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条款
当您使用食先知时，代表您接收这些使用条款。

一般条款和使用条件
当您第一次下载、安装、查看、使用食先知时，您需要接受这些条款。我们可能会根据具体情况
随时调整这些条款。您需要定时查看并接受这些条款，网址如下：
http://www-ch.ccmhi.org.cn/projects/foodswitch/

相关定义
本条款中：
a) “我”或者“我们”都指的是乔治全球健康研究院（“TGI”)，位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悉尼
的一个医学研究机构。
b)“食先知”指的是 TGI 发布的基于 iPhone 1 和安卓系统 2 的应用（或 TGI 发布的食先知的其他版
本）以及其所有支持网站。
1.“食先知”中食物信息和替代食物信息
1.1. 当您使用“食先知”，您和您的家人可能对提供的食物信息和相关替代食物的信息感兴趣，
对上述信息，您必须承认并同意下面的声明：
所有信息：
a) 都是按照客观实际情况提供的；
b) 没有考虑到您的个人情况，只是一般信息；
c) 都是由健康专业人员依据他们自己在软件发布时的最佳专业知识以及可靠的信息来源开发和审
核的；
d) 都是根据收集食品时所收集到的食品包装上的配料、营养成分信息或其他相关信息，或者根据
其他相似食品所具有的最佳信息进行估算的；
e) 使用食先知的所有用户需要自行判断信息的准确性及针对其个人情况这些信息的相关性，对食
先知的依赖所存在的风险由用户自己承担。
f) 应该只作为使用参考，而不应替代专业的医疗或其他健康专家的建议。如果您对自己或家人的
健康有疑问或担忧，TGI 建议您咨询您的医生或其他有资质的卫生专业人员。
1.2. 所有用户，特别是那些有特殊饮食需求或食物敏感性的用户应该确保他们在购买之前弄清产品
的成分。
1.3. 生产配方可能会随着时间而出现变化。TGI 不能保证所提供信息或建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若
您使用或依赖此信息而给您或家人带来任何损失或损害， TGI 不予负责，法律规定的除外。
1.4. 出现在食先知里关于 TGI 的所有信息仅出于您的兴趣考虑。如果需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georgeinstitute.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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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免责声明，法律责任，以及赔偿条款
2.1. 除您所享有的法定权益外，您同意：
(a) 当您自行下载，安装和使用食先知时，您需要自己承担使用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风险；
(b) 您需要自行承担因使用食先知所带来的后果，包括上传和分享该应用导致的风险;
2.2. 以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为限外， TGI 及其附属公司或任何员工、代理、第三方内容提供商或
授权商，都不能向您担保食先知、食先知提供的信息以及您使用这些信息的可靠性，他们不能承
担您因使用食先知所造成的直接、间接或其他损失的相关法律、合同或侵权责任（包括因疏忽造
成的）。您可能遭受如下原因造成（但不限于）的损害：
a) 您依赖食先知相关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适用性和实时性；
b) 在使用食先知过程中，出现运行、数据传输方面的故障或延迟，以及包括诸如电脑病毒或其他
有害成分、数据丢失、网络连接不畅、第三方违法行为、或者盗窃，破坏，篡改或未经授权的记
录访问等损害；
c) 任何您通过手机或其他设备访问互联网所收取的手机流量、漫游等及其他费用；
d) 通过食先知访问第三方网址、服务或应用（包括但不局限于 Twitter，Facebook 等）。 TGI 对第
三方网站、应用和服务的内容及运行均不承担责任。除非另有说明，TGI 并不表示认可通过食先知
可以链接的第三方网址、应用和服务。用户若使用第三方网址、应用和服务需自行承担可能的风
险。
e) 第三方的诽谤，威胁，攻击或非法行为等
f) 我们不应该对未能履行或延迟履行本条款规定的任何义务的情况承担责任，尤其是未能履行或
延迟履行义务是由于超出我们合理控制范围的环境所致，包括但不局限于天灾、战争、任何政府
或国家当局的法律或条例，水灾、电力供应或电子通信网络中断、暴乱或劳资纠纷等。
g) 如果法院认为这些条款中的任何条款是无效的或无法强制履行的，这些无效或无法履行条款不
能影响其余条款。
2.3. TGI 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性医学健康研究机构。我们对食品的评估和其他工作必须是独立的，
这是我们的研究受众所期望的，也是相关法律所要求的。我们乐于向生产商进行征求意见，同时
也乐于接受生产商提供的反馈，但所有的评估最终必须由 TGI 及其专家组按照我们的要求进行，
不能有任何第三方的参与。
2.4 . 我们对任何其他一方的直接、间接或偶然的损害和损失不负任何责任，包括我们或我们代表
的忽视违反这些条款而造成的直接、间接或偶然利润损失。
2.5. 因为您的直接或间接使用食先知而导致 TGI 遭受诉讼、索赔、法院召唤、被追究法律责任、诉
讼费、财务损失和损害（包括免除全部法律责任的法律费用），统称“损失”，您需赔偿 TGI 其
附属机构、员工、代理、第三方内容提供商以及授权商。这些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由于您直接
或间接使用食先知时违反第三方内容提供商的知识产权所造成的损失。
2.6. 此免责声明，法律责任范围和赔偿包括法律规定的其他权限。
2.7. 在使用麸质过滤器功能时，产品的麸质含量取决于数据收集时制造商提供的信息。因为生产
配方随着时间而变化，尽管采取了各种措施确保产品的准确性、实时性和完整性，仍不能保证数
据的完全可靠。所有的用户都必须确保在消费前清楚地了解产品的成分。
2.8. 这些条款都不能限制你任何的法定权利，为了解更多相关信息，请与当地政府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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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食先知群体标准
3.1. 食先知旨在让您和朋友分享营养信息。为了帮助实现这一点，所有用户必须遵守以下食先知的
群体标准（统称“标准”）：
a) 不得通过食先知分享任何有攻击性、诽谤性、色情、威胁他人、煽动暴力或违法的内容。
b)不得使用食先知进行骚扰、欺负、威胁、恐吓其他用户及他人或煽动仇恨。
c) 不得使用食先知进行任何非法活动或支持、协助任何非法活动。
d)不得把食先知用于任何商业目的，包括上传或发布任何具有商业性质或可以定性为垃圾的内
容。
e)不得向食先知上传任何病毒、恶意代码或进行其他干扰程序正常运行的活动。
f) 不得鼓励或促进违反这些条款，如果你不遵守这些标准，TGI 保留全权处理的权利，阻止使用食
先知软件。
3.2. 鼓励大家向 TGI 举报食先知中不真实、不准确、诽谤、非法、侵权/有害的内容，如果这些内
容是合理的真实的，TGI 承诺将改正/删除这些内容。
3.3. 你接受社区属性是食先知的一部分，并同意在使用食先知的时候始终尊重和遵守这些条款，在
与其他使用者交流的时候互相尊重

4. 知识产权
4.1. 除非另有说明，在 TGI 和您之间，TGI 拥有、控制并保留一切与食先知相关的所有信息，文
字，材料，图形，广告，软件代码及数据整合等权利（TGI 产权）。
4.2. 除食先知软件明确说明之外，或 TGI 明确的书面授权，您不允许以任何方式修改，复制，转
载，重新发布，设计，上传食先知给第三方；也不允许粘贴、发送和散发 TGI 产权。除非事先获
得 TGI 的书面授权，或者任何其他具有相关权利人的许可，无论何种意图，凭借何种方式，您都
无权在公共场合复制、广播、转载、（在任何媒体上）储存食先知的内容，或构造其违规衍生
物。该禁令并不适用于那些在遵守 TGI 要求的前提下可以免费重复利用的内容。
4.3. 在没有获得具体的书面的许可之前，您不得使用 TGI 的商标(无论是否为注册商标)。
4.4. 除非另有说明，您有权限下载、查看，以及不以盈利为目的地使用食先知，但需完全遵守所
有版权和其它所有权声明。
4.5. 您从食先知下载的资料包括软件，程序代码，文件和/或软件中包含或产生的图像，以及软件
附带的数据（统称为“软件”）由 TGI 授权。您不得出售、分销、解码、逆向分析以及其他与此
类似方式操作软件。
4.6. TGI 在食先知中使用第三方商标并不意味着 TGI 与第三方存在任何形式的联系，也不对其商标
表示认可。
4.7. 除了一些以私人调查、研究、评判为目的，并且是在当前有效的著作权法所明确规定合理使用
的情况，未经 TGI 的书面许可，不得复制食先知的任何部分。
4.8. 这些条款规定，你上传任何出版、使用或展示内容到食先知，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招致任何
与之相关的索赔、行动、要求或诉讼，你将赔偿我们的所有损失，债务，成本或费用（包括诉讼
费和全额费用赔偿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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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除了根据 1968 年《版权法》允许进行的以私人学习、研究、批评或复查为目的公平交易，不
得在未经 TGI 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对食先知的任何部分进行复制转载。

5. 隐私
5.1. 收集：当您访问食先知并分享信息时， TGI 都不会收集任何关于您的可识别信息。
5.2. 分享信息：您可以通过 Facebook 和 Twitter 来分享产品信息。您应该参考这些第三方应用程
序的使用条款，隐私和安全设置来确定它们是怎样分享和处理您的信息的。
5.3. 图像：您的移动设备相机可以用来拍摄产品信息的照片。TGI 将会储存这些照片以证实您拍摄
的产品数据进入我们的系统。

6. 相关法律和强制性
6.1. 在中国使用的食先知由澳大利亚 TGI 运行和管控，使用食先知以及这些使用条款造成的任何纠
纷需要由 TGI 所在地的法院依据相关法律进行裁定。
6.2. TGI 不保证在中国使用的食先知符合中国之外的法律要求。如果您在中国之外使用食先知，您
需独自承担风险，并要确保遵守使用食先知或任何与 TGI 有关的交易所有适用的法律并承担相应
责任。
6.3. 这些条款中如有条款被法院认为无效或无法执行，其余条款的有效性和可执行性不受影响。
6.4. 我们如未行使或暂未行使用户协议的权利不等同于放弃使用这些权利，不妨碍用户协议下任何
部分的有效性。

7. 系统需求
7.1. 您需要用以下任一种设备使用食先知：
a) 苹果移动设备：iOS 7.0 或以上系统。
b) 安卓设备：Android 4.3 或以上系统。
请注意：
a) 如果您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的相机没有自动对焦功能，则 FoodSwitch 可能与该设备不兼容。
没有自动对焦功能，条形码图片会拍摄模糊，从而导致食先知无法识别条形码。
b) 下载本应用和访问食先知网站需要访问网络（流量或 Wi-Fi），所产生的流量费由运营商收取，
详情请咨询您所属的运营商。
7.2 虽然 TGI 是根据合理的专业标准开发了食先知，但根据行业惯例 TGI 不能保证：
a) 食先知能够在任何系统或设备上稳定允许，或保证其兼容性；或
b) 食先知没有缺陷、病毒或恶意代码。
如果 TGI 发现食先知存在任何功能障碍或缺陷、病毒或恶意代码，TGI 将进行合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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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果您不接受这些条款会发生什么?
如果想使用食先知，您必须接受以上条款。
iTunes iPhone, iPod Touch and iPad 是在美国或其他国家注册的苹果公司的商标；App Store 是苹果
公司的应用商店。
2
安卓和谷歌市场是谷歌公司的商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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