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W

一般交易條款
BMW 互聯駕駛
1.

BMW 數位服務與 BMW 互聯駕駛協議

1.1.

BMW 總代理汎德（股）公司（下稱「汎德公司」）依照所述一般交易條款，以「BMW 互聯駕駛」之名義
為客戶提供第 3.1 條規定之車輛相關資訊、輔助服務及隨選車用服務（以下統稱為「服務」）。

1.2.

可隨時查看、儲存和列印最新版本的一般交易條款 https://www.bmw.com.tw/zh/footer/metanavigation/legaldisclaimer-pool/legal-disclaimer.html
對一般交易條款作出的任何修改應於指定生效日期前至少六週發佈，並且在 BMW 能夠聯絡客戶的情況下應
通知客戶。若客戶已同意與 BMW 電子通訊（例如，透過「My BMW 門戶」BMW 互聯駕駛客戶門戶），則
也可經由此方式傳送修改內容。若客戶未在指定生效之日前提出異議，則修改內容將成為協議的一部分。

1.3.

若要向客戶提供服務，客戶和 BMW 之間須簽訂 BMW 互聯駕駛協議。BMW 互聯駕駛協議作為 BMW 與客
戶之間的框架協定，協定自身且未預訂個別服務之情況下，不一定要求客戶承擔接受或付款的任何義務。不
過，客戶可依照本框架協定存取服務描述（第 3.1 條）中規定的 BMW 數位基本服務。購買座車或後續使用
BMW Store 時，依照 BMW 互聯駕駛協議可預訂其他 BMW 數位服務（視所選車輛配備而定）。

1.4.

如果客戶從銷售方（BMW 授權經銷商或 BMW 子公司）訂購一輛 BMW 新車，並且此销售方擁有特定服務
所需之標準或特殊裝備，則其應同時要求 BMW 簽訂使用此服務的 BMW 互聯駕駛協議。
a) 如果相應服務屬於 BMW 新車的標準配備，則客戶與 BMW 之間的 BMW 互聯駕駛協議將與客戶和銷售方
之間的 BMW 新車購買協議同時生效。
b) 如果相關服務專屬於 BMW 新車的特殊裝備，則該客戶僅從無法取消選擇為 BMW 新車所訂購的特殊裝備
開始，受到申請簽訂 BMW 互聯駕駛協議之約束。客戶與 BMW 之間的 BMW 互聯駕駛協議於首次註冊
BMW 新車，由 BMW 啟用服務時生效。
在上述所有情況下，客戶均無權另行索取接受聲明。

1.5.

若客戶決定不使用 BMW 數位服務，並根據客戶要求在新車移交之前停用車內所裝之 SIM 卡，則被視為退出
根據第 1.4 條所簽訂的互聯駕駛協議。
若車輛配備屬於車輛型式認證且因此法律要求之功能，例如歐洲緊急求助電話（「EU eCall」）功能或提供
與目前速度限制顯示有關的電子地圖資料之功能，則不能完全停用 SIM 卡。有關這些功能的更多資訊，請參
閱車輛操作手冊。

2.

My BMW 門戶與 BMW Store

2.1.

在 網 路 地 址
https://www.bmw.com.tw/zh/topics/offers-and-services/bmw-digital-services-andconnectivity/bmw-connected-drive-overview.html，BMW 根據一般交易條款為客戶提供「My BMW 門戶」
及「BMW Store」。客戶可免費使用「My BMW 門戶」和「BMW Store」。

2.2.

使用「My BMW 門戶」與「BMW Store」需要由客戶創建 BMW ID（透過使用者名稱和密碼登入）。

2.3.

透過「My BMW 門戶」，客戶可查看其車輛所啟用服務之狀態，並對其進行管理。為此，需要將客戶的
BMW ID（使用者帳號）同客戶已預訂服務與要使用服務之車輛關聯。針對此關聯，客戶須透過「My BMW

門戶」將車輛的車身號碼與單獨選擇的識別特征傳輸至 BMW。
2.4.

在「BMW Store」中購買付費或免費服務時，需要簽訂 BMW 互聯駕駛協議（根據第 1.3 條和第 1.4 條）、
在「My BMW 門戶」註冊客戶、關聯車輛及其 BMW ID（使用者帳號）以及提供地址和付款資料。

3.

服務描述、持續時間和可用性

3.1.

在預訂過程中詳細說明個別服務之範圍、期限及可用性，參見 https://www.bmw.de/de_DE/topics/offersand-services/bmw-connecteddrive/terms-conditions.html （下稱為「服務描述」）。服務費用由 BMW 在預
訂過程單獨指定，或針對多項服務共同指定。
隨選車用服務只為客戶提供用於啟用相應功能的代碼。此類功能的運行需要車輛中某些硬體和軟體的正確運
行，而該硬體和軟體并非隨選車用服務之主體。

3.2.

根據車輛版本，可能需要透過 BMW ID 登入車輛才能享有特定服務的全部功能；相關詳細資訊已在相應服務
描述中具體說明。

3.3.

根據第 1.3 項，BMW 互聯駕駛協議之期限為無限期。除基本服務外，所預訂的其他服務持續時間分別由服
務描述決定。對於有常規限期的服務，服務期限最長為兩年，默認最多再續一年，除非客戶在協議期結束前
六週的通知期內終止服務。

3.4.

透過車內安裝 SIM 卡所啟用的線上資料連線來提供服務，而且服務取決於所裝 SIM 卡的行動網路之功能和
操作。因此，服務在空間上部分限制為相應網路的電台接收和傳送。所以，此服務亦可能受到特別是大氣條
件、地形特征、車輛位置以及橋樑和建築物等障礙物的影響。
啟動「隨選車用服務」需要網路資料連線才能傳輸啟動碼。

3.5.

若由於不可抗力之因素，包括罷工、闭厂與官方訂單，以及執行必要的技術與其他措施，例如在 BMW 設施
中，交通資料供應商或網路運營商為確保服務妥善運行或改造升級（維護、修復、系統相關軟體更新、擴展
等），均可能使服務中斷。由於服務峰值負荷造成的短暫容量瓶頸或第三方電信系統區域內的中斷，也可能
導致服務中斷。BMW 應盡一切合理努力，立即修正或消除此類故障以及任何因客戶車輛中存儲之相關服務
的操作軟體故障（即所謂的漏洞）導致的失靈。為修正服務中的故障，BMW 有權透過遠端存取車輛軟體
（下稱為「遠端操作」）作出調整（例如軟體設定調整），前提是滿足以下所有條件：
a) 需要修正的故障不會影響客戶車輛的操作安全；
b) 預計遠端措施將永久性解決客戶車輛的故障；
c) 透過遠端操作所作出的修改係限於修正故障（儘管修正故障之後可能會有之前已執行過的自動更新，作為
無故障狀態下控制流程）；以及
d) 預計遠端操作不會對客戶造成不當影響。尤其當遠端操作將造成長時間故障（每次遠端操作嘗試超過
10 分鐘）或其他服務中斷，甚至導致其他車輛功能短期故障或客戶的個人設定/資料丟失時，被視為存在
不當影響。

3.6.

根據第 3.5 a) - d) 條所載之條件，BMW 亦有權按照法律規定採取遠端操作，消除車輛存儲的其他操作軟體
之故障並修正安全漏洞。

3.7.

若由於技術原因無法執行遠端操作，特別是由於移動無線電收訊不佳或受到干擾，或是由於遠端操作在技術
上不可行的臨時車輛條件（例如不適合執行相應遠端操作之車輛條件，即取決於特定遠端操作、停車/居住/
駕駛；在遠端操作期間由於客戶鎖定/解鎖車輛而中斷操作；透過啟動 eCall 而中斷遠端操作），BMW 有權
重複遠端操作。

3.8.

BMW 保留修改服務範圍之權利，前提是此類修改鑒於協定服務的整體範圍對客戶來說是合理要求。若透過
書面或電子通訊方式通知客戶服務範圍有大幅修改，則在收到修改通知的六週內，客戶可特別終止此服務，
並透過 BMW 互聯駕駛熱線免費將其停用（參閱第 9 條）。

3.9.

BMW 可能會透過車輛中央資訊顯示幕向客戶指示有遠端軟體升級可用，這會要求客戶透過中央資訊顯示幕
確認安裝升級。在客戶安裝指示的遠端軟體升級之前，特定服務可能無法運作或功能受限。會向客戶提供關
於各項升級的資訊，作為指示升級可用之通知的一部分。

4.

服務使用

4.1.

客戶不得將服務用於非法用途，並確保第三方不會這樣做。客戶無權將服務使用範圍內收到的資料和資訊轉
交給第三方作商業用途或進一步處理。

4.2.

由客戶承擔誤用緊急求助之費用。

4.3.

BMW 與客戶之間簽訂的 BMW 互聯駕駛協議及客戶所預訂的服務均為車輛綁定，不得轉移至或在其他車輛
內使用。

5.

透過 BMW Store 預訂附加服務

5.1.

除基本服務外，客戶還可直接在購買新車或隨後透過「 BMW Store」訂購更多 BMW 互聯駕駛服務。
「BMW Store」優惠面向台灣客戶。

5.2.

透過「BMW Store」預訂服務時的優惠與簽訂協議
a) BMW 經由「BMW Store」為客戶提供各種服務，並對這些服務提出具有約束力之報價，而且已註冊
「My BMW 門戶」的客戶可採用所示固定價格預訂。相關服務詳情和持續時間詳載於「BMW Store」的個
別服務描述以及服務描述中。一旦客戶點選「立即付費訂購」（付費服務）或「立即訂購」（免費服務）
按鈕，具有約束力的服務預訂將自動生效。
b) 客戶可藉由取消流程與重新開始流程來修正輸入錯誤。
c) 在完成訂購流程後，客戶會透過電子郵件收到簽訂已預訂服務之協議、服務描述及一般交易條款的確認函。
d) 此外，發送給客戶之協議文本不會由 BMW 另行存儲，因此客戶在簽訂協議後無法在 BMW 調閱或查看該
文本。

5.3

「My BMW 門戶」與「BMW Store」之訂購流程
a) 在「My BMW 門戶」開始線上訂購
在「My BMW 門戶」下方的「商店」項，客戶可了解到 BMW 互聯駕駛提供的服務（如適用，可選擇不同持
續時間和價格）。之後，客戶可選擇一項服務（必要時包括持續時間和價格）。當客戶點選「立即訂購」按
鈕，在所選期限內開始線上訂購服務流程時，表明訂單開始。
b) 客戶狀態
如果客戶尚未註冊「My BMW 門戶」，和/或尚未輸入地址與付款資料，則應先完成上述操作後方可下單。
c) 訂單概覽/訂單修改
如果客戶已註冊「My BMW 門戶」並輸入地址和付款資訊，他將直接前往概覽頁面，在此顯示完整訂單及所
有相關協議資料。客戶可藉由離開網站取消訂單流程。若客戶同意訂單概覽，則可點選「立即訂購與付款」
按鈕，提交具有約束力的訂單。如果客戶尚未註冊「My BMW 門戶」，和/或尚未輸入地址與付款資料，則
應先在「My BMW 門戶」的「管理」區域完成上述操作後方可下單。
d) 訂單資訊
完成訂購流程後，客戶也會透過電子郵件收到服務描述及一般交易條款。

5.4

配置和啟用服務
在客戶點選「立即訂購與付款」或「立即訂購」按鈕後，將與 BMW 預訂此服務並前往啟用。之後把配置檔
案傳送至車輛，在車內啟用服務。此過程通常需要幾分鐘時間。但如果資料連線中斷，則無法執行此流程。
在這種情況下應相應延後服務配置，直至能夠傳送至車輛為止。

5.5

付款
a) 所標明價格為新台幣 (TWD) 價格，包括增值稅。

b) 若客戶延遲付款，BMW 有權暫停或中止提供相關服務，並停用客戶對相關服務的存取權限，直到客戶
支付相應款項。在適當情況下，此停用包括「智慧型緊急求助」服務之功能。如果客戶沒有在發票日期後
30 天內付款，則認為未付款。
c) 只有在客戶反索賠無糾紛或已法律確立的情況下，客戶才能對 BMW 提出索賠抵銷。僅在基於與 BMW 協
議關係所致索賠時，客戶才可以主張保留權。
5.6

消費者撤回權
如果客戶符合消費者保護法第 13 條的消費者定義，則其具有 7 天的撤回權（參閱第 8 條）。

6.

停用服務，終止 BMW 互聯駕駛協議

6.1.

客戶可隨時經由授權的 BMW 經銷商、BMW 子公司或授權的 BMW 修理廠停用車內安裝的 SIM 卡。停用
SIM 卡後，包括基本服務在內的所有已預訂互聯駕駛服務均被停用。停用意味著車輛的緊急求助同樣失效。
SIM 卡的停用並不會自動結束隨選車用服務之啟用。如果此類功能的某部分需要網路資料連線，則在停用
SIM 卡後，此部分功能將不再可用。
若車輛配備屬於車輛型式認證且因此法律要求之功能，例如歐洲緊急求助電話（「EU eCall」）功能或提供
與目前速度限制顯示有關的電子地圖資料之功能，則不能完全停用 SIM 卡。

6.2.

BMW 及客戶可隨時在六週內通知終止 BMW 互聯駕駛協議（只要無限期應根據第 3.3 條適用）及無限期的
服務。若為有限期，亦可在期限結束前六週內發出通知予以終止，否則將自動續期。

6.3.

若客戶正在受到或即將面臨制裁（詳見下句），而 BMW 可能受該項制裁之限制而無法繼續向客戶提供相應
服務，則 BMW 有權拒絕、中斷、取消或終止全部或部分服務甚至於 BMW 互聯駕駛協議之全部內容。制裁
是指所有適用的限制性舉措（貿易、軍事、經濟或金融制裁、法律限制或禁運），包括由有關當局（特別是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歐盟、英國財政部 (HMT)）擬定、施行或採納的特別指定國民名單或禁止往來人員名單。
若客戶已經支付相應服務費用，則客戶有權就未享受/已取消的服務申請適額退款，前提是 BMW 已征得有關
當局的許可（在相關制裁所規定之必要範圍內）。

7.

車輛出售或永久轉交

7.1.

未經 BMW 同意，客戶不得將與 BMW 現有的 BMW 互聯駕駛協議轉交給第三方。這也適用於客戶出售或永
久將車輛轉交給第三方之情形。

7.2.

如果出售車輛或永久轉交給第三方，則客戶必須確保所有存儲在車內的個人資料均被刪除。客戶還必須透過
「My BMW 門戶」解除車輛與使用者帳號之間的關聯。

7.3.

客戶有義務向其出售車輛或永久轉交車輛的第三方告知所有的啟用和停用服務。

7.4.

若車輛已出售或轉交第三方，則除了第 6.2 條的終止選項外，客戶有權在六週內通知終止限期服務。若客戶
在期限結束前取消臨時服務，已付款項無法按比例退回。

8.

消費者撤回權

8.1.

如果客戶符合消費者保護法第 13 條的消費者定義，則其對於根據第 1.6 條締結協議及根據第 5 條預訂個別
服務具有 7 天的撤回權。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第 13 條，消費者是指非以營利活動為目的，亦非以其獨立的職
業活動為目的而締結法律交易的任何自然人。在下文中，讓客戶了解其撤回權：
取消政策
撤回權
您有權在七天內撤銷協議，無須說明理由。
撤回期限為簽訂協議當日起十四天。

為行使撤回權，您必須透過明確聲明（例如，郵寄、傳真或電子郵件信函）告知我們
（www.bmw.com.tw/contact/index.htm 或 servicecenter@bmw.com.tw）決定撤銷此協議。為此，您可使用
隨附的撤回表單模版，但這並非強制要求。
為遵循撤回期，只需在撤回期結束前傳送行使撤回權之通知。
撤銷後果
如要撤銷本協議，我們將立即退還之前從貴方收到的所有付款，包括運費（您選擇我們所提供低價標準配送
以外的方式而產生的附加費用除外），不超過我們收到您撤銷協議通知之日起的十四天。除非與您另行協定，
否則我們會使用與原始交易相同之退款方式，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收取退款費用。
若您要求在取消期間提供服務，則應向我們支付合理金額，即與協議中提供的服務總價相比，符合您在告知
我們行使撤回權之時已提供的服務比例。
撤銷表單：
（如要撤銷協議，請填寫此表單並返回。）
致總代理汎德（股）公司，電子郵件：servicecenter@bmw.com.tw:
- 我/我們（*）特此撤回我/我們（*）購買以下商品（*）/提供以下服務（*）所簽訂的協議
- 訂購日期（*）/收貨日期（*）
- 消費者姓名
- 消費者地址
- 消費者簽名（僅針對書面通訊）
- 日期
(*) 刪除（如適用）
9.

聯絡方式

9.1.

您可透過電郵 servicecenter@bmw.com.tw 聯絡 BMW 客戶服務。BMW 互聯駕駛熱線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
日早上 9:00 至下午 18:00，電話為 0800-291-101

10.

責任

10.1. 如果服務有缺陷，除非有另外規定，否則客戶有法定的適用於數位產品（或具有數位元素的商品 (若適用)）
的保固權利。
10.2. 對於服務傳輸之資料和資訊的準確性和及時性，BMW 概不負責。
10.3. 對於服務故障、中斷和功能障礙（特別是第 3.4 和 3.5 條所述之情形）所造成之後果，BMW 概不負責。
10.4. 如出現輕微過失，BMW 僅在違反實質性協議義務（基本義務）的情況下承擔責任，例如此協議根據其內容
和目的旨在施加於 BMW 之義務、妥善落實協議所必需履行之義務以及客戶通常與可能依賴其遵守情況之義
務。此責任僅限於簽訂協議時可預見的典型損害。
10.5. BMW 法定代表、代理人和員工對於因輕微過失而造成損害之個人責任同樣僅限於前一條所述的範圍。
10.6. BMW 對於欺詐性隱瞞缺陷，從承擔保固或採購風險開始，并按照產品責任法不受影響。責任限制不適用於
蓄意、重大過失或危及生命、身體或健康之情況。
11.

資料處理與安全

11.1. 客戶在「My BMW 門戶」或「BMW Store」框架內輸入的資料經由 SSL 協定（安全套接層協定）自動加密。
SSL 是經由網際網路傳輸機密資料的行業標準。
11.2. BMW 在法定條款框架內收集、存儲並使用客戶提供的個人資料，只要這是建立、同意或修訂協議關係及服
務使用和開具發票之必要條件。關於個別服務範圍內處理個人或車輛相關資料之詳細資訊，可參閱服務描述
和 https://www.bmw.com.tw/zh/footer/metanavigation/legal-disclaimer-pool/legal-disclaimer.html
11.3. 如果與協議關係及服務開具發票相關的個人資料發生任何變更，客戶須立即通知 BMW。
11.4. BMW 可能在使用過程結束後存儲與運用為妥善結算服務（賬單資料）所需之使用資料，直至完成結算。為
檢測與避免不當使用服務所需的範圍內，可能處理庫存和交通資料，並在使用過程結束後存儲（如適用）。
11.5. 使用此服務的資料僅以完全匿名形式評估，亦用於品質控制。
上次修訂：2022 年 11 月

BMW Digital Services / MINI Digital Services
Date Revised: 22-Jun-2022; Version: Release 11/22

注意：請注意，每個服務及其功能取決於可用性。視車輛型號、技術配備和您所在市場法規而定，服務可用性可能有所
差異。根據我們的服務結構，部分可用服務無法單獨訂購。 服務有效期限會視所選方案而不同。服務說明單中服務的
「無使用期限」一詞是指車輛的使用壽命，在此情況下，有關有效期限的其他資訊（例如在帳單上）將不適用。.
DURATION
-

-

-

-

-

-

-

-

BRAND

SERVICE

BMW; MINI

Concierge Services

BMW; MINI

Concierge Services

BMW

Digital Key

BMW

Comfort Access with BMW Digital Key

BMW; MINI

Intelligent eCall and Legal eCall

BMW; MINI
BMW; MINI

Intelligent eCall
EU eCall

BMW

Intelligent Personal Assistant

BMW
BMW
BMW

BMW Intelligent Personal Assistant
Intelligent Functions
InCar Experience

BMW

Interior Camera

BMW
BMW

Interior Camera
BMW Snapshot

Ex-Factory

ONLINE / STORE

3Y

1Y

LT

LT
LT

BMW; MINI

Maps

BMW; MINI
BMW; MINI
BMW; MINI

Map Update
Routing
Real Time Traffic Information (RTTI)

BMW

Personalization

BMW

Personalization with ID7/ID8

BMW; MINI

Remote Control

BMW; MINI
BMW

Remote Services
Remote Engine Start

BMW

Remote Software Upgrade

BMW

Remote Software Upgrade

BMW

Remote Surveillance

BMW
BMW

Drive Recorder
Remote 3D View

BMW; MINI

Smartphone Integration

BMW; MINI

Smartphone Integration

BMW; MINI

Technical Basis

BMW; MINI
BMW
BMW; MINI
BMW
BMW; MINI
BMW; MINI
BMW

Customer Hotline*
LT
eSIM
Evaluation of Diagnostics Data*
Extendable Car Communications (xCC)
Future Mobility Solutions*
MyInfo*
Sensor Data Usage Information*

BMW

Traffic Camera Information

BMW

Traffic Camera Information

BMW; MINI

Vehicle Apps

BMW; MINI

Vehicle Apps

LT
LT
LT

1Y
1Y
1Y

LT
LT

1Y
1Y

3Y
3Y
3Y

1Y
1Y
1Y

LT
LT

1Y (BMW) / LT (MINI)
LT

LT
LT

1M / 1Y / 3Y / LT
1Y

LT

LT

LT

LT
LT
LT
LT
LT
LT

LT

1Y

3Y

1Y

* Base Service

旅程資訊服務
修訂日期： 2021 年 12 月 15 日；版本： 發行 03/22

服務描述
旅程資訊服務在旅程中為您提供協助，只需輕點按鈕，即可滿足任何請求 – 個性化、個人化又快速。 無論身在何處，無
論所需何物。
詳細說明
旅程資訊服務始終伴您左右，全年 24 小時無休。 不論國內外。 呼叫中心代理將幫助您解決行程中可能出現的任何問題
（例如目的地的天氣，哪家店外帶咖啡不錯或者透過我們的訂票合作夥伴預訂酒店。 由此讓您如魚得水，消息靈通。
無論途中有何需求，皆可一一滿足 – 專為個人需求量身打造。 這讓您全心專注於道路，如有需要，甚至可將旅程資訊服
務所找到之目的地發送到車輛導航系統進行自動導航。 即使身在國外，也無需承擔任何附加通訊費用。
請注意，每個服務及其功能取決於可用性。 依照車輛型號、其技術性能及市場法規，服務可用性和詳情可能有所差異。
如果通過某項服務僅可訪問第三方服務，此類第三方服務不受此項服務約束。
更多資訊

先決條件：

在旅程資訊服務中，無需先決條件。

如何啟動：

購買產品後，旅程資訊服務會自動啟用。

將在車輛中儲存
哪些資料？
將在 BMW IT 系
統中處理或儲存
哪些資料？

在旅程資訊服務中，將存儲請求的 POI 及詳細資訊（位置和移動、帳號和車輛資訊）。
在旅程資訊服務中，按下車輛的呼叫按鈕時，便會接入呼叫中心。 車輛識別、位置及所選路徑（若啟動路
徑指引）可能會傳輸至我們委託的服務供應商，以便提供服務。 存儲位置和移動資料以及帳號和車輛資
訊。
針對所有服務，我們會根據互聯駕駛資料保護聲明來處理您的個人資料。 我們以完全匿名化的形式使用資
料，以供後續開發與保證其相應服務品質。

哪些資料將傳輸
至第三方？
何時會刪除處理
過的資料？

在旅程資訊服務中，資料可能會傳輸至我們委託的服務供應商，以提供服務。
在旅程資訊服務中，我們 IT 系統中的個人資料將僅用於提供服務，之後將予以刪除。 您可隨時刪除存儲
於車輛的資料。
********

BMW 手機數位鑰匙與 BMW 手機數位鑰匙 2.0
修訂日期：2022 年 2 月 24 日；版本：7/22 發行版

服務描述
BMW 手機數位鑰匙與 BMW 手機數位鑰匙 2.0 功能讓您可數位化儲存車輛鑰匙。這樣一來，您可以將實體要留在家中，
透過智慧型手機儲存數位鑰匙並將鑰匙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可使用兩種版本：BMW 手機數位鑰匙與 BMW 手機數位鑰匙 2.0 可以作為免鑰匙晶片控制系統 (322) 的一部分或單獨的
數位鑰匙 (3DK)，具體取決於您的車輛 SA 設定和智慧型裝置功能。
詳細說明
BMW 手機數位鑰匙：您可以使用數位鑰匙上鎖、解鎖車輛，甚至啟動車輛。您還可以授權最多五人，以相容的智慧型
手機使用您的 BMW。此外，您也可針對新手駕駛設定駕駛限制，例如限制車輛的動力輸出、最高行駛車速。
BMW 手機數位鑰匙 2.0：無需將手機拿出口袋您就可以上鎖、解鎖車輛，甚至啟動車輛。您還可以授權最多五人，以
相容的智慧型手機使用您的 BMW。此外，您也可針對新手駕駛設定駕駛限制，例如限制車輛的動力輸出、最高行駛車速。
請注意，每個服務及其功能取決於可用性。視車輛型號、技術配備和您所在市場法規而定，服務可用性可能有所差異。
如果通過某項服務僅可訪問第三方服務，此類第三方服務不受此項服務約束。
更多資訊

先決條件：

•

BMW 手機數位鑰匙適用於配備智慧 Comfort Access 免鑰匙系統(SA 322)或 BMW 數位鑰匙(3DK)、
SA 6AE 的特定車輛，以及一隻相容的智慧型手機（請詳官方網站上的 BMW 數位鑰匙常見問題）。

如何啟動：

•

BMW 手機數位鑰匙 2.0 適用於配備智慧 Comfort Access 免鑰匙系統(SA 322)、SA 6AE 的特定車輛
以及一隻相容的智慧型手機（請詳官方網站上的 BMW 數位鑰匙常見問題）。

•

首次使用 BMW 手機數位鑰匙與 BMW 手機數位鑰匙 2.0 時，您需將您的車輛和智慧型手機進行配
對。在進行初始設定時，需將兩把車輛實體鑰匙放置於車內。
設定 - 選項 1：下載 My BMW App，將您的車輛與 BMW ID 配對，然後遵循應用程式中的步驟設定手
機數位鑰匙。
設定 - 選項 2：將您的 BMW 與 BMW ID 配對之後，您會收到一封電子郵件，內附啟動主數位鑰匙
（車主手機數位鑰匙）之指示。遵循所述步驟設定數位鑰匙。

將在車輛中儲存
哪些資料？
將在 BMW IT 系
統中處理或儲存
哪些資料？

•

對於 BMW 手機數位鑰匙與 BMW 手機數位鑰匙 2.0，車輛和驗證資料將被儲存。

•

BMW 手機數位鑰匙與 BMW 手機數位鑰匙 2.0 都會處理和儲存車輛與鑰匙（識別）資訊。

將在智慧型手機
中處理或儲存哪
些資料？
將使用哪些資料
來提供服務？

•

對於 BMW 手機數位鑰匙與 BMW 手機數位鑰匙 2.0，車輛、帳號及鑰匙（識別）資訊都將被儲存。

•

對於 BMW 手機數位鑰匙與 BMW 手機數位鑰匙 2.0，車輛、識別、帳號、鑰匙和裝置資料都將被儲
存。

哪些資料將傳輸
至第三方？

•

對於 BMW 手機數位鑰匙與手機數位鑰匙 2.0，智慧型手機製造商會向我們以及我們會向您的智慧型
手機傳遞以下資料：車輛、鑰匙、裝置及帳號（識別）資訊。

何時會刪除處理
過的資料？

•

對於 BMW 手機數位鑰匙與 BMW 手機數位鑰匙 2.0，可在車主的智慧型手機上（主數位鑰匙和親友樹
為鑰匙）或在車輛中刪除樹為鑰匙。如果您要求我們刪除您的個人資料，則所有數位鑰匙都將被刪

• 針對所有服務，我們會根據互聯駕駛資料保護聲明來處理您的個人資料。我們以完全匿名化的形式使用
資料，以供後續開發與保證其相應服務品質。

除。刪除數位鑰匙後，數位鑰匙相關資訊將儲存於安全的 BMW 後端，之後予以刪除。如果您的車輛
被盜，我們可以列出（僅在經過您明確許可的情況下）被盜時啟用的數位鑰匙，以幫助解決問題。
********

智能緊急求助和法定緊急求助
修訂日期：2022 年 4 月 6 日；版本：11/22 發行版

服務描述
智能緊急求助和法定緊急求助服務在緊急情況下為您提供幫助。 其中包含兩種功能： 智慧型緊急求助和法定緊急求助。
如果發生事故，智慧型緊急求助和法定緊急求助會提供援助。
詳細說明
如果發生事故，智能緊急求助會在事故發生的瞬間自動將此類資訊和更多救援相關資料發送到 BMW 客服中心和緊急救
援單位。此外，智能緊急求助能評估事故的嚴重程度和乘客受傷的可能性。上述所有資訊經分析後，以便快速為事故提
供最佳協助。緊急救援單位可以透過 GPS 資訊直接抵達現場並在抵達前便已了解事故情況，且可提供所需的緊急救援
協助。安裝在車內的固定式 SIM 卡具有防撞保護，因此智能緊急求助隨時處於待命狀態 -即使身在其他國家，BMW 服
務中心的工作人員亦會使用您的語言與您通話並提供協助。在救援單位抵達前，BMW 服務中心的專業人員將視需要為
您和乘客提供支援，另一名工作人員則會將資訊傳送給緊急救援單位。若您或其他用路人需要幫助，也可以使用位於車
內後視鏡附近的 SOS 緊急求助按鍵，手動啟動智能緊急求助。亦可手動啟動智能緊急求助，以協助其他用路人，此功
能無須行動電話。
取決於市場規定，或許不可能營運 BMW 客服中心基礎設施。針對這些市場，將僅提供 BMW 智慧型緊急求助的子服務
「PSAP eCall」。「PSAP eCall」是從車輛到 PSAP（公共安全回應點）的直接語音連線，過程中不進行資料傳輸和
收集。PSAP eCall 也可用作智慧型緊急求助電話的後援解決方案。
請注意，每個服務及其功能取決於可用性。視車輛型號、技術配備和您所在市場法規而定，服務可用性可能有所差異。
如果通過某項服務僅可訪問第三方服務，此類第三方服務不受此項服務約束。
更多資訊

先決條件：

在智能緊急求助和法定緊急求助中，無需先決條件。

如何啟動：

在車輛移交給客戶時，智能緊急求助和法定緊急求助便已啟動。

將在車輛中儲存
哪些資料？

在智能緊急求助中，將存儲位置資料與碰撞詳情。

BMW 資訊系統

會處理或儲存哪
些資料？

•

在智能緊急求助中：BMW 客服中心人員會自動接收車輛確切位置資料、車輛及乘客資訊。有關緊急求
助的完整技術資訊將在 IT 系統中儲存 30 天，以便為客戶提供支援。 服務中心可能會將錄音檔儲存 24
小時，以便執行相關的品質管理措施。
針對所有服務，我們會根據互聯駕駛資料保護聲明來處理您的個人資料。這些資料將完全匿名並用於改善
品質及開發相關服務和未來車輛。

哪些資料將傳輸
至第三方？

在智慧型緊急求助中，當前位置和警報等資料可能以匿名方式傳送至第三方交通資訊供應商，以協助警提
醒其他用路人有關事故和潛在交通狀況資訊。 使用者請求及必要資料將傳送至 BMW 指派的服務供應商執
行服務。

何時會刪除處理
過的資料？

在智慧型緊急求助中，資料將會於完成所有流程後才會自動刪除。 已儲存於車輛之資料將在下次啟動車輛
時自動覆蓋。
********

智慧個人助理
修訂日期： 2021 年 12 月 15 日；版本： 發行 03/22

服務描述
智慧個人助理提供諸多功能： BMW 智慧個人助理、In-Car Experience 及智慧功能。 這些功能可讓您透過語音與車輛
互動，或是能查找個人化設定。 您可透過輕鬆舒適的個人化方式使用車輛及其設定。
詳細說明
BMW 智慧個人助理可藉助語音指令用於操作功能。 此系統能夠識別自然語言，甚至是語言特征。 這樣可在所有情況及
個人任務中確保便利性。 語音辨識系統在車輛中及透過基於伺服器的線上語音處理，同步分析語音指令。 如此一來，
您就能使用自然語言來快速輕鬆地搜尋興趣點進行線上導航，例如詢問附近的特定餐廳。 按下方向盤的語音控制鍵或說
出預設的喚醒詞來啟動系統。 喚醒詞可在語言設定選單中啟用或停用。
In-Car Experience 讓您在疲倦時煥發活力,在緊張的一天後放鬆身心並根據當下心情調整車輛內飾。 藉助包括座艙關懷
程式與座艙氛圍主題在內的 In-Car Experiences，車輛將確保您處於最佳狀態。
智慧型功能在車輛與 My BMW App 中提供個人化、基於情境的智慧車輛相關服務。 它可實現車輛功能自動化，提升車
輛內部體驗。 它提供不同功能：
-

Automate My Habits（指定您的加熱與製冷偏好）
Smart Window Opener（在車輛資訊系統感設定興趣點後，如有需要將自動打開駕駛人車窗）
座艙關懷程式（為休憩/活力模式提供精心搭配的車內功能）
座艙氛圍主題（車輛將為您的旅程設定氛圍，並相應地啟動多種乘客區功能）
節日模式（為您提供節日相關的視訊短片，例如耶誕節或跨年夜）
個人助理小工具（定期向您顯示新的語音指令，您可根據當前情景進行嘗試）

請注意，每個服務及其功能取決於可用性。 依照車輛型號、其技術性能及市場法規，服務可用性和詳情可能有所差異。
如果通過某項服務僅可訪問第三方服務，此類第三方服務不受此項服務約束。
更多資訊

先決條件：

如何啟動：

將在車輛中儲存
哪些資料？

•

在 BMW 智慧個人助理中，必須購買互聯駕駛包服務方可線上處理語音指令。

•

In-Car Experience： 在座艙氛圍主題中，您需要 6U3 Live Cockpit Professional + In-Car Experience
（藉助 6C3/6C4 互聯駕駛包專業版）、最低要求的硬體選項（標配環艙氣氛燈、適用於駕駛員和前乘
客的座椅加熱功能、空氣調節），以及透過遠端軟體升級服務進行 3/19 軟體升級（如有）。 在座艙
關懷程式功能中，您需要 6U3 Live Cockpit Professional + In-Car Experience（藉助 6C3/6C4 互聯駕
駛包專業版）、最低要求的硬體選項（環艙氣氛燈、座椅加熱功能或通風系統、自動空調功能）以及
透過遠端軟體升級服務進行 3/19 軟體升級。

•

在智慧功能中，您需要配備 Live Cockpit Professional (6U3) 的車輛，並且須在車輛隱私選單互聯駕駛
設定中啟用「學習駕駛行為」功能（僅限 Automate my Habbits 和 Smart Window Opener）。

•

在 BMW 智慧個人助理中，線上語音處理預設為停用，可在首次按下語音控制按鈕後出現的彈出視窗
中啟動。 可於語言設定選單或資料保護選單中將其停用。 車輛的離線語音處理功能隨時可用。

•

在 In-Car Experience 中，須在車輛互動式顯示幕中或透過語音指令啟動功能。

•

在智慧功能中，須在車輛中配置偏好設定（Automate My Habits 和 Smart Window Opener），或透過
語音控制/從車輛資訊系統中啟動功能（座艙關懷程式、座艙氛圍主題、節日模式、個人助理小工
具）。

• 在 BMW 智慧個人助理中會存儲語境資料庫，從而優化對高頻聯絡人和電話號碼、已標註關係的特殊
聯絡人、最近的通話記錄、聯絡人清單及個人配置（尤其是個人喚醒詞）的識別表現。
• 在 In-Car Experience 中，會儲存單項功能和體驗選項（僅適用於座艙氛圍主題）。

• 在智慧功能中，會儲存識別、配置與運行資料。

將在 BMW IT 系
統中處理或儲存
哪些資料？

• 在 BMW 智慧個人助理中，我們會存儲車身號碼 （VIN）、識別文本、配置和對話流。
• 在 In-Car Experience 中，不會存儲任何資料。
• 在智慧功能（Intelligent Functions）中，將存儲識別、配置與運行資料。
針對所有服務，我們會根據互聯駕駛資料保護聲明來處理您的個人資料。 我們以完全匿名化的形式使用資
料，以供後續開發與保證其相應服務品質。

哪些資料將傳輸
至第三方？

• 在 BMW 智慧個人助理中，我們會將已編輯的音檔以匿名格式傳送至語音轉文本供應商，逐步改善針
對使用者的語音識別模型。 座車位置轉發至供應商，以便透過語音命令搜尋興趣點。 如果已啟用優化
聯絡人檢測的選項並將手機與車輛配對，則聯絡人的名字和姓氏將傳送至語音轉文本供應商。 在支援
音訊車主手冊的車輛中，您的車輛型號及其設定將與語音轉文本供應商共享。 數據會依據車輛的技術
配備，傳輸至語音轉文本供應商。
• 在 In-Car Experience 和智慧功能中，不會將任何個人資料傳輸至第三方。

何時會刪除處理
過的資料？

•

在 BMW 智慧個人助理中，您可在手機配置中停用聯絡人清單分享。 由我們的 IT 系統處理的資料及與
服務供應商共享的音檔將會自動刪除

•

在 In-Car Experience 中，您的設定儲存在車內，直到結束體驗為止。

•

在智慧功能中，刪除互聯駕駛駕駛人檔案即會刪除 BMW IT 系統內儲存的個人喜好設定。 為改進產品/
服務而收集的資訊將自動刪除。
********

車內攝影機
修訂日期： 2021 年 12 月 15 日；版本： 發行 03/22

服務描述
車內攝影機服務使您可控制車外環境，並從任意角度確保車輛狀況正常。
詳細說明
藉助車內攝影機，BMW 車內攝像機可使用 My BMW App 中的遙控功能記錄您的車輛內部影像。 車內防盜攝影機功能
可讓您在觸發防盜系統時，自動創建車內記錄。 所有車內攝影機資料均為使用者之財產。 功能及資料使用僅允許用於
個人及安全目的。 從車內攝影機分享螢幕截圖時，您有責任確保錄製中擷取到的個人和/或敏感機構獲得相應許可。
此外，BMW 座駕的車內攝影機可在駕駛期間自拍。 還可選擇將相片傳送到您的智慧型手機。 微笑功能是透過微笑觸發
照相的另一種方式。 所有資料均為使用者之財產。 資料和功能僅供個人使用。 分享螢幕截圖時，您有責任確保影像或
視訊中擷取到的個人和/或敏感機構獲得相應許可。

請注意，每個服務及其功能取決於可用性。 依照車輛型號、其技術性能及市場法規，服務可用性和詳情可能有所差異。
如果通過某項服務僅可訪問第三方服務，此類第三方服務不受此項服務約束。
更多資訊

先決條件：

在車內攝影機中，須將您的車輛新增至互聯駕駛帳號。 您的車輛必須位於法律允許使用此功能的國家。
必須在車輛中啟動車輛追蹤。

如何啟動：

車內攝影機須在資料保護選單中啟動。 僅使用主要使用者的配置檔案時方可啟動或禁用。 在開啟功能時
接受免責聲明，可啟動部分功能。

將在車輛中儲存
哪些資料？
將在 BMW IT 系
統中處理或儲存
哪些資料？

在車內攝影機中，不會存儲任何資料。
車內攝影機使用車內攝影機記錄 BMW 車內的影像，然後根據要求其傳送至 My BMW App。 所有影像資
料均已加密，只能由 My BMW App 顯示。您可以在功能中的相簿區存取影像，然後發送至任何連入的行
動裝置。
針對所有服務，我們會根據互聯駕駛資料保護聲明來處理您的個人資料。 我們以完全匿名化的形式使用資
料，以供後續開發與保證其相應服務品質。

哪些資料將傳輸
至第三方？

在車內攝影機中，不會將任何資料傳輸至第三方。

何時會刪除處理
過的資料？

在車內攝影機中，您可在 My BMW App 刪除個人資料。 一旦智慧型手機解除安裝應用程式，所有連線的
資料都會被永久刪除。 圖像資料會儲存在我們的伺服器上，直到成功下載至應用程式為止，或者將自動刪
除。 此外，使用「重置為出廠設定」功能將刪除所有資料。

地圖
修訂日期：2022 年 5 月 28 日；版本：11/22 發行版

服務描述
地圖為您提供各種導航服務和功能：地圖顯示、地圖更新、目的地輸入、路徑和即時交通資訊 (RTTI)。
使用地圖及其多項服務，在旅途前後與旅途中均能享有最佳駕駛體驗。
讓您的行程更加安全、快速並符合預期。
詳細說明
地圖顯示為您呈現包含旅途前後、旅途中需要之所有資訊。我們將根據您的個人需求和習慣為您顯示來自不同來源之資
訊。視您的行駛狀況而定，還可顯示額外資訊。
藉助地圖更新，可更新導航系統。地圖保持在最新狀態時，才能準確無誤地導航至目的地並即時顯示交通壅塞的資訊。
為此，我們提供多種更新流程： USB 地圖更新和 USB 地圖更新入口網站。
-

透過 USB 地圖更新，經銷商將提供整個區域的更新。
透過 USB 地圖更新入口網站，入口網站可提供整個區域的更新。

目的地輸入提供您輕鬆查找目的地的功能。不論是輸入地址或尋找興趣點都能從豐富的圖資找尋目的地。
路徑規劃會在我算路徑，從而透過更有效率的路徑規劃算法改善路況預測地圖，可提高計算速度、改善路徑並更精確地
預測抵達時間。
RTTI(即時路況資訊) 隨時關注當前的交通狀況。 您將收到即時的建議路徑以節省時間。 因此，您將可以隨時掌握最新
路況資訊。 RTTI(即時路況資訊) 能提供您抵達目的地的最佳和最快路徑。 在任何的路況下，RTTI 都會即時通知您交通
延遲與延遲所需時間，並更新抵達目的地的時間。 此外，危險預報功能可在發生事故或惡劣天氣情況（如暴雨、透明薄
冰或大霧）時，事先向您以及配備 RTTI(即時路況資訊) 的其他車輛發出警報。 危險預報功能是透過從其他車輛的匿名
感測器收集資料。
請注意，每個服務及其功能取決於可用性。視車輛型號、技術配備和您所在市場法規而定，服務可用性可能有所差異。
如果通過某項服務僅可訪問第三方服務，此類第三方服務不受此項服務約束。
更多資訊

先決條件：

如何啟動：

將在車輛中儲存
哪些資料？

•

地圖更新： 如欲使用 USB 地圖更新，必須啟用車輛的地圖更新功能，並須擁有新地圖的有效啟動
碼。 如欲使用 USB 地圖更新入口網站，需要一組 My BMW 帳號，已配對的車輛以及 USB 隨身碟。

•

欲使用豐富的圖資之目的地輸入，您需要有效的 RTTI服務、BMW 進階數位座艙 (6U2 ) 或 BMW 全數
位虛擬座艙(6U3)。

•

路徑規劃 : 需要有效的 RTTI 服務、BMW 進階數位座艙 (6U2 ) 或 BMW 全數位虛擬座艙(6U3)，且軟
體為 2020 年 7月以上之版本。

•

RTTI (即時路況資訊) : 需要透過雲端商店訂購。

•

地圖更新: 使用 USB 地圖更新，將由經銷商執行所需步驟。使用 USB 地圖更新入口網站，您必須下載
相關的下載管理器並依步驟操作。 新地圖版本需要複製檔案到外部 USB 隨身碟並更新至車輛。

•

路徑規劃 : 可以透過車內隱私權選單啟動和關閉。

•

RTTI(即時路況資訊) : 將在線上訂購後會自動啟用。

•

地圖更新：使用 USB 地圖更新和 USB 地圖入口網站，不會存儲任何個人資料（僅儲存新地圖資
料）。

將在 BMW IT 系
統中處理或儲存
哪些資料？

•

路徑規劃 : 車輛中會保留個人路徑設定。

•

RTTI (即時路況資訊) : 車輛不會儲存任何個人資料。

•

地圖更新：在無線地圖更新、USB 地圖更新和 USB 地圖更新入口網站中，會存儲車身號碼 (VIN) 與
國家。

•

對於目的地輸入，搜尋項目、車輛和位置資料（包括活動路徑計算中的計畫路徑）將被傳送到相關 IT
系統。

•

路徑規劃 : 會存儲車輛和定位資料、位置和移動、客戶設定及感測器資料。 若客戶開啟路徑計算，則
資料會傳送至相關 IT 系統。

•

對於 RTTI(即時路況資訊)，位置與移動資料以及偵測車輛狀態與環境條件之資料都將被儲存。用於顯
示交通與停車資訊的資料會定期處理。用於產生交通及停車資訊的資料視情況產生，例如，如果系統
偵測到塞車或障礙物，將持續收集位置和移動資料並在技術上禁止把資料映射給特定個人。

針對所有服務，我們會根據互聯駕駛資料保護聲明來處理您的個人資料。這些資料將完全匿名並用於改善
品質及開發相關服務和未來車輛。

哪些資料將傳輸
至第三方？

對於地圖顯示、地圖更新、目的地輸入、路徑和 RTTI(即時路況資訊)，資料將傳輸至 BMW 合約下的外部
合作夥伴以提供服務。這些資料將完全匿名或假名方式去識別化，外部合作夥伴無法重新識別 BMW 客
戶。

何時會刪除處理
過的資料？

•

地圖更新 ：在 USB 地圖更新入口網站和 USB 地圖更新中，將自動刪除個人資料。

•

在路徑規劃和 RTTI(即時路況資訊) 中，資料將匿名化儲存並自動刪除。
********

個人化
修訂日期：2022 年 2 月 18 日；版本：7/22 發行版

服務描述
個人化服務為您帶來 ID7/ID8 個人化功能。
此功能可查找自訂設定並在中央資訊顯示幕發出問候，還能將可攜式設定轉移至其他 BMW 座駕。 您可透過舒適的個人
化方式使用車輛及其設定。
詳細說明
透過 ID7/ID8 個人化，車輛會上傳您的個人設定，在中控顯示幕發出專屬問候，若是透過 My BMW App 選擇，還會顯
示個人檔案圖片，並且您可以使用所有車輛功能。 如果您將 BMW ID 與車輛鑰匙或數位鑰匙進行連結，當您解鎖車輛
時，您的 BMW ID 將自動載入您的個人設定。您可將個人化設定儲存於 BMW Cloud 中，並將其傳送至其他具備相關技
術配備的 BMW 車輛。 在啟用 BWM ID 的情況下，BMW 智慧語音助理還可為您提供個人化建議，並且您可以設定個人
專屬喚醒詞。 另外，您也可以使用 BMW ID 調整個人的隱私設定。
視車輛技術配備而定，進入車內後，車輛會自動與 BMW ID 連結，例如以便在 My BMW App 中使用，每台車最多可供
7 位車輛使用者登入 BMW ID 使用，例如取得車輛位置或充電狀態等車輛資料。可透過車輛中的資料隱私權選單設定資
料傳輸的方式。有一名主要使用者（第一位將 BMW ID 添加到車輛中的使用者）以及最多 6 名其他使用者。主要使用
者有額外權限，例如管理其他使用者，設定主要的 BMW 手機數位鑰匙。更多主要使用者的額外權限說明可至車載系統
操作指引手冊查詢。

請注意，每個服務及其功能取決於可用性。視車輛型號、技術配備和您所在市場法規而定，服務可用性可能有所差異。
如果通過某項服務僅可訪問第三方服務，此類第三方服務不受此項服務約束。
更多資訊

先決條件：

在 ID7/ID8 個人化中，車輛須配備 BMW 數位座艙 (6U1)或 BMW 進階數位座艙 (6U2 ) 或 BMW 全數位虛擬座艙(6U3)

，且具備 BMW 互聯駕駛服務的市場車輛，配備 BMW ID7 或更高版本的車輛。
若車輛配備 BMW 作業系統 8.1 及更新的版本，在進入車內後，車輛將自動與 BMW ID 連結。

如何啟動：

在 ID7/ID8 個人化中，您必須透過 My BMW App 並掃描二維碼或是輸入 BMW ID 進行登入，為每輛車設
定個人帳號。 當您使用已與 BMW ID 連結的鑰匙解鎖時，便會自動啟用個人帳號。

將在車輛中儲存
哪些資料？

在 ID7/ID8 個人化中，將儲存所有個人車輛設定。

BMW 資訊系統

在 ID7/ID8 個人化中，如果已啟動 BMW ID 同步功能，資料將額外儲存在 BMW Cloud 中。

會處理或儲存哪
些資料？

針對所有服務，我們會根據互聯駕駛資料保護聲明來處理您的個人資料。這些資料將完全匿名並用於改善
品質及開發相關服務和未來車輛。

哪些資料將傳輸
至第三方？

在 ID7/ID8 個人化中，不會將任何個人資料傳輸至第三方。

何時會刪除處理
過的資料？

在 ID7/ID8 個人化中，您的設定將儲存在車輛中，直到您刪除個人帳號或將車輛恢復為出廠設定。 如果已
啟用 BMW ID 同步功能，則個人帳號將保留在 BMW Cloud 中，並將自動刪除。
•

在 In-Car Experience 中，個人設定會儲存在車內直到您結束此功能。

•

在智慧功能中，刪除互聯駕駛駕駛人檔案即會刪除 BMW IT 系統內儲存的個人喜好設定。 亦會自動刪

除為改進產品/服務而收集的資訊。
********

智能遠端遙控
修訂日期：2022.03.02；版本：發行 07/22

服務描述
遙控遙控服務提供您各種功能： 智能遠端服務和遠端引擎啟動功能。
透過智能遠端服務，您可控制車外環境、檢查車輛設定並確保車輛狀況正常。
詳細說明
智能遠端服務讓您可檢查車輛是否已上鎖，並在必要時為您鎖上車門智能遠端服務。如果您離開車輛時未上鎖或打開了
車窗/車門，將會收到通知。 您也可啟動頭燈、將下一個目的地直接傳送至導航系統或在 My BMW App 查看電動車輛
當前電量及可行駛里程。 此外，您還可以設定偏好的充電模式、控制空調、設定車輛充電目標電量，也可以透過應用程
式直接停止與重新啟動充電過程。
透過遠端引擎啟動功能，您可以使用 My BMW App 或 BMW 智慧型螢幕鑰匙，從遠端舒適地設定車輛空調。 只需設定
好計時器，即可在旅程開始之際達到舒適溫度。 只有在確認法律免責聲明後，才可啟動引擎運行駐車空調。若未確認法
律免責聲明，則僅可啟用停車通風功能。
請注意，每個服務及其功能取決於可用性。視車輛型號、技術配備和您所在市場法規而定，服務可用性可能有所差異。
如果通過某項服務僅可訪問第三方服務，此類第三方服務不受此項服務約束。
更多資訊

先決條件：

如何啟動：

將在車輛中儲存
哪些資料？
BMW 資訊系統

會處理或儲存哪
些資料？

•

智能遠端服務是 2018 年 3 月之後生產的車輛之標準配備。 2018 年 3 月前生產的車輛需要配備遠端
服務套件智能遠端服務 (6AP)。eDrive 功能僅限電動車可使用。 若要透過「My BMW App」使用，
「智能遠端服務」，需在 My BMW 入口網站或應用程式中註冊。

•

在遠端引擎啟動功能中，需要智能遠端服務和遠端引擎啟動設備。 若要透過「My BMW App」使用
「遠端引擎啟動」，需在 My BMW 入口網站或應用程式中註冊。 服務必須在車輛內啟用。

•

智能遠端服務必須由互聯駕駛協議人在 My BMW 入口網站中啟動。 須在車內啟用 GPS，方可在應用
程式或入口網站查看車輛資訊。對於 2018 年 11 月後（含當月）生產的車輛，須在車輛資料保護選單
中啟用應用程式及互聯駕駛設定。- 在車主成功進行車輛定位配對後，遠端遙控服務將自動啟用。

•

遠端引擎啟動功能可在車內透過使用鑰匙或設定出發計時器啟動，或者在應用程式中啟動。

•

在智能遠端服務中，識別和位置資料及服務警示會儲存於車輛。

•

在遠端引擎啟動功能中，會儲存設定和最近 10 次啟動紀錄。

•

在智能遠端服務中，取決於觸發類型，會傳輸數據(識別和位置、帳號、車輛和電話、遠端操作指令、
車輛狀態、eDrive 資料或警示)並顯示於您的智慧型手機，亦會儲存於數個 BMW 系統中。這些資料用
於在 My BMW App 及 BMW 客戶入口網站中顯示車輛地理位置、離車導航路線和車輛狀態的資訊。

•

在遠端引擎啟動功能中，將存儲車輛資料。

針對所有服務，我們會根據互聯駕駛資料保護聲明來處理您的個人資料。這些資料將完全匿名並用於改善
品質及開發相關服務和未來車輛。

哪些資料將傳輸
至第三方？

在智能遠端服務和遠端引擎啟動功能中，不會將任何資料傳輸至第三方。

何時會刪除處理
過的資料？

•

在智能遠端服務中，將刪除操作指令的歷史記錄及車輛資料。在 2018 年 11 月或其後生產的車輛可於
車內關閉資料傳輸在遠端引擎啟動功能中，將自動刪除操作指令的歷史記錄。

遠端軟體升級
修訂日期：2022 年 6 月 21 日；版本：11/22 發行版

服務描述
遠端軟體升級為全車軟體提供定期的無線升級，包括品質優化、功能擴充和新特性。 這讓客戶能夠確保車輛軟體最新，
還可輕鬆下載當前升級。
詳細說明
遠端軟體升級確保您的車輛配備最新軟體，而且與智慧型手機相同，可經由無線輕鬆安裝升級。 此外，亦可透過保持更
新 BMW 軟體或者為車輛增添新功能，做到隨機應變。 若要最為快速便捷地下載新軟體，只需在智慧型手機使用 Wi-Fi
連線運行 My BMW App 下載。 或者，您也可以使用內置於車輛的 SIM 卡直接安裝。
請注意，每個服務及其功能取決於可用性。 依照車輛型號、其技術性能及市場法規，服務可用性和詳情可能有所差異。
如果通過某項服務僅可訪問第三方服務，此類第三方服務不受此項服務約束。
更多資訊

先決條件：

是否能透過遠端軟體升級功能接收軟體升級取決於車輛硬體，對此可查看車輛互聯駕駛選單。 如果顯示有
選單選項「遠端軟體升級」，則可透過遠端軟體升級來升級車輛。
在某些情况下，Remote Software Upgrade 可能不可用。例如，這可能因特定技術要求（如車輛狀態、電
瓶等）或是外部環境導致。

如何啟動：

您可透過車內及網路門戶的 BMW Store，額外付費購買車輛功能及服務。 購買服務後，將向車輛發送啟
動權杖。 必須在車輛內確認啟動。 只有在車輛中手動確認，才能開始安裝流程。 安裝期間不能使用車
輛，大約耗時 20 分鐘。 因此，车辆必须安全停放。 在啟動升級視窗之前，必须关闭天窗和/或頂篷。 您
可隨時在車輛資料保護選單中停用遠端軟體升級功能。

將在車輛中儲存
哪些資料？

在遠端軟體升級中，會儲存車輛資料和位置資料。

將在 BMW IT 系
統中處理或儲存
哪些資料？

在遠端服務升級中，會儲存車輛資料、軟體升級資料、位置和移動資料。 若是遠端軟體升級後出現嚴重錯
誤而需要道路救援服務，呼叫中心代理可能會主動聯繫客戶（例如透過電話）。 為此，將使用儲存於互聯
駕駛帳號中的客戶資料，並僅出於道路救援用途與外部服務供應商共享（如有必要）。
針對所有服務，我們會根據互聯駕駛資料保護聲明來處理您的個人資料。 我們以完全匿名化的形式使用資
料，以供後續開發與保證其相應服務品質。

哪些資料將傳輸
至第三方？

遠端軟體升級服務不會將資料傳輸至任何第三方。 若是遠端軟體升級中斷且啟動道路救援的情況，將向第
三方救援服務共享車輛資料、位置資料和移動資料。 如需更多詳情，請參閱道路救援描述。

何時會刪除處理
過的資料？

在車輛使用期間，車輛保養資訊會存儲在車輛保養檔案內。 其將在車輛服務年限結束時自動刪除。
********

遠端監控
修訂日期：2022-6-10；版本：11/22 發行版

服務描述
遠端監控服務為您提供各種功能：
遠端 3D 畫面、防盜攝影機和環景碰撞錄影功能。
您可透過這些功能遠端查看車輛周圍情況，在駕駛期間主動（或在警報觸發時）和自動記錄事故。
詳細說明：
在 My BMW App 使用遠端 3D 畫面時，座車會從四台車外全景攝影機分別擷取圖像，然後加密發送至 My BMW App，
保證只有您能查看。所有遠端 3D 畫面資料均屬於使用者。只能基於隱私和安全目的使用資料和功能。我們不會公佈遠
端 3D 畫面資料，因此對任何分享的內容不承擔法律責任。分享遠端 3D 畫面螢幕擷取畫面時，您有責任確保已獲得影
像擷取中任何人員和/或敏感機構的相應許可。車內所有配對的使用者均可使用遠端 3D 畫面。
啟動環景碰撞錄影功能後，便可在行車時持續記錄周圍情況。若要手動記錄駕駛行程，可使用事件記錄器在車輛快閃記
憶體中儲存最長 60 秒的視訊，或者使用 USB 記錄器直接將視訊儲存至 USB 隨身碟，無長度限制。
如有事故發生，事故記錄器會自動儲存視訊。擷取類型取決於啟用的客戶設定。視訊可在車載顯示幕上觀看，也可由任
何配對使用者/有權存取車輛的使用者將其匯出至 USB 隨身碟。請核實當地資料保護條例以確保合規性。
啟動防盜攝影機後，如有警報觸發將在 My BMW App 中收到通知。此外還將從周圍環境擷取視訊，您可在 My BMW
App 中下載加密視訊與遠端查看。任何與車輛配對的使用者皆會收到通知並下載擷取的視訊。
請注意，每個服務及其功能取決於可用性。依照車輛型號、其技術性能及市場法規，服務可用性和詳情可能有所差異。
如果通過某項服務僅可訪問第三方服務，此類第三方服務不受此項服務約束。
更多資訊

先決條件：

如何啟動：

•

在遠端
3D
畫面中，必須在
BMW
互聯駕駛帳號中新增您的車輛。您的車輛必須位於法律允許使用此功能的國家，而且須在車輛內開啟
車輛定位。

•

在遠端 3D 畫面和環景碰撞錄影功能中，您需要 6U3 Live Cockpit Professional / 6U2 + SA5DN /5DW
+ SA6AE（針對數位售後市場銷售）。

•

在防盜攝影機中，除環景碰撞錄影功能外還需要警報裝置。
如需將影片下載至 My BMW App，須先把車輛添加至您的互聯駕駛帳號中。

• 遠端 3D 畫面和防盜攝影機預設為禁用。您需要在車內啟動遠端 3D 畫面及防盜攝影機，以便透過 My
BMW App 遠端使用。任何已配對的使用者皆可在車內啟動/停用這些功能。
• 環景碰撞錄影功能預設為禁用。您應先開啟功能與確認法律免責聲明，然後在設定中啟動功能。此外
，您必須為視訊擷取設定時間限制。您可隨時完全停用環景碰撞錄影功能，或單獨停用事件或事故錄
影。任何配對使用者/有權存取車輛的使用者皆可啟動/停用環景碰撞錄影功能。

將在車輛中儲存
哪些資料？

•

在遠端 3D 畫面和車內攝影機中，車輛不會存儲任何資料。

•

在環景碰撞錄影功能和防盜攝影機中，BMW 不會處理任何個人資料。
視訊和車輛駕駛資料僅儲存於車輛，可供下載。

將在 BMW IT
系統中處理或儲
存哪些資料？

•

遠端
3D
畫面使用車外攝影機擷取圖像，並依照您的要求將其傳輸至
App。這些圖像連同汽車的 GPS 位置（如可用且啟用），僅儲存於此應用程式。

•

在環景碰撞錄影功能中，車輛不會存儲任何個人資料。
視訊及其他車輛資料儲存於車輛。

My

BMW

•

防盜攝影機利用車外攝影機擷取視訊，並在警報觸發時將視訊傳輸至
App。視訊及其他車輛資料同樣儲存於車輛。

My

BMW

針對所有服務，我們會根據互聯駕駛資料保護聲明來處理您的個人資料。我們以完全匿名化的形式使用資
料，以供後續開發與保證其相應服務品質。

哪些資料將傳輸
至第三方？
何時會刪除處理
過的資料？

•

在遠端 3D 畫面、環景碰撞錄影功能和防盜攝影機中，不會將任何資料傳輸至第三方。

•

在遠端
3D
畫面和車內攝影機中，您可以在
My
BMW
App
中單獨刪除每個影像。如果手機解除安裝此應用程式，則所有已擷取資訊將被永久刪除。圖像存儲於
伺服器，成功下載至應用程式之後將予以刪除。

•

在環景碰撞錄影功能中，可隨時從應用程式錄製選單中刪除視訊和相應車輛資料。透過選取車輛選單
中的「重置為出廠設定」可禁用錄影並刪除所有錄製。

•

在防盜攝影機中，您可在
My
BMW
App
以及從車輛的應用程式錄製選單中單獨刪除每個影像。透過選取車輛選單中的「重置為出廠設定」可
禁用錄影並刪除所有錄製。

維修和保養
修訂日期：2022 年 6 月 1 日；版本：11/22 發行版

服務描述
維修和保養服務為您提供諸多功能：
遠距售後服務通知與智慧車輛維護、維修歷史記錄、保養歷史紀錄、售後服務廠管理、事故援助呼叫、道路救援呼叫、
遠端診斷以及獨立供應商的維修和保養服務。
這些功能可在發生事故、故障或產品問題時提供幫助。您將獲得有關車輛及其狀態以及相關保養需求的資訊。而且可透
過車輛與外界輕鬆通訊。
詳細說明
遠距售後服務通知與智慧車輛維護
藉助遠距售後服務通知與智慧車輛維護，當有保養需求、故障或其他車輛需求時，您與您的首選售後服務廠將獲得所有
相關座車資訊。您的售後服務廠或 BMW 利用此資訊來採取適當措施，例如聯絡您排定預約。必要時，專家會迅速且專
業地聯絡您並協助您保持機動性。
此服務包含不同功能：
• 透過遠距售後服務通知，BMW 可以遠端確定車輛故障原因並聯絡您採取適當行動，例如主動安排服務預約，無
論您的車輛是否已顯示故障訊息。透過確定各種車輛元件的狀況，可減少拋錨情況。此外，如果您已將車輛連
接到 MyBMW / MINI 門戶或 MyBMW App / MINI App，則所選元件的狀態資訊將會顯示在 MyBMW App / MINI
App 中，或者直接在車內顯示。為了準備進廠保養，售後服務廠或其他專家可以存取當前車輛資料。
•

除遠距售後服務通知以外，透過智慧車輛維護，也可以確定保養需求、故障或其他車輛需求。為此，征得您的
同意後，車輛的技術規格會被定期評估並傳送給我們。有關保養需求的資訊會透過車輛、MyBMW / MINI App、
售後服務廠或其他專家直接傳達給您。

售後服務廠管理
透過售後服務廠管理，首先為您的車輛指派售後服務廠，必要時會根據最後一次服務預約來自動調整指派，以便將保養
需求派發給隨後會與您聯絡的指定售後服務廠。透過 MyBMW App / MINI App、MyBMW / MINI 門戶或直接在車輛內可
以顯示並變更售後服務廠。
道路救援呼叫
藉助道路救援呼叫，您可直接在車輛內或透過 MyBMW App / MINI App 聯絡道路救援（例如發生故障時）。車輛狀態及
當前位置的所有相關資料將立即傳輸至道路救援服務代理商，接著將建立語音連線。若您透過其他渠道聯絡道路救援，
代理商還可以遠端存取相關資料。為實現快速救援，遠端診斷階段期間將會收集車輛診斷及關鍵資料，並提供給技術專
家以供分析。視市場而定，專家可能會主動與您聯絡。
事故援助呼叫
若是遇到輕微事故，藉助 BMW 事故援助呼叫可獲得援助。車輛會確定損毀情況並透過控制顯示幕告知您；藉助控制顯
示幕，您也可聯絡 BMW 事故援助專家，他將收到所有事故相關資料。視市場而定，專家可能會主動與您聯絡。
維修歷史記錄
藉助維修歷史記錄，我們在系統中保存了關於維修工作和所用零件的全部資訊。
保養歷史紀錄
透過保養歷史紀錄，經您同意分享的所有已執行保養資訊都將儲存在我們的系統中。
遠端診斷
透過遠端診斷，BMW 可在征得您的同意後遠端執行診斷，以確定車輛故障原因。

獨立供應商的維修和保養服務
藉助獨立供應商的維修和保養服務，歐洲經濟區 (EEA) 內的維修和保養相關服務可由獨立供應商提供。獨立供應商可提
供以下服務，前提是車輛已啟用相關項，並且您已同意由獨立供應商提供服務。
•
•
•
•
•
•

透過售後服務廠服務，您已確認的售後服務廠將自動接收來自您車輛的遠距售後服務通知。如果您的車輛需要
維護，所有相關資料將發送至售後服務廠。
藉助拋錨援助，您可以直接在車輛內與所選售後服務廠聯絡。所有相關車輛資料和當前位置將傳輸至此售後服
務廠。
藉助事故援助，您可在未觸發自動緊急求助或空氣囊的輕微事故情況下聯絡所選售後服務廠。
透過遠端診斷，獨立供應商可在征得您的同意後遠端執行診斷，以確定車輛故障原因。
透過保養歷史紀錄，經您同意分享的所有已執行保養資訊都將儲存在我們的系統中。為查看完整資訊，獨立供
應商需要您的核准。
藉助維修歷史記錄，我們在系統中保存了關於維修工作和所用零件的全部資訊。為查看車輛的維修歷史記錄，
獨立供應商將需要您的許可。

獨立供應商對服務交付之形式負責。BMW 對此不承擔任何責任。關於獨立供應商許可的更多資訊，請參閱 BMW / MINI
CarData 服務條款。如有關於服務提供或後續資料處理的任何疑問，請聯絡您所選擇的獨立服務供應商。
請注意，每個服務及其功能取決於可用性。依照車輛型號、其技術性能及市場法規，服務可用性和詳情可能有所差異。
如果藉助某項服務僅可訪問第三方服務，此類第三方服務不受此項服務約束。
更多資訊

先決條件：

如何啟動：

將在車輛中儲存
哪些資料？

BMW

聯絡點將處理哪
些資料？
將在 BMW IT
系統中處理或儲
存哪些資料？

•

針對遠距售後服務通知、事故援助呼叫、道路救援呼叫以及售後服務廠指派，需要有效的
BMW
互聯駕駛協議、有效的
SIM
卡以及配備
OE6AE
「遠距售後服務」。此外，車輛須處於標準狀態，已按照製造商規範保養或翻新，並且不受限於任何
異常或快速變更的使用條款或環境因素。

•

針對智慧車輛維護，您的車輛必須配備互聯駕駛、OE6AE
「遠距售後服務」以及安裝在車輛內的有效
SIM
卡。視車型和市場而定，您的車輛在資料保護選單的「互聯駕駛」選單選項中具有「智慧車輛維護」
項目。

•

遠距售後服務通知預設為啟動。

•

針對智慧車輛維護，資料傳輸功能預設為停用，可透過資料保護選單啟動，該選單允許隨時啟動或停
用該功能。

•

關於遠距售後服務通知，發送最後一次遠距售後服務通知的日期將存儲於車輛。

•

針對事故援助呼叫，車輛還將存儲位置資料和事故相關資訊。

•

在獨立供應商的維修和保養服務中，在車輛內將存儲最後一次遠距售後服務通知的傳輸日期。此外，
將存儲位置資料和碰撞詳情以便事故援助。

•

售後服務廠指派可在 MyBMW App / MINI App、MyBMW / MINI 門戶中或直接在車輛內進行變更。

•

當有保養需求、故障或其他車輛需求時，可透過
MyBMW
App
/
MINI
App
並藉助推播通知來顯示並傳達遠距售後服務通知與智慧車輛維護服務需求以及所有相關座車資訊。

•

針對遠距售後服務通知、事故援助呼叫和道路救援呼叫，將存儲座車資訊、狀態和技術規格。在
BMW 道路救援服務、BMW 事故援助以及售後服務廠管理中，還將額外儲存位置資料。

•

在獨立供應商的維修和保養服務中，將存儲車輛資料、技術資訊和位置資料（針對售後服務廠服務、
道路救援呼叫、事故援助呼叫和遠端診斷）。此外將存儲維修資訊（保養歷史紀錄與維修歷史記錄）
。

•

在智慧車輛維護中，座車資訊、狀態和技術規格都將被儲存。

針對所有服務，BMW
會根據互聯駕駛資料保護聲明來處理您的個人資料。BMW
以完全匿名化的形式使用資料，以供後續開發與保證其相應服務品質。

哪些資料將傳輸
至第三方？

何時會刪除處理
過的資料？

•

在遠距售後服務中，BMW
道路救援呼叫服務的匿名化資料可能傳輸至第三方。您可以將保養需求等資料轉送至首選售後服務廠
或由其自行存取，該首選售後服務廠可由您選擇或指派。

•

在智慧車輛維護中，關於保養需求的資訊可能會傳送至您的首選售後服務廠，首選售後服務廠可由您
選擇或指派。

•

針對遠距售後服務通知、智慧車輛維護、事故援助呼叫以及道路救援呼叫，在確定與傳達特定保養需
求並完成所有流程處理之前，資料將予以保留。

智慧型手機整合
修訂日期： 2021 年 12 月 15 日；版本： 發行 03/22

服務描述
智慧型手機整合服務可讓您在車內使用 Apple CarPlay 和 Android Auto。
您可連接智慧型手機與車輛，並在車內使用智慧型手機的多種功能。
詳細說明
得益於同時支援 Apple CarPlay 與 Android Auto 功能的智慧型手機整合系統，無論採用 iOS 還是 Android 作業系統，均
可在使用控制顯示幕來存取手機上的指定應用程式。 透過將智慧型手機以無線方式連接至車輛，不僅能夠撥打電話、聽
寫並傳送簡訊，還可收聽喜愛的歌曲、播客與有聲書。 此外，亦可在抬頭顯示幕上顯示相關資訊導航至目的地。 按住
方向盤上的語音按鈕後，即可使用智慧型手機的語音助理功能，而雙手無需離開方向盤。 客戶獲益如下： Android Auto
上的 Google Assistant 協助查找路徑、播放您最喜歡的歌曲，甚至查看天氣，Siri 將成為旅途中的理想伴侶，協助您以
免持方式操作，例如傳送簡訊、撥打電話或預訂餐位。智慧型手機的語音助理功能已整合至 BMW 座駕，從而盡量避免
分心駕駛，讓雙手無需離開方向盤。
如 需 有 關 Apple CarPlay 與 Android Auto 的 更 多 資 訊 ， 請 分 別 造 訪 ： https://www.apple.com/ios/carplay 或
https://www.android.com/auto。
我們負責車內的技術介面。 Apple 與 Google 分別負責所有相關內容，維持服務及其可用性，同時提供透過智慧型手機
整合系統在車輛中顯示的各種智慧型手機功能。 使用 Apple CarPlay 或 Android Auto 時，將會耗用行動數據。 因此可
能會收取額外資費。 有關上述費用的詳細資訊，請洽詢您的行動網路運營商。
請注意，每個服務及其功能取決於可用性。 依照車輛型號、其技術性能及市場法規，服務可用性和詳情可能有所差異。
如果通過某項服務僅可訪問第三方服務，此類第三方服務不受此項服務約束。
更多資訊

先決條件：

Apple CarPlay 的智慧型手機整合與 Apple iPhone 5 或更新代相容。 相容性可能會有所變動，因此請查
看： Apple CarPlay。 要使用 Android Auto，車輛需配備 BMW Live Cockpit Plus/Professional 並搭載
BMW ID7 作業系統。 要無線使用 Android Auto，則需配備搭載有 Android 10 的 Samsung 或 Google 智
慧型手機，或者配備搭載有 Android 11 的任一品牌智慧型手機。 智慧型手機須支援 5 GHz WLAN。 相容
性可能會有所變動，因此請查看：https://www.android.com/auto/。

如何啟動：

在車輛「設定」選單中透過藍牙選單來設定裝置。 需在智慧型手機中啟動藍牙與 Wi-Fi。

將在車輛中儲存
哪些資料？
將在 BMW IT 系
統中處理或儲存
哪些資料？

智慧型手機整合系統在支援 Apple CarPlay 與 Android Auto 功能時不會在車內產生或儲存任何資料。
我們的 IT 系統中不作任何資料處理，所有資料均會直接於您的智慧型手機進行處理。
針對所有服務，我們會根據互聯駕駛資料保護聲明來處理您的個人資料。 我們以完全匿名化的形式使用資
料，以供後續開發與保證其相應服務品質。

可透過智慧型手
機整合系統存取
哪些資料？
哪些資料將傳輸
至第三方？

所選車輛資料將被傳輸至您的智慧型手機，例如感應器資料、車輛資訊和輸入資料。

何時會刪除處理
過的資料？

車輛或我們的 IT 系統中不會處理或存儲任何資料。 由 iPhone 或 Android 智慧型手機所處理之資料均已遵
照相應應用程式的一般交易條款/隱私權聲明而予以刪除。

可經由 Apple CarPlay 或 Android Auto 存取的車輛資料能透過存取智慧型手機中的應用程式（包括裝置上
的原生應用程式）來傳輸至第三方。

保固

車內的智慧型手機整合系統隨時可供使用。 但由於（例如智慧型手機和/或智慧型手機作業系統）可能的
未來技術進步，故無法保證不間斷支援 Apple CarPlay 和/或 Android Auto。 因此，保固條款僅限於購車時
市面上現有之智慧型手機與智慧型手機作業系統。
********

技術基礎
修訂日期：2022 年 6 月 22 日；版本：11/22 發行版

服務描述
技術基礎服務為您提供諸多功能：客戶熱線、可擴展車輛通訊 (xCC)、診斷資料評估、感應器資料使用資訊、Future
Mobility Solutions、eSIM 和 MyInfo。
這些功能可在發生事故、故障或產品問題時聯絡幫助。 您將收到關於車輛及其狀態的資訊。 而且可透過座車與外界輕
鬆通訊。
詳細說明

此服務包含不同功能：
藉助客戶熱線，可詢問關於我們、我們的產品或請求特定服務的任何問題。 您可透過熱線聯絡客服專員，他們負責處理
您的要求。
藉助可擴展汽車通訊系統 (xCC)，您將直接在車輛中收到我們發出的重要通知。如果您的車輛因為召回、技術升級或其
他相關情況需要造訪售後服務廠，那麼除其他通訊渠道外，我們也會將訊息傳送到您的車輛。
藉助評估診斷資料，將評估車輛診斷資料並傳送至我們，以改善產品品質和安防方面的安全運行。

藉助感應器資料使用資訊，我們可提升服務資料品質與產品開發。 因此，車輛內會評估周圍交通基礎設施的車輛感應器
資料、車輛狀態和其他使用資訊，然後將其傳輸給我們。

為研發 Future Mobility Solutions，個人出行行為將傳送給我們。
藉助 eSIM，您將能夠在每輛 BMW 中調用個人行動連線技術。此服務經由 eSIM 和個人熱點提供撥號通話。此服務基
於您的 BMW ID，供自用車或借車時使用。我們不對行動網路供應商提供之服務負有法律責任。

MyInfo 可透過您的互聯駕駛帳號，提供選擇將目的地地址、電話號碼及備註直接從個人電腦傳送至車輛。 依照車輛的
技術性能，您可從「My BMW App」直接將地址傳送到車輛。 如果其中包含電話號碼，則可在車內直接撥號，根據手
機合約供應商的條款經由連接至車輛的手機建立通話。
請注意，每個服務及其功能取決於可用性。視車輛型號、技術配備和您所在市場法規而定，服務可用性可能有所差異。
如果通過某項服務僅可訪問第三方服務，此類第三方服務不受此項服務約束。

更多資訊

先決條件：

•

客戶熱線是遠距售後服務套裝的一部分。

•

在可擴展車輛通訊 (xCC) 中，您需要一輛配備遠距售後服務 (SA6AE) 的車輛。

•

在評估診斷資料、感應器資料使用資訊及 Future Mobility Solutions 中，視車輛性能與技術性能而
定，服務詳情可能有所差異。

•

在 eSIM 中，您需要搭載 SA6AE 和 SA6PA 的相容車輛、互聯駕駛協議以及 BMW ID。此外，您需
要支援此服務的手機合約。 手機合約中已註明所參與行動網路供應商之特定資費是否支援此服務。
如有疑問，請諮詢您的行動網路供應商。

•

在 MyInfo 中，無需先決條件。 若要組合 Google Maps 使用 MyInfo，您必須擁有 Google 帳號並將
您的 BMW Assist 關聯至此帳號。

如何啟動：

將在車輛中儲存
哪些資料？

•

客戶熱線和可擴展車輛通訊 (xCC) 預設為啟動。

•

啟動互聯駕駛後，評估診斷資料功能始終啟用。

•

在感應器資料使用資訊中，可透過資料保護選單控制資料傳輸，此選單能針對各種使用情況單獨啟動
或停用。

•

在 Future Mobility Solutions 中，可透過資料保護選單控制資料傳輸，此選單能針對各種使用情況單
獨啟動或停用。

•

eSIM 預設為關閉。 可使用相應前端重啟或變更啟動與服務管理。 由行動網路供應商執行啟動。

•

MyInfo 已預設為啟動。 不過，須在互聯駕駛 – Remote Cockpit 中啟動 Send to Car 服務，才能讓外
部合作夥伴直接向車輛發送請求的資料。

•

在客戶熱線和 Future Mobility Solutions 中，不會存儲任何資料。

•

在可擴展車輛通訊 (xCC) 中，將會儲存 xCC 訊息。

•

在診斷資料評估中，將存儲用於驗證完整性和安全性之資料。

•

在感應器資料使用資訊中，將存儲車輛錯誤項和系統狀態資訊。

•

在 eSIM 中，將存儲驗證資訊、聯絡人和帳號資料。

•

在 MyInfo 中，將存儲地址資料。

BMW 聯絡點將處
理哪些資料?

在 eSIM 中，會處理驗證資料、電話資料、車輛與帳號資料。

BMW

•

在客戶熱線中，為保證服務品質，在您同意的情況下語音通話可能會被錄音。 視您的要求而定，可
能存儲更多資料。 配備 Live Cockpit Professional 流程車輛資訊的車輛（通話結束後刪除）。

•

在可擴展車輛通訊 (xCC) 中，將會存儲客戶和訊息資料。

•

在診斷資料評估中，車輛中收集的資料將以彙總形式傳輸至後端，並在此進行分析用於車輛特定的異
常情況（恢復完整性和安全性所需的車輛特定技術活動；透過匿名化資料持續改善產品和服務之安全
性）。

•

在感應器資料使用資訊中，匿名化車輛感應器資料和使用資訊將存儲在我們的系統用於非個人化服
務。 在個人化服務中，可能傳輸客戶識別號連同車輛背景資料，內容與相應使用情況相關。

•

在 Future Mobility Solutions 中，將存儲車輛資料、個人資料、位置資料、移動資料和感應器資料。

•

在 eSIM 中，將存儲驗證資訊、聯絡人和帳號資料。

•

在 MyInfo 中，地址資料將傳送至車輛。

資訊系統會處理
或儲存哪些資料
？

針對所有服務，我們會根據互聯駕駛資料保護聲明來處理您的個人資料。這些資料將完全匿名並用於改善
品質及開發相關服務和未來車輛。

哪些資料將傳輸
至第三方？

何時會刪除處理
過的資料？

•

在客戶熱線、可擴展車輛通訊 (xCC)、診斷資料評估、Future Mobility Solutions 和 MyInfo 中，不會將
任何資料傳輸至第三方。

•

在感應器資料使用資訊中，只有匿名化交通基礎設施資料（如道標和地方危險）傳輸至地圖供應商，
以供地圖創建。

•

在 eSIM 中，驗證資訊和 SIM 卡資料會與您的手機供應商交換，以啟動和運行服務。

•

在客戶熱線中，資料將予以處理並刪除（取決於您的要求）。

•

在可擴展車輛通訊 (xCC) 中，將自動刪除包括車輛資料在內的召回活動。 分析將被匿名處理。

•

在診斷資料評估中，車輛特定資料、實施技術活動及改善產品和服務之資料將在分析結束或活動結束
後予以刪除。

•

在感應器資料使用資訊中，會自動刪除技術基礎結構的日誌檔。 個人資料僅在相應服務所需要的期間
才會儲存。

•

在 Future Mobility Solutions 中，資料將自動刪除或應客戶要求。

•

在 eSIM 中，後端儲存的資料將在服務停用時自動刪除。 服務被禁用或已從車輛刪除您的個人 BMW
ID 時，車內資料會隨之自動刪除。 此外，透過將車輛重置為出廠設定，可以刪除車輛的所有資料。

•

在 MyInfo 中，可於相應的車內選單中隨時刪除車輛所存儲的地址資料。存儲於 IT 系統的地址資料將

自動刪除。

測速照相警示
修訂日期： 2021 年 07 月 07 日；版本： 發行 11/22

服務描述
測速照相警示服務會針對前方安全攝影機發出警示。 此服務會針對旅途中的固定與移動式安全攝影機發出警示，例如車
速攝影機、紅燈攝影機或高風險區域。
詳細說明
測速照相警示服務會針對前方安全攝影機向駕駛員發出警示，例如停車速度、紅燈和平均車速偵測攝影機。 此功能帶來
安全性和防範意識，提醒客戶小心駕駛，讓駕駛員及其他車輛駕駛員防範不可預見的意外事件。 當您接近偵測到的安全
攝影機時，將在儀錶板或 HUD（抬頭顯示幕）中收到警示。 警示在駛過此地後消失。 優勢如下： 儀錶板或抬頭顯示幕
中的視覺警示預先提醒前方道路有安全測速攝像頭，進階資訊旨在使您獲悉潛在事故多發點，並可幫助您平安接近此類
地點，相關資訊溫馨提醒您查看車速和確認路面限速。
請注意，每個服務及其功能取決於可用性。視車輛型號、技術配備和您所在市場法規而定，服務可用性可能有所差異。
如果通過某項服務僅可訪問第三方服務，此類第三方服務不受此項服務約束。
更多資訊

先決條件：

針對測速照相警示，您需要 6U3 Live Cockpit Professional 和軟體版本
（自 07/19 起）。

如何啟動：

購買訂閱並遵循 BMW Store 所述的啟動步驟後，此服務將自行啟動。 此服務將自動向您發出交通攝影機
警示。 您可在測速照相警示應用程式選單中禁用此功能。

將在車輛中儲存
哪些資料？

車內存儲的設定配置用於選擇想要接收警示的位置

將在 BMW IT 系
統中處理或儲存
哪些資料？

（匿名化）收集車輛的大致位置（非精確位置）。

哪些資料將傳輸
至第三方？

不會將任何資料傳輸至第三方。

何時會刪除處理
過的資料？

僅匿名化存儲車輛的大致位置，而且將自動刪除。 客戶可隨時在車內刪除設定。

（儀錶板或抬頭顯示幕）。

針對所有服務，我們會根據互聯駕駛資料保護聲明來處理您的個人資料。 我們以完全匿名化的形式使用資
料，以供後續開發與保證其相應服務品質。

********

車輛 App
修訂日期： 2021 年 12 月 15 日；版本： 發行 03/22

服務描述
車輛 App 是一款基於網路的行動服務，連通您與全球。 此服務使您了解最新資訊，身處國外亦可使用新聞或天氣等應
用程式。
詳細說明
車輛 App 提供各種資訊服務。 我們致力於提供一系列高端的高品質資訊服務。 為確保達成目標，所提供的資訊服務會
接受定期審查。 因此，可能會新增全新資訊服務和功能，但也可能從車輛 App 組合中暫時或甚至永久刪除個別資訊服
務或功能。
此服務可能包括以下應用程式：
-

-

藉助新聞，您可以閱讀來自不同類別，以自然語言音訊或文本提供時事新聞，亦可選擇朗讀聽取。 透過互聯駕駛帳
號，您可以在我們的入口網站中查看個人 RSS 摘要，並選擇加入享受進階個人化功能。
藉助天氣，您將收到詳細的當天預報以及後續數天的預測（無論身處何方）。 天氣警示將告知您是否有暴雨。
線上郵件允許您在車內收發電子郵件。 為最常見的電子郵件供應商提供電子郵件精靈，還可手動設定電子郵件帳號。
藉助線上目的地，您可隨時查看更新目的地及相關最新資訊。 如果手機已連至車輛，並且 My BMW App 或車輛中
已啟用聯絡人，則搜尋還將在手機聯絡人中查找匹配項。 您可標記最喜愛的目的地，在應用程式中搜尋新目的地並
直接發送至 BMW。
藉助燃油價格搜尋，您可依照燃油類型篩選查找加油站。 此功能同樣可用於充電站。
藉助學習型導航，您可控制是否要從車輛收集智慧型行動輔助的位置資料。
藉助接收的目的地，您可選擇直接查看、刪除、儲存我的最愛，或開啟路徑指引前往目的地以及傳送到車輛的預約
安排。

請注意，每個服務及其功能取決於可用性。 依照車輛型號、其技術性能及市場法規，服務可用性和詳情可能有所差異。
如果通過某項服務僅可訪問第三方服務，此類第三方服務不受此項服務約束。
更多資訊

先決條件：

在 Vehicle Apps 中，您需要互聯駕駛服務包 (6AK)、互聯駕駛包
(6C1)、互聯駕駛包增強版 (6C2) 和互聯駕駛包專業版 (6C3/6C4)。

如何啟動：

您會在車內的應用程式下方找到此功能。

將在車輛中儲存
哪些資料？
將在 BMW IT 系
統中處理或儲存
哪些資料？

在車輛 App 中，不會將任何資料儲存於車輛。

哪些資料將傳輸
至第三方？

在車輛 App 中，將共享匿名化資料並用於提供個人化內容與改善服務（新聞）。 此外，個人化操作、線
上網路搜尋、行動配置及所學習目的地將會轉移至第三方。

何時會刪除處理
過的資料？

服務相關的處理資料將自動刪除、根據您的要求刪除或由您刪除。

在車輛 App 中，會處理和儲存識別和帳號資料，以及執行每個應用程式所需的資料。
針對所有服務，我們會根據互聯駕駛資料保護聲明來處理您的個人資料。 我們以完全匿名化的形式使用資
料，以供後續開發與保證其相應服務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