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icrosoft – Taiwan – Commercial EHS Only - 1.15.20 Page 1 of 6  

“MICROSOFT EXTENDED HARDWARE PLAN”  

商業售後服務合約  

條款&約定 

感謝您購買 “Microsoft Extended Hardware Plan”。 因為您在提出索賠時必須提交該《售後服務合約》（以下稱“《售後服務合約》”或“本合約”）以及購買

憑證，所以，請務必將上述文檔妥善保存在安全的地方。 本合約所包含的資訊將幫助您確定並理解本《售後服務合約》的適用範圍和具體含義。有關本合

約或服務範圍的任何問題，請撥打電話+866 (2) 3725-3888 聯繫管理者。 

定義條款  

在本《售後服務合約》中， 

 對 “我們”, “我們”, “我們的”, “提供商”, “債務人”, “管理者”的定義如下: 在

本合約範圍內作為售後服務合約提供商/義務人並有義務提供服務的一方，

以及在本合約範圍內作為售後服務合約管理者並有義務負責管理事務的一

方，即台灣微軟股份有限公司（Microsoft Taiwan Corporation），地址：

臺灣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7 號，11073。 

 “零售商”： 經我們授權將該《售後服務合約》及產品出售給您的賣方。  

 “您”： 本《售後服務合約》所涵蓋產品的購買者或所有者。   

 “產品”： 您最初購買並由本《售後服務合約》所涵蓋的物品，或者根據

我們酌情處理的結果，由我們提供並由本《售後服務合約》所涵蓋的替代

產品。  

 “原始購買價格”： 您為本合約所涵蓋產品所支付的金額，不包括所適用

的稅費和/或其他費用。具體金額見您的購買憑證。 

 “購買憑證”： 在銷售產品時所提供的原始購買收據，該收據將寫明《售

後服務合約》及產品的購買日期、合有效期和具體的服務範圍方案選擇。

 

 “有效期”： 本合約條款合法有效期間。   

 “索賠”： 您根據本《售後服務合約》提出的支付要求。   

 “故障”： 產品的機械和/或電氣故障導致其無法再執行其預期功能; 這是

由材料或工藝缺陷引起而非正常磨損造成的，且在正常使用產品時發生的。  

 “電源浪湧”： 在正確連接您所購買產品和浪湧電壓保護器時，因向產品

供應的電壓過大而對產品造成損害。這裡的“電源浪湧”不包括因不當安裝

或連接產品與電源而造成的損害。  

 “服務費”： 在每次索賠時，您就本合約所涵蓋的服務而必須支付的金額

（如果有）。   

 “意外損壞”： 因搬運操作而發生的意外損壞；例如因放置本合約服務範

圍所涵蓋產品、液體溢出或因螢幕受損而造成的損害。需要單獨購買意外

損壞服務範圍。 

 “維修”： 在您所購買產品發生本合約約定的故障後，我們對產品採取的

修理、補救或恢復原狀等措施。 用於維修產品的零件可能是新的、曾經

用過的、翻新過的或者非原製造商生產的零件，但這些零件均具備原始產

品廠家的技術規範。  

 “替換產品”： 在我們確定原始有缺陷的產品不適合維修的情況下，將通

過我們的安排提供給您的物品。我們將盡一切合理的努力進行維修，但我

們保留自行決定替換有缺陷之產品的權利，以相同或類似特徵和功能的新

型、重建、或翻新的型號來替換，且我們不保證替換之物品將與之前的產

品具有相同的型號、大小、尺寸、或顏色。 

 

售後服務合約  –  服務生效日期  

1. 故障服務範圍始于製造商的原廠零件和/或人工保修的到期日，並持續至您購買憑證上所顯示有效期的剩餘期結束為止。 

產品保修資格  

為了符合本合約所約定的服務範圍（定義如下）的要求，您必須： (a) 從獲得授權的零售商那裏購買產品；並且(b) 沒有其他任何提供與本合約同等利益的

保險、擔保、保證和/或者服務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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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圍  –  一般約定  

在期限內，如果發生故障的保險索賠，則本合同規定提供：（i）維修產品所需的人工和/或部件; 或（ii）由我們自行決定，替換產品以代替此類維修。

有關詳細信息，請參閱「服務範圍方案選擇」中，適用於您的合同之部分。關於本合同涵蓋範圍的重要通知 

A.如果我們向您提供替換： 

我們保留以相同或類似特徵和功能的新型、重建、或翻新之物品來替換有缺陷的產品之權利；可能與先前產品的型號、大小、尺寸、或顏色不同。 

技術進步可能導致替換的產品之零售或市場價格低於先前的產品，在這種情況下，本合同不會向您提供任何此類價格差異的報銷。 

根據本合同條款下替換的任何與所有產品零件、組件、或整個部件將成為我們的全部財產。 

B.根據本合同説明的服務範圍，在製造商的任何有效保修期內不得替換或提供任何重複利益。在此期間，製造商保修範圍內的任何內容均由製造商承擔，

不屬於本合同範圍； 無論製造商履行其義務的能力如何。 

C.本合同下的服務範圍僅限於本文件中明確説明的，適用於您的合同。此處未明確說明的任何內容均不包括在內（包括但不限於 Microsoft 或 Microsoft

指定人員單獨提供的任何培訓服務）。 

D.您的責任：您有責任定期備份任何/所有軟件和/或數據；特別是，在本合同所涵蓋的任何服務開始之前。軟件和/或數據傳輸或恢復服務不涵蓋在内。 

可選擇之附加保固範圍：硬碟 (SSD) 保留選項  

當您選擇和購買並在購買憑證上註明時，此附加保固範圍將為您提供在保固範圍內發生故障時，保留保固產品之固態硬碟 (SSD) 的選項。您檢修後的保固

產品將包括一個新的 SSD，不收取額外費用。此保固範圍僅適用於在產品頁之技術規格表中，您的保固裝置標明為 SSD 可移除之 Microsoft 裝置。  
 

服務範圍方案選擇  

（如您的購買憑證所示並適用於您的服務範圍方案） 

您可以在 www.microsoft.com/surface/business/extended-service-warranty 找到您的服務範圍摘要。 

 

購買時，本合同提供上述「服務範圍–一般約定」部分中所述的服務範圍，並遵守以下規定： 

涵蓋的基本要點：根據本合同，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桌上型電腦、和/或書籍以及帶有連接線的相關電源設備均已投保，且此類產品最初由 Microsoft

在單一，一體化包裝的購買中提供。 

注意- 桌上型電腦僅包含滑鼠和鍵盤，且此類產品應最初由 Microsoft在單一，一體化包裝的購買中提供。 

注意- 明確排除的項目：本合同下不涵蓋數位筆、鍵盤、滑鼠和或附加項目（無論這些項目是否最初由 Microsoft在單一，一體化包裝的購買中提供）。 

免賠額 

根據您的合同，無需免賠額。 

 

責任限制 

對於服務方案所涵蓋的所有索賠，我們有義務支付的累計最高金額等於您的購買憑證上顯示的產品購買價格（此稱「累計限額」）。可累計至此累計限額

的替換限制細分如下： 

 

對於所涵蓋的索賠之累計限額：涵蓋的索賠下，最多兩（2）次替換，並由我們自行決定提供。達到此限額後，我們的義務將被視為已完全完成，且此方

案下的服務將終止；無論當前合同條款下是否有任何剩餘時間。 

如果我們選擇替換您的產品，我們可能會提供提前的替換服務。當我們提供提前的替換服務時，可在我們收到您的有缺陷產品之前將替換產品交付給您。

您必須在確認替換產品的送貨回單後之十（10）個日曆日内，將您的缺陷產品運送給我們。如果您未在確認替換產品的送貨回單後之十（10）個日曆日内

將您的缺陷產品退回給我們，您將需要支付非退回設備費用，該金額與替代產品的製造商建議零售價相等。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business/extended-service-warra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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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後服務合約》所包含的其他權益  

在有效期內，如果您購買之產品根據所購服務方案和本《售後服務合約》約定，因相同問題接受過三（3）次維修，並且因為同樣的問題需要按照所購服務

方案經過第四（4）次維修（以下稱「符合服務維修資格」），我們將用具備同等品質的同類產品替換原產品，但用於替換的產品可能來自不同的品牌

（我們將全權酌情決定）；或者，我們將酌情決定為您提供補償，補償金額等於產品的公平市價，該公平市價將由我們根據產品的年齡和本合約「責任限

額」的約定予以確定。 如果您的產品在交付維修時仍然處於製造商保固期內，或者由於搬運所造成的意外損壞而需要維修服務（適用於已購買/適用意外損

壞條款者），則不會被視為符合服務維修資格。 

服務地點  

對於服務方案所涵蓋的所有索賠，本合約提供預付費裝運所涉及產品至管理者指定的服務位置，以及將維修後的產品（或者替換產品，如

果適用）運回至檔案記錄的您的註冊位置。。  

責任限定  

除了適用於所購買的「服務範圍方案選擇」的「服務範圍」的約定外，我們和零售商對於附帶性或間接性賠償均不承擔任何責任 。這些賠償包括但不限於： 

財產損害、因產品或設備發生故障而造成的時間上的損耗或資料遺失，因服務延遲或不能提供服務而導致的賠償，或者因維修零部件無法適用而導致的賠

償。 對於產品固有的瑕疵等您之前已經知曉其存在的情況（定義如下），我們及零售商亦不承擔任何責任。  

除外條款 z  

本合約並不適用於與以下事由有關或因以下事由而產生的任何索賠： 

(a) 已經發生或您之前已經知曉其存在的情況（「之前已經存在的情況」

是指購買本合同前存在的產品，與其有關之損害或缺陷）； 

(b) 您或您的代表對產品採取不當包裝和/或不當運輸，導致產品在轉運過

程中受到損害，包括在運輸過程中對產品進行不正確的固定； 

(c) 除我們授權的技術服務人員之外，其他任何人對產品做出的修改、調

整、變動、操作或維修； 

(d) 因冰凍或過熱而造成的損害； 

(e) 正常範圍內的磨損； 

(f) 蓄意採取有害的、會造成人身傷害的、懷有惡意的、魯莽的或攻擊性

的方式使用或處理產品，導致產品受損和/或發生故障； 

(g) 病毒、故意破壞、丟失、偷竊或惡意損害或滅失； 

(h) 生銹、被腐蝕、變形或彎曲； 

(i) 動物（包括寵物）、動物棲居或昆蟲侵害； 

(j) 偶然性事件，包括但不限於： 暴亂、核輻射、戰爭/敵對行動或放射性

污染、環境惡化、暴露於惡劣氣候或自然危險條件下；其他物體的崩

塌、爆炸或碰撞；火災、各類降雨或潮濕情況、閃電、泥土/沙子、煙

霧、核輻射、放射性污染、暴亂、戰爭、敵對行動、政府法案、或互

聯網或其他電信故障； 

(k) 搬運操作引起的意外損壞（意外損壞）； 

(l) 環境不符合製造商規定或要求，且沒有對產品採取製造商所建議的保

養維護、操作/存放等措施； 

(m) 使用電力不當和發生功率波動； 

(n) 商品需要被製造商召回，或商品符合製造商保固規定，或需要重新製

造以補救在設計或零部件上的瑕疵、不當構造或製造商的錯誤，無論

該製造商是否有能力支付上述維修作業；序列號被移除或更改的產品; 

(o) 發生的任何間接性損害或延遲，包括但不限於：（i）由定義的故障或

AD 事件、任何未定義的機械/電氣故障、Microsoft 或其關聯公司單獨

提供的培訓服務、或任何其他與產品相關的損害；包括但不限於與產

品使用相關的任何非涵蓋設備，以上情況所導致的財產損失、時間損

失、數據遺失、或收入損失；（ii）延遲提供服務或因任何原因無法

提供服務；（iii）沒有任何零件/部件；（iv）有關您對產品的訂製

安裝，例如第三方支架、支架、和訂製的壁龕等，產生的任何費用；

或（v）與先前產品不同的型號、大小、尺寸、或顏色的替換產品。我

們不承擔任何因操作、維護、或使用本產品或本合同規定下提供的替

換產品，而引起的任何一方之財產損害或傷害或死亡的責任； 

(p) 非故障問題；包括但不限於： 產品存在瑕疵、發出噪音、吱吱聲或遭

遇非實質性損害（“非實質性損害”是指產品的物理外觀受到損害或發

生改變，如劃痕、磨損或顏色、紋理或塗飾的變化，但這種損害或改

變並不妨礙或影響產品的正常使用）； 

(q) 正常的定期或預防性保養維護、用戶培訓或安裝調整； 

(r) 保固條款、其他維修合約或保險所涵蓋的產品維修服務； 

(s) 實現產品基本功能所必需的、但製造商並未在包裝中和出售產品時一

併提供的附件和週邊設備（如可拆卸鍵盤），或者附加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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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螢幕/顯示器存在的瑕疵，包括但不限於： 因視頻遊戲而造成 CRT、

LCD、LED 或等離子螢幕出現燒附圖像、長期顯示一個或多個視訊訊

號；或者螢幕破裂（不包括您所持購物憑證上已載明包含意外損害的

情況）； 

(u) 因不屬於產品原始製造商保固範圍內的零部件丟失所產生的費用，或

者其他任何非操作性/非動力傳動零件；包括但不限於： 塑膠零件或附

件電纜、電池等零件（但本《售後服務合約》寫明的零件除外）、連

接頭、繩索、保險絲、小鍵盤、塑膠主體或建模、開關和接線；或者

違反美國經濟或貿易制裁措施的服務範圍； 

(v) 因操作、保養維護或使用產品而產生的責任或造成的財產損害、人員

受傷或死亡；或者 

(w) 在中華民國境外所為的任何服務。 

您應當定期備份所有軟體和資料，並在每次交付維修之前備份所有軟體和資料。 本合約並未包含軟體或資料恢復、資料取回（至/從所涉產品處）。如果提

供產品更換服務，我們無法將任何軟體和資料轉移至各種用於更換的設備上。 無論何種情況，對於軟體或資料的恢復、以及從任何產品或設備上取回資料

等，我們不承擔任何責任。 

如果您的產品出現了本《售後服務合約》涵蓋範圍之外的問題，或者產品在服務過程中經由我們的授權服務商診斷為「未發現任何問題」，您應當負責因

該服務而產生的一切費用，包括運輸和/或者現場維修服務費用。 

如何申請索賠  

重要提示： 您提出索賠，不能視為產品所受損害或所發生的故障必然屬於您所購《售後服務合約》的涵蓋範圍。 如果要成功申請索賠，您必須首先與我們

取得聯繫，讓我們對產品存在的問題作出初步的診斷。如果您將產品交付任何未獲得授權的一方維修， 您和您的產品將不適用本《售後服務合約》所約定

的服務範圍。 

為了獲得滿意的服務，您應準備好出示購買憑證並撥打我們的電話+866 (2) 3725-3888 或瀏覽 www.microsoft.com/surface/business/extended-service-warranty。

我們的授權代表將立刻詳細瞭解您的產品所出現的問題，並通過電話和/或者採取遠端方式為您解決問題。 如果無法成功解決，我們將為您提供一個索賠服

務申請號碼，並就如何根據本合約維修產品為您提供更多的幫助和指導。  

除我們要求之外，請勿將所涉及的產品退還給零售商，亦不要將產品運至其他任何地方。 如果我們要求您退還受損產品，本合约提供预付费的運寄送

受損產品往返我们授权維修商处，并且预付费運送包裹必须包含如下物件：  

(1) 受損產品； 

(2) 購買憑證副本； 

(3) 以書面方式簡要說明產品出現的問題；以及 

(4) 在醒目位置標注管理者提供給您的索賠服務申請號碼。  

僅由獲得我們正式授權並有合格資質的維修商、零售商或倉儲中心進行售後服務。 如果在您請求核准的期間內，您所簽訂之《售後服務合約》的有效期屆

滿，本《售後服務合約》所提供的服務將延長至索賠核准過程完成之日。 

注意：提供任何替换产品之后，我们将不再对受损产品承担任何相关责任。 

續期  

所購《售後服務合約》有效期屆滿後，我們可能會向您提供續期服務的選項。 如果我們提供了續期服務選項，更新報價將體現您產品的年齡以及當時普遍

適用的產品替換費用。 

可轉讓性  

您不可將所購《售後服務合約》約定的服務轉讓給任何其他方或產品。 

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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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隨時撥打電話+866 (2) 3725-3888（或以書面形式）向管理者提出終止申請，以終止本《售後服務合約》。 注意： 以下終止條款僅適用於購買《售後服

務合約》的原購買人。 

 如果您在購買本《售後服務合約》三十（30）日內申請終止，您將收到合約購買價格的百分百全款扣除我們支付的所有請求金額後的費用。 如果您在

向我們申請終止後三十（30）日內未收到我們方面的退款，每延遲三十（30）天我們將向您額外支付應退款金額的 10%。 

 如果您在購買本《售後服務合約》三十（30）日後申請終止，我們將按一定比例退還您所支付的合約購買款減去我們已支付的所有索賠成本的金額。  

 我們會因為以下原因終止該《售後服務合約》： (A) 您未支付合約購買款/費用；(B)您的材料存在不實陳述；或者(C)您在合約所涉產品或產品使用方

面實質性違反了本《售後服務合約》所約定的義務。  

 如果我們終止了本《售後服務合約》，我們至少將在撤銷生效之日前十五（15）天以書面形式告知您知曉。 上述通知將發送至您留存在我們檔案

中的位址（電子郵件或郵政位址，視具體情況決定），說明終止的理由和生效日期。 如果我們終止了該《售後服務合約》，您將按照上述約等標

準收到按比例的退款，且不會產生任何終止費。 

投訴程式  

我們將竭誠為您提供一流服務。 但如果您對我們的服務感到不滿意，請按照購買憑證上的說明，告知我們其中一位代表知曉。 

我們將在收到您的投訴後五（5）個工作日內作出回復。 如果無法在上述期間內作出完整滿意的答復（例如因需要對您投訴進行詳細調查），我們將作出

臨時性的答復，告知您目前正採取哪些措施處理投訴、您何時能收到以及從哪里收到滿意完整的答復。 大多數情況下我們都將在四（4）個星期內妥善處

理好您的投訴。 

隱私和資料保護  

當您購買本《售後服務合約》時，您已同意我們得搜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根據個人資料保護法，微軟謹此告知下列事項： 

1. 您的個人資料系由臺灣微軟股份有限公司所搜集。 

2. 搜集之目的： 為管理本《售後服務合約》包含處理請求之執行及其它經營合於營業登記專案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3. 搜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當事人之基本資料(例如： 姓名、位址、電話號碼、行動電話、電子郵遞位址、提供網路身分認證及其它任何可辨識資料

本人者)。 

4. 您的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物件、地區、方式： 

a. 期間： 因執行本《售後服務合約》所必須及依法令規定應為保存之期間 

b. 對象： 您 

c. 地區： 上述物件所在之地區 

d. 方式： 以手動或電子化自動方式，或其他合於法令規定之利用方式 

5.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規定您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根據個人資料保護法，您得以書面方式向我們申請：  （1）查詢、閱覽其個人資料；(2)

制給複製本；(3)補充或更正個人資料；(4)要求對其個人資料停止搜集、處理、利用或 (5) 刪除個人資料。 

6. 當您自由選擇不提供個人資料時，對您的權益的影響： 您若不願意提供個人資料或不同意我們搜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者，將不利於我

們根據相關條款管理本《售後服務合約》。 

我們承諾會保護您的隱私安全，包含敏感的個人資料；由於購買本《售後服務合約》即表示您已同意各條款內容，故請您仔細閱讀本條約定。 

我們不會向微軟集團以外的任何人揭露您的資訊，除非： 

 得到您的允許而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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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依法被要求或允許揭露。 

 向征信和反詐騙部門揭露。 

 向其他為我們或您提供與本《售後服務合約》相關服務的公司揭露。 

 當我們轉讓本《售後服務合約》的權利與義務時揭露。 

除您所在司法管轄地的隱私和資料保護法律明令禁止之外，我們可能會將您的資訊傳遞給其他國家和司法管轄地區，但前提是這些國家和地區必須為您的

資訊和資料提供足夠的保護。 除此之外，為防止和偵察犯罪活動，以及履行法定義務，執法機構和其他官方機構可能會獲取您的資訊。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您有權獲得您的資料。  您有權查閱我們所持有關於其個人資料的複製本。  如果您認為我們持有的任何資料不正確或不完整時，請

盡速通知我們。 若您要求提供資料複印本時可能會被要求支付小額費用。 

我們不會將您資料用於市場行銷目的。  您提供之所有資料僅供管理其購買之《售後服務合約》使用。 

購買本《售後服務合約》時將視為您已明確同意由為微軟或您提供與本《售後服務合約》相關服務的公司持有和處理有關於與您的個人和您的產品的資料。 

普通條款  

1. 包： 我們可能會將我們的義務分包或轉讓給協力廠商履行，但在分包情況下，我們不得就此免除自己對您應當承擔的義務。 

2. 放棄條款；條款獨立性： 合約一方未要求另一方履行本合約條款時，不影響其之後繼續要求他方履行本合約條款的權利；若一方違反本合約條款，未

違約之一方放棄行使權利者，該條款所規定之權利義務亦不被視為放棄。 如果本合約任何條款在適用法律範圍內不具有執行效力或無效，或者被有管

轄權的法院認定無效或不具有執行效力，該條款不得影響本合約其他條款的執行效力和有效性，且該條款將被修改，並以實現該無效或不具有執行效

力之條款的目的解釋之。 

3. 通知： 您明確地同意我們可以以任何目的撥打您提供給我們之電話號碼、發送郵政信件或電子郵件方式至您提供給我們之地址與您聯繫。 本合約所

要求或與本合約有關的所有通知必須採用書面形式，並且透過郵政、電子郵件、傳真、短資訊或獲得認可的商業快遞服務等合理方式送達。 如果是以

電子郵件或傳真方式向您發送通知，自發送之時起視為已經送達；如果是寄送至您提供的地址，應在寄送之日起三（3）日後視為送達。 

4. 法律：本《售後服務合約》受中華民國的法律管制。 

協議整體  

本《售後服務合約》（包括購買憑證、條款約定、限定、除外情況和例外情況）以及您所持購買憑證構成我們與您簽訂的整體協議。本合約未約定的任何

聲明、承諾或條件均不得構成對上述各項的修改，但法律另有規定的情況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