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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商的有限硬體瑕疵擔保與合約 

 
此份製造商的有限硬體瑕疵擔保與合約 (以下簡稱「瑕疵擔保」) 是貴用戶與適用之 Microsoft 訂約

實體 (如本瑕疵擔保底部指定)(以下簡稱「Microsoft」) 之間的合約。 

 
一旦購買或使用貴用戶的 MICROSOFT 產品，就代表貴用戶同意本瑕疵擔保。請閱讀並儲存複本

以留做記錄。如果貴用戶不接受本瑕疵擔保，請不要使用貴用戶的 MICROSOFT 產品，並將該產

品在未使用的情況下退還給零售商、轉銷商或 MICROSOFT 以取得退款。如果貴用戶退還產品，

則退還之前發生的任何情況將依據本瑕疵擔保的規定。 

 

與消費者保護法的關係。本瑕疵擔保授予貴用戶特定之法律權利，且係外加於消費者或其他適用

於貴用戶之法律所賦予的權利，而非加以取代。根據美國各州及依照各省或各國家/地區而定，貴

用戶亦可能享有其他權利。除了法律許可的情況以外，MICROSOFT 不會排除、限制或暫時停止

貴用戶可能享有的其他權利，包括可能因與銷售合約不相符而產生的權利。 

1. 定義 

 
(a) 「Microsoft 產品」是指向 Microsoft 或授權零售商或轉銷商購買的正版 Microsoft 硬

體產品。部分 Microsoft 硬體產品制定了其自有的有限瑕疵擔保來取代本瑕疵擔

保。 

 (b) 「一般使用情況」是指一般消費者依照 Microsoft 針對該 Microsoft 產品提供之指示

手冊與任何其他支援文件，在正常情況下的一般使用情形。 

2. 期間 

 
在不影響貴用戶依照當地法律有權享有之任何法律 (法定) 權利的情況下，本瑕疵擔保責任期間為

一年，從貴用戶向 Microsoft 或授權零售商或轉銷商原始購買日期當天開始計算。 

 
3. 國家/地區 

 
本瑕疵擔保僅在香港、台灣、韓國、新加坡和日本有效。 

 
4.   瑕疵擔保 

 
(a) Microsoft 擔保，在一般使用情況下，Microsoft 產品不會因為材質或製造方面有瑕疵

而故障。 

 (b) 根據貴用戶依照當地法律的法律 (法定) 權利規定，本瑕疵擔保是 Microsoft 針對貴

用戶 Microsoft 產品所給予的唯一保證、瑕疵擔保或條件。其他人均不得代表 

Microsoft 提供任何保證、瑕疵擔保或條件。 

(c) 如果貴用戶的當地法律為貴用戶提供特定用途之任何默示擔保，包括適售性或適用

性的默示擔保，則其有效期間與本瑕疵擔保相同。美國某些州、省或某些國家並不

允許對默示擔保之期限有任何限制，因此上述限制可能並不適用於貴用戶。 

 
5.   如何取得瑕疵擔保責任服務 

 
在提供瑕疵擔保責任服務之前，Microsoft 或其代理人得要求貴用戶提供 Microsoft 產品的購買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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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啟動瑕疵擔保流程之前，請使用 support.microsoft.com 的疑難排解訣竅。 

(b) 如果疑難排解訣竅無法解決貴用戶的問題，請遵循 support.microsoft.com/devices 

的線上流程。 

(c) 備份貴用戶的資料或程式，並刪除機密資訊。將 Microsoft 產品送到 Microsoft 進行

維修服務之前，請務必： 

i. 保留一份貴用戶想要儲存的任何資料或程式。MICROSOFT 不為貴用戶的資料或

程式負責，且將會加以清除；以及 

ii. 刪除貴用戶認為是機密的任何內容。如果貴用戶將機密資訊留在裝置上，

MICROSOFT 不為貴用戶的資訊機密性負責。 

  
瑕疵擔保服務僅能在貴用戶購買 Microsoft 產品所在的國家/地區提供。如果要求瑕疵擔保服務時，

裝置所在的國家/地區無法提供瑕疵擔保服務，則 Microsoft 可能會為貴用戶提供其他支援選項，但

需收取額外費用。 

 
6.   Microsoft 之責任 

 
 (a) 如果 Microsoft 判定 Microsoft 產品是在一般使用情況下，於瑕疵擔保期間因材質或

製造方面有瑕疵而故障，則除非貴用戶當地法律提供其他強制性條款，否則 

Microsoft 將 (自行選擇) 修復或替換裝置或瑕疵組件，或是退還購買價以交換退還 

Microsoft 產品。除非貴用戶當地法律提供其他強制性條款，否則修復得使用全新或

翻新組件，而替換得使用全新或翻新的裝置。替換裝置時，Microsoft 得自行決定使

用相同裝置型號，或在無法提供時使用最接近原始型號外型、功能和效能之型號。

Microsoft 產品或 Microsoft 替換之貴用戶 Microsoft 產品的所有組件都將成為 Microsoft 

的資產。 

對於在韓國購買的 MICROSOFT 產品：(i) 如果故障發生在貴用戶初始購買

日起的一個月內，則將使用同類型的全新商品加以替換，或 (ii) 如果多次發

生故障或是因為 Microsoft 所屬原因而發生故障，則將使用相同類型的全新

商品加以替換，或是進行退款。 

(b) 除非貴用戶當地法律提供其他強制性條款，否則在修復或替換之後，貴用戶的 

Microsoft 產品將以原始瑕疵擔保期間的剩餘期間，或是 Microsoft 將產品出貨給貴用

戶後的 90 天 (以較長者為準) 為擔保期間。 

對於在韓國購買的 MICROSOFT 產品，如果以相同類型的新商品替換 

Microsoft 產品，則無論貴用戶原始瑕疵擔保期間的剩餘期間為何，此類新

商品的瑕疵擔保期間都將恢復為一年。 

(c) 除非貴用戶當地法律提供其他強制性條款，否則 MICROSOFT 有責任修復或替換貴

用戶的 MICROSOFT 產品或退還購買價為貴用戶所享有的唯一救濟。 

(d) 依據貴用戶的當地法律規定，如果貴用戶的 Microsoft 產品在原始購買日期的一年

後 (或第 2 節中說明的其他時間) 故障，或是貴用戶的 Microsoft 產品為本瑕疵擔保

的排除範圍，則 Microsoft 可能會向貴用戶收取手續費 (無論是否成功修復) 以診斷

和維修產品的任何問題。  

 
7. 瑕疵擔保排除 

 
在貴用戶當地法律許可的範圍內，以下情形 Microsoft 概不負責，本瑕疵擔保也不適用 (且 Microsoft 

不會提供服務，即使支付手續費亦然)：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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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並非向 Microsoft 或授權零售商或轉銷商購買之 Microsoft 產品； 

(b) 因搭配使用並非由 Microsoft 製造、授權或提供之產品、應用程式或服務 (例如並非

由 Microsoft 製造或授權之遊戲及其配件，以及「盜版」遊戲等) 而造成之損壞； 

(c) 其序號或 IMEI 編號已遭修改或移除的 Microsoft 產品； 

(d) 因任何外部原因 (例如掉落、接觸到液體或用於不當通風等) 所造成的損壞； 

(e) 因未依照使用者手冊或 Microsoft 提供之任何其他指示而造成的損壞； 

(f)  因 Microsoft 或 Microsoft 授權的服務供應商以外的其他人所進行的修復或修改所造

成的損壞； 

(g) 刮痕、凹痕、其他外觀損壞或因一般磨損和撕扯所造成之可合理預期的損壞； 

(h) 因駭客、破解、病毒或其他惡意軟體，或是未經授權存取服務、帳戶、電腦系統或

網路等所造成的損壞；或是 

(i) 針對以下目的使用惡意程式碼、惡意軟體、機器人、蠕蟲、特洛伊木馬病毒、後門

程式、惡意探索、密技、詐欺、駭客、隱藏式診斷程式或其他機制修改其軟體或硬

體，以竄改其功能或性能的 Microsoft 產品： 

i. 停用安全性或內容保護機制； 

ii. 在線上遊戲中為使用者提供不公平的優勢或降低其他使用者的體驗； 

iii. 欺騙或詐騙 Microsoft 或其他人；或是 

iv. 可能會損害產品或我們的系統。 

 
只有在貴用戶的 Microsoft 產品搭配使用預先安裝於貴用戶 Microsoft 產品上的 Microsoft 作業系

統，或是任何現有或更新版本的作業系統，本瑕疵擔保方可適用。 

 
本瑕疵擔保不適用於 (a) 其設計會隨時間減損的消耗性組件，例如電池因自然產品生命週期所造成

的充電功能降低，除非是因為材質或製造方面有瑕疵所造成的故障，或是 (b) Microsoft 產品運作所

在的 SIM 卡或任何行動數據或其他網路或系統。 

 
本瑕疵擔保不適用於 Microsoft 透過 Microsoft 產品發佈的任何軟體。 

 
Microsoft 不保證您使用的 Microsoft 產品不受干擾、即時、安全或無錯誤，亦不保證不會發生資料

損失。 

 
8. 特定損害及責任限制之排除 

 
除非貴用戶當地法律提供其他條款，否則對於任何間接、附隨性、特殊或衍生性損害，任何資

料、隱私、機密或利潤損失，或是無法使用貴用戶的 MICROSOFT 產品，MICROSOFT 概不負責。

即使 MICROSOFT 已事先獲知可能有這些損害，以及即使任何救濟權未能達到其基本目的，這些

排除內容皆適用。美國某些州、省和某些國家/地區並不允許排除或限制附隨性或衍生性損害，因

此上述限制或排除規定可能不適用於貴用戶。 

 
在貴用戶當地法律許可的範圍內，如果貴用戶有任何超越修復、替換或退款的任何救濟基礎 (請

參閱第 6(c) 節)，則 MICROSOFT 對貴用戶的賠償責任不得超過針對該 MICROSOFT 產品所支付的

購買價格 (如適用)。 

9. 其他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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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瑕疵擔保之所有部分，除受貴用戶當地法律禁止者外，適用於貴用戶當地法律所允許的最大範

圍。如果法院或仲裁人認為 Microsoft 無法依本瑕疵擔保所寫強制實施某部分，則此類部分應被視

為已在相關法律可強制實施的範圍內使用類似條款取代 (或當地法院或仲裁人不會修改本瑕疵擔保

時，此類部分將分割出來)，但本瑕疵擔保中的其餘部分不會變更。 

 
10. 準據法 

 
本瑕疵擔保將受貴用戶在香港、台灣、韓國、新加坡和日本居住的國家/地區法律所約束，並依照

其規定解釋。在香港，本瑕疵擔保受到香港特別行政區之法律的約束。 

Microsoft 連絡人資訊 

 

購買國家/地區 Microsoft 簽約機構 地址 

香港 Microsoft Ireland Operations 

Limited 

One Microsoft Place, South 

County Business Park, 

Leopardstown, Dublin 18, Ireland 

台灣 台灣微軟公司 11065 台灣台北市信義區 忠孝

東路五段 68 號 18 樓 

韓國 Microsoft Korea, Inc. 50 Jongro1-gil Jongro-gu, Seoul, 

Korea, 110-150 

新加坡 Microsoft Regional Sales Pte. Ltd. 80 Raffles Place, #32-01, UOB 

Plaza, Singapore 048624 

日本 Microsoft Japan Co., Ltd. Shinagawa Grand Central Tower 

2-16-3 Konan, Minato-ku, Tokyo 

108-00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