSA 修订, 修改或更改, 或导致意外事故,滥用或误用的软件. 所有修补

程序或更换软件的保证期为原保固期所剩余的时间.  

您同意 HIMSA 无法为任何违反影响您的 IT 系统/计算机安全的原因负责,因为你是唯一负责保持

您的 IT 系统/计算机的安全和更新的人.  

9. 您的补救 

HIMSA 对你的软件材料缺陷唯一责任与补救是根据上述有限保固合理的期限内负责针对软件无法

按照文件所述的执行修正缺陷. 或由 HIMSA选择, 更换软件或退还你的许可证费, HIMSA 唯一意

见对应废止的软件或文件的价值的比例部分. 除非强制性法律规定, 在您的管辖范围内,你没有

其他补救措施. 

10. 无其他保固 

除本规定所表达的保证 HIMSA 及其供货商和经销商拒绝所有其他保证,  

承诺或陈述,明示或暗示,包括适用性或任何特定用途的担保,有关软件或设备,零组件,任何遗失

的数据或文件,软件产生的数据,任何服务或技术支持或任何其他 HIMSA 交付项目.  

11. 无损害赔偿责任 

HIMSA, 其供货商和零售商应不负责承担所有使用的软件而导致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 在任何

情况下, HIMSA, 其管理人员, 代理人, 雇员或供货商都不对任何人或实体的利润损失或预期储

蓄的非变现或间接, 特殊, 偶然或必然的损失负相关在软件或软件的性能, 即使 HIMSA 或者其

管理人员, 代理人, 雇员或供货商已被告知的损害或损失的可能性. 为避免疑问,资料遗失, 应

被视为本协议间接损失. 在任何情况下, HIMSA 总累计责任, 供货商和转售商超出许可的软

件 ”所支付的费用. 如果您使用该软件的免费版本 HIMSA 完全无任何责任. 

 



12. 第三方权利 

如果第三方对你声称 HIMSA原产软件的任何部分（HIMSA 不负任何软件或来自第三方的软件的

责任, 包括与本软件的任何连接部分不负任何责任）侵犯任何专利，版权或其他知识产权的财

产权利 (以下简称“索赔”),  HIMSA将防卫对您索赔损失及开支和支付所有的费用,  包括合

理的律师费 -终于获得对您有管辖权的法院;规定：（一）在你已经意识到了索赔或潜在的索赔

后以书面不迟于五(5)天通知 HIMSA, （二）HIMSA 可能假设为唯一有控制权合法处理索赔和所

有相关的行动和谈判（三）你自行负担费用提供对 HIMSA的协助，讯息和授权 HIMSA 根据本条

款执行 HIMSA必要的义务-. 

尽管有上述规定，HIMSA对以下没有任何责任：（一）任何非 HIMSA提供的软件与产品或服务的

组合为基础的索赔（二）由 HIMSA以外的人员对软件的修改. 

如果由于索赔或索赔的威胁, （一）本软件的任何部分是由有管辖权的法院举行的，或在 HIMSA

合理的意见可能被追究侵犯第三方的权利（二）您收到一个有效的法庭命令, 阻止您使用本软

件的任何部分, 或（三）在 HIMSA合理的意见, 您可能会收到这样的命令, HIMSA 须自费(i) 获

得你有权继续使用这部分软件, 或者(ii) 更换或修改使软件成为非侵权的, 此类修改或更换您

提供实质上等效的结果. 如果非上述选项, HIMSA 认为是合理的商业基础上 然后 HIMSA 可能 - 

在全部或部分 - 终止并立即生效的许可，并退还给你客户支付的软件侵权的一部分的许可证

费，以及软件的任何部分作为一个未解决的侵权的结果使你无法使用的费用, 依照 HIMSA 要求

退回或删除侵权和你的软件无法使用部分, 除非另有明确在本节中所述的任何索赔，由于索赔

或索赔的威胁 - 包括要求赔偿和/或按比例减少 - 应由第 10 条限制赔偿责任管辖. 

13. 纠纷，法律适用和管辖的选择 

此项许可的管辖，并完全按照解释，丹麦王国的法律，不考虑到比丹麦法律，其规定可能导致

的任何其他重大法律的应用. 

任何争端，争议或索赔引起的或与本许可证相关或违约，终止或废除由普通丹麦法院解决. 

您不可撤销地服从丹麦哥本哈根市法院在一审商定的地点为协议的地点.  

尽管有上述规定，HIMSA应在其唯一有权给一个自己选择的法院，包括由您侵犯 HIMSA'S 知识产

权利或贸易机密或违反许可证不付款的情况下限制的对你的法律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