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UCIAL 保固

以下說明之保固僅涵蓋自 Micron 消費者產品事業群（ Micron CPG）、其分公司或授權經銷商選購之 Crucial 品牌或 Ballistix® 記憶體產品，

除非經法律限制之。Micron CPG 無法保證於授權通路外採購之產品品質等級，故以下保固細則不適用於自非授權第三方經銷商選購之 Crucial
品牌或 Ballistix 記憶體產品。

終身有限保固 * – CRUCIAL® 記憶體

Micron Consumer Products Group (Micron CPG) 向原始終端客戶（您） 保證，其 Crucial 品牌記憶體產品在材料與製造方面，沒有會對外

形、適 用性及功能 造成影響的瑕疵。聲稱任何產品不符合前述保固的任何主張只能由原始購買此類 產品的終端客戶提出，且只能在此類客
戶擁有此類產品的前提下提出。針對 Micron CPG 確認在保固期限之內發生的任何產品瑕疵，Micron CPG 有權選擇給予維修、換貨，或提
供庫存點數或退回原始購買價金額或公平市價，以價值較低者為準。
有關 Crucial Ballistix 記憶體產品，Micron CPG 向原始終端客戶保證其產品在材料與製造方面，沒有會對外形、適用性及功能造成影響的
瑕疵。所有此類售出之產品都將符合在其網頁 (www.crucial.com/ballistix) 上找到的資料表規格。聲稱任何產品不符合前述保固的任何主
張，只能由原始購買此類產品的終端客戶提出，且只能在此類客戶擁有此類產品的前提下提出。針對 Micron CPG 確認發生的任何產品瑕
疵，Micron CPG 有權選擇給予維修、換貨，或提供庫存點數或退回原始購購買金額或等值市場價值，以價值較低者為準。某些系統組態可

能並非設計為在公布的 Crucial Ballistix 記憶體速度與時脈設定下操作，或無法在公布的 Crucial Ballistix 記憶體速度與時脈設定下操作。

超頻、以快於產品設計或公 佈的速度來執行系統，或以其他方式修改系統時脈，可能會導致電腦元件損壞，Micron CPG 拒絕承擔此類損壞
的任何及所有責任。

*於德國購買之產品的終身有限保固期限為購買日後 10 年。

10 年有限保固 – CRUCIAL®基本記憶體

Micron Consumer Products Group (Micron CPG) 向原始終端客戶（您）保證，其 Crucial 品牌的基本記憶體產品在材料與製造方面，沒有
會 對外形、適 用性 及功能 造 成 影 響的瑕 疵。聲 稱 任 何產品不 符合前 述保 固 的 任 何主張，只 能在自原 始 購買日期 起 算之十（ 10）年內提出，
且 Micron CPG 在該 期限之後不負擔任何責任。聲稱任何產品不符合前述保固的任何主張只能由原始購買此類 產品的終端客戶提出，且只
能在此類客戶擁有此類產品的前提下提出。針對 Micron CPG 確認在保固期限之內發生的任何產品瑕疵，Micron CPG 有權選擇給予維修、
換貨，或提供庫存點數或退回原始購買價金額或公平市價，以價值較低者為準。

3 年有限保固或 5 年有限保固 – CRUCIAL® SSD

Micron Consumer Products Group (Micron CPG) 向原始終端客戶（您）保證，其 Crucial 品牌固態硬碟產品在材料與製造方面沒有會對外形、
適用性及功能造成影響的瑕疵。對於 2017 年 8 月 28 日當天或之前販售的 SSD 產品，任何索償都必須在原始購買日期起三 (3) 年內提出，
Micron CPG 在該時間點後不負擔任何責任。對於 2017 年 8 月 28 日之後販售的 SSD 產品，任何索償都必須在三 (3) 年內或五 (5) 年（取決於該
項 購買的 SSD 產品適用的保固期）內提出，該保固期始於原始購買日期，或寫入產品資料表中公 佈的和產品 SMART 資料中測量的最大總寫
入位元組數 (TBW) 之前（以較早者為準）。Micron CPG 在該時間點後不負擔任何責任。若產品資料表有多個版本，且 TBW 測量在版本之間

有變更，則保固預設依據 購買之時有效的版本而定。聲稱任何產品不符合前述保固的任何主張只能由原始購買此類 產品的終端客戶提出，
且只能在此類客戶擁有此類產品的前提下提出。針對 Micron CPG 確認在保固期限之內發生的任何產品瑕疵，Micron CPG 有權選擇給予維修、
換貨，或提供庫存點數或退回原始購買價金額或公平市價，以價值較低者為準。

1 年有限保固 – CRUCIAL® 回收翻新 SSD

Micron Consumer Products Group (Micron CPG) 向原始終端客戶（您）保證，其 Crucial 品牌回收翻新（ Recertified）固態硬碟產品在材料
與製造方面，沒有會對外形、適用性及功能造成影響的瑕疵。任何主張都必須在原始購買日期起一（ 1）年內提出，Micron CPG 在該時間點

後不負擔任何責任。聲稱任何產品不符合前述保固的任何主張只能由原始購買此類 產品的終端客戶提出，且只能在此類客戶擁有此類 產品
的前提下提出。針對 Micron CPG 確認在保固期限之內發生的任何產品瑕疵，Micron CPG 有權選擇給予維修、換貨，或提供庫存點數或退
回原始購買價金額或公平市價，以價值較低者為準。

保固換貨資訊

提出維修或換貨的產品，除了給予維修以外，亦可用相同類型的翻新產品更換。可使用翻新零件維修產品。請務必將您儲存在產品上的資料
儲存到其他位置，然後從產品中刪除所有此類資料，再將產品送回維修、換貨、退款，或取得庫存點數。

您必須持有購買證明，並自 Micron CPG 取得保固服務授權，包括適用保固期限之內的「退貨授權」(RMA) 號碼，然後再將瑕疵產品送回

Micron CPG。

檢查與退回程序

如果您在購買後 30 天內遇到 Crucial 記憶體產品或 SSD 的任何問題，請與購買產品所在的商店聯絡，以瞭解退回程序。如果您的產品直接

購自 Micron CPG，請於收貨後 45 天內（如為回收翻新 SSD 則為 30 天內）檢查產品，此期限為檢查產品是否有瑕疵或缺件的合理期限，

並盡快就任何不符規定之處通知 Micron CPG。若未在上述期限之內通知 Micron CPG 或原始經銷商，則表示接受產品的所有方面。若未

自 Micron CPG 取得「退貨授權」(RMA)，則不得以任何理由退回產品。您應自費將產品退回 Micron CPG，且應自行負擔風險。取得 Micron

CPG 寄送之換貨產品所產生的任何稅費均應由您負擔。退款僅適用於直接購自 Micron CPG 的新產品，以及在購買新記憶體或新 SSD 45 天
之內的情況（如為回收翻新 SSD 則為 30 天內）。

若要為您的瑕疵產品取得「退料授權」(RMA) 號碼，請使用下圖來尋找您的區域特定網站（ RMA 網站），您可以在此快速取得 RMA 號碼。
您也可以聯絡客戶服務 代表來取得 RMA 號碼，但您將在線上獲得最快的服務。
當您取得 RMA 號碼之後，請根據下節指示（「退回程序」）包裝您的瑕疵產品。若要退回任何產品（附帶購買證明），應以最快速度退回，
並由您負擔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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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及紐西蘭

crucial.fr/fra/fr/returns
it.crucial.com/ita/it/returns
crucial.es/esp/es/returns
eu.crucial.com/eur/en/returns
crucial.in/ind/en/support/service-center
與您購得產品的當地授權 Crucial 經銷商聯絡。
與您購得產品的當地授權 Crucial 經銷商聯絡。如果您直接於 Crucial.com
購買產品，請前往：

crucial.com/usa/en/returns

**針對在澳洲購買的產品：我們的商品是連同保證提供的，根據《澳洲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Australian Consumer Law）規定，不得排除

該 等保 證。您 有 權 就 主 要故 障 獲 得 換 貨或 退 款，並 就 其他 任 何合 理 的可 預 見 損 失 或 損害 獲 得 補 償。如果商品品質 處 於不 可接 受的 狀 況，
即使 其不良的情 況 未達 重大故障的程 度，您也有權要求將商品送 修或換貨。在與產品相關的適 用法律之下，於 我們的有限保固的其他權利

與 補救辦法之外，還有一 些好處。如果 您相信您有權在此有限保固或任 何強制法定保證或保固之下提出主張，您應與您購得產品的當地授
權 Crucial 經銷商聯絡。如果您直接於 Crucial.com 購買產品，請前往：crucial.com/usa/en/returns。

退回程序

將有問題的產品用其原始包裝包好，並封入原始防靜電包中寄送回 Micron CPG（產品運費由您負擔）。如果您未遵守此 程序執行，Micron

CPG 將不對損壞的零件負責。請保留寄送資訊，包括追蹤號碼，直到您收到 Micron CPG 的退款或收到更換的產品為止。如果 Micron CPG
確認產品的故障並非因為材料或製造上的瑕疵所造成，則 Micron CPG 保留對您收費的權利，收費項目將可能包含：(1) Micron CPG 在當時
處理零件與人工作業的人工成本或 (2) 20% 重新進貨成本。Micron CPG 將在徵收這些費用之前通知您。任何退回給 Micron CPG 的產品都
應成為 Micron CPG 的財產。
退回的產品必須預付運費並正確包裝（費用由您負擔），且建議您為產品投保，或透過提供包裹追蹤服務的方式寄送。Micron CPG 不對在
運送過程中遺失或損壞的產品負責。

一般保固條款

Micron CPG 保留替換功能相等的全新或功能正常之使用過零件的權利。Micron CPG 不對任何資料或圖像的遺失提供保固，也不對因此而
造成的損失負責。其他所有明示或暗示的條件、表示與保固，包括對於非侵權之任何暗示保固，皆在適用法律允許的程度下提出免責聲明。

本 保 固 賦 予 您 特 定 法 律 權 利，而 根 據 管 轄 地 的 不 同，您 也可 能 擁 有 其他 權 利。此 限 制 不會 影 響 您 的 法 定 權 利。在 法 律 允 許 的 範 圍 內，

無論任何情況，MICRON CPG 對於任何損失的圖像、資料、收入或利潤，抑或是特殊、間接、必然、偶發或懲罰性損害情況一律概不負責，
無論是否有理論上的責任、是否因使用或無法使用產品所致，即使 MICRON CPG 已收到此類損害情形的可能性通知亦然。在任何情況
下，MICRON CPG 的責任不超過您購買產品所支付的金額。

以 上保固僅涵蓋在正常使 用情 況下產生的瑕疵，不包括因誤 用、濫 用、疏 忽、改 造、電力問題、未 遵守產品指示 使 用、不可抗力或不正確的
安裝或由 Micron CPG 或 Micron CPG 授權第三方服務供應商以外的任何人所維修所造成的故障或損壞。

即使在本合約之下提供的任何保固或解決辦法違反其本質目的，也將適用於前述限制。某些管轄地不允許 排除或限制伴隨產生或必然的損
害情形，因此上述限制或排除情形可能並不適用於您。

www.crucial.com/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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