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shiba Global Commerce Solutions (TGCS) 
有限保固聲明                                                                     
 
第 1 部 - 一般條款 

此有限保固聲明包含第 1 部 - 一般條款、第 2 部 - 特定國家條款、第 3 部 - 保固資訊，以及第 4 部 - 產品保

固表。第 2 部的條款取代或修改第 1 部的條款。第 3 部與第 4 部（也統稱為「保固資訊」）包括隨附機器

出貨的特定產品資訊。基於本有限保固聲明的目的，“TGCS”意指提供機器給您或轉銷商的 TGCS 實體，

例如美國的 Toshiba Global Commerce Solutions, Inc. 或負責貴國產品經銷的當地 Toshiba Global Commerce Soluti

on (TGCS) 實體。 

TGCS 於本有限保固聲明所提供的保固僅適用於您購買自用而非轉售的機器。本保固適用於保固資訊中指定

之國家的機器。您的購買地點可以提供其他或不同的保固或服務；TGCS 並不負責該購買地點所提供之任何

其他或不同的保固或服務。如果您對此有限保固有任何問題，請詢問您的購買地點。「機器」一詞意指 TG

CS 機器、其功能、轉換、升級、元件或配件，或任何以上的組合。「機器」一詞並不包含任何軟體程式，

不管是預先載入機器、之後安裝或其他。對於 2016 年 10 月 1 日之後出貨的任何產品，這些條款皆有效。 

 

本有限保固聲明絕不影響客戶無法透過契約放棄或限制的任何法定權利。 

以下的 TGCS 網站以多種語言提供本有限保固聲明：http://www.toshibacommerce.com/support/limitedwarranty 

 

本保固的涵蓋範圍 

TGCS 保證每台機器都沒有材料與作工上的瑕疵，且符合其規格。「規格」是機器特定的資訊，詳載於標題

為「正式發表規格」(“Official Published Specifications”) 的文件，可供索取。 

在保固期間，TGCS 或 TGCS 核准之當地服務業者（「核准的 TGCS 服務業者」）根據 TGCS 為該機器指定

的保固服務類型，提供機器的修理與更換服務（此保固服務可能因國家而異）。機器的保固期間是固定

的，除非隨機器出貨的「保固資訊」另有規定（例如，對於特定的機器，若在指定的保固期間超過機器的

使用限制，則保固失效）。隨機器出貨的「保固資訊」註明保固期間、保固服務類型與適用於機器的服務

等級。TGCS 可能要求您提供購買證明（例如銷售收據或購買發票副本），以驗證保固權利。 

如果 TGCS 負責安裝的機器並未於 TGCS 出貨給您或轉銷商當日起的六個月內可供 TGCS 安裝，則安裝需根

據 TGCS 的服務合約收費。  

對於 TGCS 負責安裝的機器，若您選擇自行安裝或維修機器，或者您遷移機器的位置，或由第三方安裝、

維修或遷移機器的位置，TGCS 保留在提供機器保固服務之前檢驗機器的權利。TGCS 得以自行酌量是否收

取檢驗費用。根據 TGCS 的自行酌量，機器不是保固服務可接受的情況，您可以要求 TGCS 復原至可接受

的服務情況，或者撤回保固服務的要求。TGCS 得以自行酌量判定是否可能復原。復原的提供是收費服務。

若有規定，可能收取交通或特殊處理等額外費用。 

許多功能、轉換或升級需要移除零件並返回 TGCS。在 TGCS 機器的初始安裝期間，TGCS 零件或功能進入

從機器安裝日期開始生效的機器保固期間（也稱為「保固開始日期」）。更換之前安裝之零件或功能的 TG

CS 零件或功能，接受取代之零件或功能的剩餘保固期間。新增至機器而未更換之前安裝零件或功能的 TGC

S 零件或功能，進入從相關零件或功能於安裝日期開始生效的指定保固期間（也稱為「保固開始日期」）。

除非 TGCS 另有規定，該零件或功能的保固期間、保固服務類型與服務等級與其安裝所在的機器相同。 

除非 TGCS 另有規定，這些保固僅適用於您購買機器的國家或區域。 

 

這些保固服務為閣下專屬權利，並取代所有其他明示或暗示的保證或條件，包括但不僅限於就適銷性或特

定目的適用性之暗示保證或條件，以及所有權或不侵權的任何保證。某些國家或司法管轄區並不允許明示

或暗示保固的排除原則，故上述排除原則可能不適用於閣下。此情況下，則該保固服務僅限於保固期內，

http://www.toshibacommerce.com/support/limitedwarranty


保固期滿後則不再提供。保固不適用於該期間之後。某些國家或司法管轄區並不允許明示或暗示保固的限

制，故上述限制可能不適用於閣下。 

 

本保固未涵蓋的部分 

本保固並未涵蓋以下： 

因誤用（包括但不僅限於非 TGCS 以書面授權的機器容量或能力使用）、意外、修改、不

當的實體或操作環境、非依指定的操作環境操作，或是您或第三方的不當維修所造成的

故障或損壞。 

b. 由於超出 TGCS 控制的事件所造成的故障； 

c. 由於非 TGCS 負責的產品所造成的故障； 

d. 任何非 TGCS 產品，包括依據您的要求提供或安裝於 TGCS 機器上的產品。 

e. 配件、補給項目與耗材，以及結構性零件（例如框架與外蓋）。 

1. 除非另有規定，電池視為耗材項目，不受保固。如果予以保固，TGCS 將於隨機器出貨

的產品公告與服務說明書註明保固； 

2. 僅在使用 TGCS 合格紙張清單中所列的紙張時才保證熱印頭使用壽命及自動裁剪機使用壽

命。使用非合格紙張可能縮短使用壽命，如果印表機出現故障，經 TGCS 確定係使用這種紙張

所致，則無論是否存在服務合約或產品保固，維修皆需收費。 

f.  機器變更的維修；以及 

g.  您以非 TGCS 書面授權容量或能力使用之機器的維修。 

h.  貴國對機器透過任何方式連線到公共通訊網路介面的認證，除非 TGCS 在隨機器出貨的

產品公告與服務說明書另有規定。在進行任何連線之前，依法可能要求進一步的認證。 

i.  所有的作業程式、軟體、微指令碼、裝置驅動器與韌體。  

移除或塗改機器或零件上的識別標籤將使保固失效。 

TGCS 並不保證機器無中斷或零錯誤的操作。 

根據保固提供給機器的任何技術或其他支援，例如協助解決「如何處理」與關於機器設置及安裝

問題，沒有任何類型的保證。 

 

如何取得保固服務 

如果您在 Toshiba Global Commerce Solutions (TGCS) 並未直接開展銷售或提供客戶服務的國家購買機器，請

聯絡您購買的公司以取得保固資訊所註明的任何保固服務。     

如果機器在保固期間的運作並不如保證所言，請參考隨機器出貨的服務說明書以取得支援協助與問題判定

程序。在以下的 TGCS 網站，選取「支援概覽」(“Support Overview”)，然後「出版物」(“Publications”)，

可以找到機器的服務說明書：www.toshibacommerce.com。 

如果您無法利用服務說明書解決問題，請聯絡 TGCS 或轉銷商以取得保固服務。TGCS 的聯絡資訊提供於隨

機器出貨的「保固資訊」。如果您並未向 TGCS 註冊該機器，您可能必須出示購買證明做為有權取得保固

服務的證據。 

TGCS 修正問題的方式 

TGCS 或核准的 TGCS 保固提供者將嘗試透過電話或透過存取 TGCS 網站以電子形式診斷並解決您的問題。

特定的機器包含遠端支援功能，可以進行直接問題通報、遠端問題判定，以利 TGCS 解決問題。在您聯絡 T

GCS 要求服務時，您必須遵守 TGCS 規定的問題判定與解決程序。在問題判定之後，如果 TGCS 判定需要

現場服務，若產品符合現場服務的的資格，將安排維修技師到您的處所進行維修服務。  



除非另有規定，您負責依照 TGCS 提供的指示，以及時的方式從 TGCS 網站或其他電子媒體下載（或向 TG

CS 取得）並安裝指定的機器代碼（TGCS 機器交付的微指令碼、基本輸入/輸出系統代碼（稱為 “BIO

S”）、公用程式、裝置驅動器與診斷程式）與其他的軟體更新。您可以要求 TGCS 安裝機器代碼變更，不

過該服務可能收費。 

TGCS 機器的部分零件被指定為客戶可自行更換組件 (CRU)。如果 CRU（例如鍵盤、記憶體、硬碟）可以解

決您的問題，TGCS 將寄送 CRU 給您安裝。 

如果機器在保固期間的運作並不如保證所言，且您的問題無法透過電話或電子方式、透過套用機器代碼或

軟體更新或以 CRU 解決，TGCS 或其轉包商或 TGCS 核准的轉銷商將酌量 1) 予以修理以使其如保證般運

作，或 2) 更換至少具有同等功能的機器。如果 TGCS 或其轉包商或轉銷商無法修理或更換，您可以將機器

退回原購買地點並取得退款。 

TGCS 或其轉包商或轉銷商也將管理與安裝適用於機器的選定工程變更。 

機器或零件的更換 

在保固服務涉及更換機器或零件時，TGCS 或其轉包商或轉銷商更換的項目變成 TGCS 的財產，更換品變成

是您的財產。您聲明所有移除的品項都是原廠且未經改裝的。更換品不一定是新品，但是運作狀態良好，

且至少具有同等功能。更換品接受原更換品的保固服務狀態。 

 

 

 

您的其他責任 

您同意： 

a.  在 TGCS 或其轉包商或轉銷商更換機器或零件之前，移除不受保固服務的所有功能、零

件、選項、變更與配件，並確保機器沒有阻止其更換的任何法律義務或限制； 

b.  取得所有權人對 TGCS 或其轉包商或轉銷商維修非您所擁有之機器的授權； 

c.  在適用之下，在提供服務之前： 

(1) 遵守 TGCS 或其轉包商或轉銷商規定的服務要求程序； 

(2) 備份與保全機器所含的所有程式、資料與資金；以及 

(3) 告知 TGCS 或其轉包商或轉銷商機器位置的變更； 

d.  提供 TGCS 或其轉包商或轉銷商對貴廠區充分且安全的出入，以便讓 TGCS 履行其義

務； 

e.  允許 TGCS 或其轉包商或轉銷商安裝強制的工程變更，例如安全所需的變更； 

f.  在保固服務類型要求您提供故障的機器給 TGCS 時，您同意依 TGCS 規定的適當包裝，

將故障機器運送至 TGCS 指定的地點。在修理或更換機器之後，TGCS 會自費歸還已修理的

機器或提供更換的機器，除非 TGCS 另有規定。只有在您的機器 1) 在 TGCS 持有之下；或 2) 在 

TGCS 負責支付運費的轉運過程中，TGCS 才會負責其遺失或損壞； 

g.  安全地從您因任何原因而寄回 TGCS 之任何機器中拭除並非 TGCS 隨機器提供的所有程式及資

料，包括但不限於：1) 關於已識別或可識別個人或法律實體的資訊（「個人資料」）；以及 2) 

您的機密或專有資訊及其他資料。如果無法移除或刪除私人資料，您同意轉換該資訊（例如改

成匿名或加密），以使其不符合相關法律的私人資料資格。您也同意從退回給 TGCS 的機器移

除所有的資金。TGCS 不負責非由 TGCS 隨機器提供的任何資金、程式，或是您返回 TGCS 之機

器所含的資料。您確認為履行此有限保固聲明的責任，TGCS 可以將機器的全部或部分或其軟體

運送至世界各地的其他 TGCS 或第三方地點，且您授權 TGCS 如此做。 

 

賠償上限 



有可能發生的情況是由於 TGCS 的違約或其他責任您有權向 TGCS 取得賠償。不論您有權向 TGCS 要求損害

陪償的基礎為何 

（包括重大違約、疏失、不實陳述或其他契約或民事侵權索賠），相關法律無法放棄或限制的任何責任除

外，TGCS 對於因每項產品所引起之所有索賠累計的完整責任不得超過： 

a.  因身體受傷（包括死亡）的損害以及對不動產與有形個人財產的損害；以及 

b.  任何其他實際直接損害的總額，最多達相關索賠的機器費用（若是重複發生的，則為 1

2 個月的費用）。基於本項的目的，「機器」一詞包含機器代碼與授權的內部代碼 (“LI

C”)。 

此限制也適用於 TGCS 供應商、轉包商與轉銷商。這是 TGCS 與其供應商、轉包商與轉銷商共同負責的最

高金額。 

 

 

即使已經告知其可能性，TGCS 或其供應商、轉包商與轉銷商絕對不負責以下情況：  

1) 第三方對您的損害索賠（非根據上述的第一項）； 

2) 資料的遺失或毀損； 

3) 特殊、附帶或間接損害或是任何經濟後續損害；或 

4) 損失利潤、業務、營業額、商譽或預期的節省。有些國家或司法管轄區並不允許排除或限制附帶或

後續的損害，因此上述的限制或排除可能不適用於閣下。 

 

準據法   

您與 TGCS 同意適用您購買機器之國家的法律以管理、詮釋與行使您與 TGCS 因本有限保固聲明之主題事

務所引起或相關的權利、責任與義務，不計入法律衝突原則。 

 

此等保固賦予您特定的合法權力，且您可能也有因國家或司法管轄區而異的其他權利。 

管轄權 

我們的權利、責任與義務都受您購買機器之國家法庭的管轄。 

第 2 部 - 特定國家條款 

美洲 

管轄權： 

以下句子附加於此節，因其適用於以下粗體印刷的國家。 

因本有限保固聲明而引起的任何訴訟將由以下獨家裁決：1) 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市的一般商業

法院；2) 在玻利維亞；拉巴斯市法院：3) 在巴西；里約熱納盧法院；4) 在智利； 聖地牙哥民事司法院；5) 

在哥倫比亞；哥倫比亞共和國法官；6) 在厄瓜多；基多市的民事法官處理執行或簡易訴訟程序（依適用情

況）；7) 在墨西哥；位於聯邦地區，墨西哥市的法院；8) 在巴拉圭；亞松森市的法院；9) 在秘魯；Cercado 

利馬司法區的法官與法庭；10) 在烏拉圭；蒙特維多市法院；11) 在委內瑞拉；卡拉卡斯都會區法院。 

巴西  

機器或零件的更換： 

更換品接受原更換品的保固服務狀態。 

  



加拿大 

本保固的涵蓋範圍： 

以下取代本節的第 2 段： 

在保固期間，TGCS 根據 TGCS 為該機器指定的保固服務類型提供機器的修理與更換服務。機器的保固期是

從原始的安裝日期（也稱為「保固開始日期」）開始的固定期間，除非隨機器出貨的「保固資訊」另有規

定（例如，對於特定的機器，若在指定的保固期間超過機器的使用限制，則保固失效）。隨機器出貨的

「保固資訊」註明保固期間、保固服務類型與適用於機器的服務等級。TGCS 可能要求您提供購買證明（例

如銷售收據或購買發票副本），以驗證保固權利。 

 

賠償上限： 

以下更換本節的項目 a 與 b： 

a.  因 TGCS 的疏失所造成身體受傷（包括死亡）的損害或對不動產與有形個人財產的損

害；以及 

b.  任何其他實際直接損害的總額，最多達 $100,000.00 或相關索賠的機器費用（若是重複

發生的，則為 12 個月的費用），以較高者為準。基於本項的目的，「機器」一詞包含機器

代碼與授權的內部代碼 (“LIC”)。 

準據法： 

以下取代第一個句子中「您購買機器之國家法律」： 
安大略省的法律。 

祕魯   

賠償上限： 

以下新增於本節的結尾： 
根據秘魯民法第 1328 條，本節所規定的限制與排除原則並不適用於 TGCS 蓄意的不當行為 ("dolo") 或重大

過失 ("culpa inexcusable") 所造成的損害。 

美國 

準據法： 

以下取代第一個句子中「您購買機器之國家法律」： 
紐約州的法律 

 

亞太地區 

澳洲 

本保固的涵蓋範圍： 

以下段落新增至本節： 
本節所規定的保固是附加於您根據澳洲消費者法案或其他類似法令所具備的任何權利，且僅限於該相關法

令所允許的範圍。在本文件中，「澳洲消費者法案」意指 2010 年競爭與消費者法案第 2 目錄。基於 2010 年

競爭與消費者法案的目的，若我們供應給您的產品視為「消費者交易」（依澳洲消費者法案的定義），則

除了根據我們合約的其他權利以外，以下可能適用： 



我們的商品隨附根據澳洲消費者法案無法排除的保固。對於重大的故障，您有權更換或退款，並取得其他

合理可預見之損失或損害的賠償。如果商品的品質無法令人接受且故障並未達到重大故障等級您有權送修

或更換商品。 

 

賠償上限： 

以下新增至本節： 
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根據澳洲消費者法案或其他類似法令，若 TGCS 違反保固，則在其選擇之下，TGCS 

的責任限於： 

a. 針對服務： 

(1) 再度提供服務，或 

(2) 支付再度提供服務的費用；以及  

b. 針對商品： 

(1) 修理或更換商品，或供應同等的商品；或 

(2) 支付再度提供服務的費用。 

若保固關於銷售權利、不受干擾享用權或完整所有權的保證，或商品是一般個人、家庭或家戶使用或消耗

所購買的，則本段落的限制不適用。 

準據法： 

以下取代第一個句子中「您購買機器之國家法律」： 
國家或領地的法律 

緬甸與寮國   

準據法： 

以下取代第一個句子中「您購買機器之國家法律」： 
美國紐約州的法律 

緬甸、印尼與寮國 

仲裁： 

以下新增至本標題之下： 
因本有限保固聲明所引起或相關的爭議，應由 

在新加坡根據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的現行仲裁規則（「SIAC 規則）舉行的仲裁做出最後的裁決。仲裁的裁

決應為對各方具約束力的最終裁決，不得上訴，且應以書面為之並陳述調查的結果與法律的結論。 

仲裁員應有三位，爭議雙方有權各指定一名仲裁員。雙方指定的二名仲裁員應指定第三名仲裁員擔任仲裁

程序的主席。主席職位的空缺應由 SIAC 董事長遞補。其他空缺應由相關的提名方遞補。仲裁程序應從空缺

發生時的階段延續。 

如果一方拒絕或未能於對方指定其仲裁員之後的 30 天內指定仲裁員，第一位指定的仲裁員將是唯一的仲裁

員，條件是該仲裁員的指定是有效且適當的。 

所有的流程都必須以英文進行，包括在相關流程中出示的所有文件。本有限保固聲明的英文版凌越其他的

語文版。 

香港特別行政區 

對於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所發起與執行的交易，在本合約中「國家」一詞（例如「購買國家」與「安裝國

家」）以香港特別行政區取代。 



印度 

賠償上限： 

以下更換本節的項目 a 與 b： 
a.  身體受傷（包括死亡）的責任或對不動產與有形個人財產的損害，將限於 TGCS 的疏失所

造成損失；以及  

b. 至於根據本有限保固聲明或與其主題相關， 

而因 TGCS 未能履約的情況所引起的任何其他損害， 

限於您針對索賠主體之個別機器所支付的費用。基於本項的目的，「機器」一詞包含機器代碼與授

權的內部代碼 (“LIC”)。 

仲裁： 

以下新增至本標題之下： 
因本有限保固聲明所引起或相關的爭議，應由 

在印度班加羅爾根據印度的現行法律舉行的仲裁做出最後的裁決。此 

仲裁的裁決應為對各方具約束力的最終裁決，不得上訴，且應以書面為之並陳述調查的結果與法律的結

論。 

仲裁員應有三位，爭議雙方有權各指定一名仲裁員。雙方指定的二名仲裁員應指定第三名仲裁員擔任仲裁

程序的主席。主席職位的空缺應由印度律師公會會長遞補。其他空缺應由相關的提名方遞補。仲裁程序應

從空缺發生時的階段延續。 

如果一方拒絕或未能於對方指定其仲裁員之後的 30 天內指定仲裁員，第一位指定的仲裁員將是唯一的仲裁

員，條件是該仲裁員的指定是有效且適當的。 

所有的流程都必須以英文進行，包括在相關流程中出示的所有文件。本有限保固聲明的英文版凌越其他的

語文版。 

 

日本 

準據法： 

以下句子新增至本節： 
對於本有限保固聲明的任何疑問，初始應由雙方根據互信原則以誠信解決。 

澳門特別行政區 

對於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所發起與執行的交易，在本合約中 

「國家」一詞（例如「購買國家」與「安裝國家」）以澳門特別行政區取代。 

馬來西亞 

賠償上限： 

刪除最後一段項目 3 的「特別」。 

紐西蘭 

本保固的涵蓋範圍： 

以下段落新增至本節： 
本節所規定的保固是附加於您根據 1993 年消費者保固法案或其他類似法令所具備的任何權利， 



且是無法排除或限制的。如果您基於該法案所定義之業務目的而要求商品，則 1993 年消費者保固法案不適

用於 TGCS 所提供的任何商品。 

賠償上限： 

以下新增至本節： 
在並非基於 1993 年消費者保固法案所定義之業務目的而購得商品的情況下，本節的限制隸屬該法案的限

制。 

 

中華人民共和國 (PRC) 

準據法： 

以下取代第一個句子中「您購買機器之國家法律」： 
美國紐約州的法律（除非當地的法律另有規定）。 

菲律賓 

賠償上限： 

下列取代最後一段的項目 3 ： 
對於任何經濟後續損害賠償的特殊（包括名義上與懲戒性的損害賠償）、道德、附帶或間接損害賠償；或

仲裁： 

以下新增至本標題之下： 
因本有限保固聲明所引起或相關的爭議，應由 

在菲律賓馬尼拉市根據菲律賓的現行法律舉行的仲裁做出最後的裁決。仲裁的裁決應為對各方具約束力的

最終裁決，不得上訴，且應以書面為之並陳述調查的結果與法律的結論。 

仲裁員應有三位，爭議雙方有權各指定一名仲裁員。雙方指定的二名仲裁員應指定第三名仲裁員擔任仲裁

程序的主席。主席職位的空缺應由菲律賓爭議解決中心董事長遞補。其他空缺應由相關的提名方遞補。仲

裁程序應從空缺發生時的階段延續。 

如果一方拒絕或未能於對方指定其仲裁員之後的 30 天內指定仲裁員，第一位指定的仲裁員將是唯一的仲裁

員，條件是該仲裁員的指定是有效且適當的。 

所有的流程都必須以英文進行，包括在相關流程中出示的所有文件。本有限保固聲明的英文版凌越其他的

語文版。 

新加坡 

賠償上限： 

刪除最後一段項目 3 的「特殊」與「經濟」等詞。 
歐洲、中東、非洲 (EMEA) 

以下詞彙適用於所有的 EMEA 國家： 

本有限保固聲明的詞彙適用於向 TGCS 或 TGCS 轉銷商購買的機器。 

如何取得保固服務： 

在西歐 （安道爾、奧地利、比利時、保加利亞、賽浦路斯、捷克共和國、丹麥、愛沙尼亞、芬蘭、法國、
德國、希臘、匈牙利、冰島、愛爾蘭、義大利、拉脫維亞、列支敦士登、立陶宛、盧森堡、馬爾他、摩納
哥、荷蘭、挪威、波藍、葡萄牙、羅馬尼亞、聖馬利諾、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西班牙、瑞典、瑞士、
英國、梵諦岡，以及從加入日期起，後續加入歐盟的其他國家）新增以下段落： 



在西歐購得的機器，保固應有效且適用於所有的西歐國家，條件是該機器已經在相關國家公告與發售。 

如果您在其中一個西歐國家（如以上的定義）購買機器，您可以在任一國家取得 

該機器的保固服務，可透過 (1) 核准執行保固服務的 TGCS 轉銷商或 (2) TGCS，條件是 TGCS 已經您想要取

得服務的國家公告與發售該機器。 

如果您在中東或非洲國家購買機器，若有 TGCS 實體在該國家提供保固服務，您可以在購買國家的該 TGCS 

實體，或是從該國家由 TGCS 核准執行保固服務的 TGCS 轉銷商，取得該機器的保固服務。在非洲的保固

服務提供於距 TGCS 核准服務業者 50 公里的範圍。若距 TGCS 核准服務業者 50 公里的範圍以外，您必須負

責運送機器的費用。 

準據法： 

以下取代「您購買機器之國家法律」的片語： 
1) 「奧地利的法律」：阿爾巴尼亞、亞美尼亞、亞塞拜然、白俄羅斯、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保加利

亞、克羅埃西亞、喬治亞、匈牙利、哈薩克、吉爾吉斯、馬其頓、摩爾多瓦、蒙特內哥羅、羅馬尼亞、俄

羅斯、塞爾維亞、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塔吉克、土庫曼、烏克蘭與烏茲別克；2) 「法國的法律」：阿

爾及利亞、貝寧、布吉納法索、喀麥隆、中非共和國、查德、科摩羅、剛果共和國、吉布地、剛果民主共

和國、赤道幾內亞、法屬圭亞那、法屬波利尼西亞、加彭、甘比亞、幾內亞、幾內亞比紹、象牙海岸、黎

巴嫩、利比亞、馬達加斯加、馬利、毛利塔尼亞、模里西斯、馬約特、摩洛哥、新喀里多尼亞、尼日、留

尼旺、塞內加爾、塞舌爾、多哥、突尼西亞、萬那杜及瓦利斯群島和富圖納群島；3) 「芬蘭的法律」：愛

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4) 「英格蘭的法律」：安哥拉、巴林、波札那、蒲隆地、埃及、厄利垂亞、

伊索比亞、加納、約旦、肯亞、科威特、賴比瑞亞、馬爾他、莫三比克、奈及利亞、阿曼、巴基斯坦、卡

達、盧安達、聖多美、沙烏地阿拉伯、獅子山共和國、 

索馬利亞、坦桑尼亞、烏甘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英國、迦薩走廊西岸、葉門、贊比亞與辛巴威；5) 

「西非的法律」：南非、納米比亞、賴索托與史瓦濟蘭；6) 「瑞士的法律」：列支敦士登；以及 7) 「捷克

共和國的法律」：捷克共和國；以及 8) 「波蘭的法律」：波蘭。 

管轄權： 

以下例外情況新增至本節： 
1) 在奧地利；因本有限保固聲明引起與相關的所有爭議，包括其存在性，管轄權的選擇將是奧地利維也納

的法律管轄法院（市中心）；2) 在安哥拉、蒲隆地、埃及、厄利垂亞、肯亞、賴比瑞亞、馬爾他、巴基斯

坦、盧安達、聖多美、沙烏地阿拉伯、獅子山共和國、索馬利亞、坦桑尼亞、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葉門、

贊比亞與辛巴威；因本有限保固聲明引起或關於其執行的所有爭議，包括簡易訴訟程序，將提交英國法庭

的獨家管轄權；3) 在比利時與盧森堡；因本有限保固聲明引起或關於其詮釋或執行的所有爭議，只有您的

註冊辦公室和/或營業地點所在國家的法律、首都的法院具有管轄權；4) 在法國、阿爾及利亞、貝寧、布吉

納法索、喀麥隆、中非共和國、查德、科摩羅、剛果共和國、吉布地、剛果民主共和國、赤道幾內亞、法

屬圭亞那、法屬波利尼西亞、加彭、甘比亞、幾內亞、幾內亞比紹、象牙海岸、黎巴嫩、利比亞、馬達加

斯加、馬利、毛利塔尼亞、模里西斯、馬約特、摩洛哥、新喀里多尼亞、尼日、留尼旺、塞內加爾、塞舌

爾、多哥、突尼西亞、萬那杜及瓦利斯群島和富圖納群島；因本有限保固聲明引起或關於其違反或執行的

所有爭議，包括簡易訴訟程序，將由巴黎的商業法庭獨家裁決；5) 在南非、納米比亞、賴索托與史瓦濟

蘭；雙方皆同意關於本有限保固聲明的所有爭議將接受約翰尼斯堡高等法院的管轄權；6) 在土耳其；關於

本有限保固聲明或引起的所有爭議將由土耳其共和國伊斯坦堡 (Sultanahmet) 中央法院與伊斯坦堡執行委員

會解決； 7) 在以下規定的國家，關於本有限保固聲明的任何法律索賠，將提交由 a) 希臘雅典、b) 以色列台

拉維夫、c) 義大利米蘭、d) 葡萄牙里斯本，以及 e) 西班牙馬德里的具管轄權的法院審理；8) 在英國；我們

都同意將關於本有限保固聲明的任何爭議提交英國法院的獨家管轄權；9) 在列支敦士登；我們所

有的權利、責任與義務都由蘇黎世具有管轄權的法庭獨家裁決；10) 在捷克共和國「提交至具有管

轄權的捷克共和國法庭」以及 11) 在波蘭「提交至對 TGCS 註冊地點具有管轄權的法庭」。 

 



 

仲裁： 

以下新增至本標題之下： 

在阿爾巴尼亞、亞美尼亞、亞塞拜然、白俄羅斯、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保加利亞、克羅埃西亞、喬治

亞、匈牙利、哈薩克、吉爾吉斯、利比亞、馬其頓、摩爾多瓦、蒙特內哥羅、羅馬尼亞、俄羅斯、塞爾維

亞、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塔吉克、土庫曼、烏克蘭與烏茲別克，關於本有限保固聲明所引起或關於其

違反、終止或無效的所有爭議，將於維也納根據聯合商會國際仲裁中心仲裁與調解規則（維也納規則），

由根據這些規則委任的三名仲裁員裁決。仲裁在奧地利維也納舉行，法律程序的官方語言是英文。仲裁員

的決定將是最終且對雙方具有約束力。因此，根據奧地利民事訴訟法案第 598 (2) 段，雙方明確放棄該法案

第 595 (1) 段圖 7 的使用。然而，TGCS 可以在安裝國家的具管轄權法院提出訴訟。 

在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因關於本有限保固聲明引起的所有爭議，最終將由於芬蘭赫爾辛基舉行

的仲裁，根據現行的芬蘭仲裁法律裁決。雙方各指定一名仲裁員。之後二名仲裁員將共同指定主席。如果

仲裁員無法對主席達成協議，則赫爾辛基中央商會將指定主席。 

 

 

歐盟 (EU) 電池指令 

注意：此標誌僅適用於歐盟 (EU)。電池或電池包裝的標籤根據有關電池和蓄電池及廢棄電池和蓄電池的

「歐洲指令 2006/66/EC」(European Directive 2006/66/EC)。這個「指令」決定了適用於全歐盟的舊電池與蓄電

池回收循環架構。這個標籤適用於各種電池，指明電池在沒電時，必須根據該指令回收，不得丟棄。 

電池與蓄電池根據「歐洲指令 2006/66/EC」附加標籤，指示電池將在沒電時，個別回收再利用。電池上的

這個標籤也可能包含電池中相關金屬的化學符號（Pb 代表鉛，Hg 代表汞，Cd 代表鎘）。電池與蓄電池的

使用者不得以未分類的都巿廢棄物方式丟棄電池與蓄電池，必須利用客戶適用的回收架構，進行電池與蓄

電池的回收、再利用和處理。由於可能存在有害物質，將電池與蓄電池對於環境和人類健康所可能造成的

任何影響降到最低，客戶的參與至關重要。電池、蓄電池及電池組的零售價格包含廢棄物環保管理成本。

如需瞭解適當的回收和處理方法，請聯絡當地 TGCS 業務代表。 

 

以下條款適用於所有的 EU 國家： 

在 EU 購得的機器，保固應有效且適用於所有的 EU 國家，條件是該機器已經在相關國家公告與發售。 

丹麥、芬蘭、希臘、義大利、列支敦士登、荷蘭、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與 

瑞士 

 

賠償上限： 

以下完整取代本節的條款： 
除非強制法另有規定： 

a.  對於因履行本有限保固聲明規定或相關義務、或由於其他關於本有限保固聲明的任何原因而造

成的任何損害與損失，TGCS 的責任限於賠償因未履行該義務（若 TGCS 違約）或由於該等原因

而直接實際造成的經驗證的損害與損失，最高金額等於您為該機器所支付的費用。基於本項的

目的，「機器」一詞包含機器代碼與授權的內部代碼 (“LIC”)。 

上述的損害賠償限制不適用於 TGCS 依法應承擔之人身傷害 (包括死亡)、不動產或個人有形資產

的損害賠償責任。 

b.  在任何情況下，即使已經告知其可能性，TGCS 或其供應商、轉包商或轉銷商絕對不負責以下情

況：1) 資料的損失或損壞；2) 附帶或間接的損害，或任何經濟後續損害；3) 利潤損失，即使是

因產生損害之事件直接造成；或 4) 業務、營業額、商譽或預期節省的損失。 

 



 

法國與比利時 

賠償上限： 

以下完整取代本節的條款： 
除非強制法另有規定： 

a.  對於因履行本有限保固聲明規定或相關義務而造成的任何損害與損失，TGCS 的總共責任

限於賠償因未履行該義務（若 TGCS 違約）而直接實際造成的經驗證的損害與損失，最高金額

等於您為該機器所支付的費用。基於本項的目的，「機器」一詞包含機器代碼與授權的內部代

碼 (“LIC”)。此限制也適用於 TGCS 供應商、轉包商與轉銷商。這是 TGCS 與其供應商、轉包

商與轉銷商共同負責的最高金額。上述的損害賠償限制不適用於 TGCS 依法應承擔之人身傷害 

(包括死亡)、不動產或個人有形資產的損害賠償責任。 

b.  在任何情況下，即使已經告知其可能性，TGCS 或其供應商、轉包商或轉銷商絕對不負責以下情

況：1) 資料的損失或損壞；2) 附帶或間接的損害，或任何經濟後續損害；3) 利潤損失，即使是

因產生損害之事件直接造成；或 4) 業務、營業額、商譽或預期節省的損失。 

以下條款適用於特定的國家： 

奧地利與德國 

本保固的涵蓋範圍： 

以下取代本節第一段的第一個句子： 

TGCS 機器的保固涵蓋機器正常使用的功能，以及確保機器符合其規格。 

以下段落新增至本節： 
機器的最低保固期間是 12 個月。如果 TGCS 或您的轉銷商無法修理 TGCS，您可以改為要求降低價格（根

據機器因無法修理而價值降低）或是要求取消該機器的合約，並取得退款。 

 

TGCS 修正問題的方式： 

以下新增至本節： 
在保固期間，將故障的機器運送交付至 TGCS 將由 TGCS 負擔運費。 

賠償上限： 

以下段落新增至本節： 
本有限保固聲明所規定的限制與排除原則並不適用於 TGCS 因欺騙或重大過失所造成的損害，以及明確的

保固。 

以下句子新增至項目 “b” 的結尾： 
TGCS 根據本條款的責任限於在一般的過失情況下，違反重要的契約條款。 

 

愛爾蘭 

本保固的涵蓋範圍： 

以下新增至本節： 
除了這些條款與條件或 1893 年商品銷售法案第 12 節（依 1980 年商品銷售與服務供應法案（「1980 年法

案」）所修訂）明確規定以外，在此排除所有的條件或保固（明示或暗示、法定或其他），包括但不僅限

於由 1980 年法案所修訂之 1893 年商品銷售法案所暗示的任何保固（為避免疑義，包括 1980 年法案第 39 

節）。 



 

 

賠償上限： 

以下完整取代本節的條款： 
基於本節的目的，「違約」意指 TGCS 關於或對於本有限保固聲明，TGCS 應依法對您負責之主題事務（不

論是契約或侵權）的任何行為、聲明、遺漏或過失。許多過失共同造成或致使大致相同的損失或損害，將

視為於上次發生該違約日期所發生的一個過失。 

可能發生的情況是您有權因為違約而向 TGCS 取得賠償。 

此節規定 TGCS 的責任範圍與您的唯一救濟。 

a.  TGCS 將接受因 TGCS 的過失造成人員傷亡的無限責任。 

b.  以下 TGCS 不負責的項目一直都適用，TGCS 將接受因 TGCS 的過失造成有形財產之實際損害的

無限責任。 

c.  除了上述項目 “a” 與 “b” 所規定的以外，TGCS 對任何一件違約之實際損害的完整責任，

絕對不超過 1) EUR 125,000，或 2) 您因相關違約而直接為機器支付之金額的 125%，以較高者為

準。 

 

TGCS 不負責的項目 

除了上述項目 “a” 所提及的任何責任以外，TGCS、其供應商或轉銷商絕對不負責以下任何一項，即使已

經告知 TGCS 等相關損失的可能性： 

a. 資料的遺失或毀損； 

b. 特殊、間接或後續的損失；或 

c. 損失利潤、業務、營業額、商譽或預期的節省。 

 

波蘭 

本保固的涵蓋範圍： 

以下詞新增至第七段（粗體與大寫），在以下文字之後「包括但不僅限於」：RĘKOJMIA，南非、納

米比亞、波札那、賴索托與史瓦濟蘭 

賠償上限： 

以下新增至本節： 
TGCS 關於本有限保固聲明之主題事務涉及未履約的所有情況所引起的實際損害，TGCS 對您的完整責任將

限於您為向 TGCS 索賠之機器本身所支付的費用。 

土耳其 

本保固的涵蓋範圍： 

以下新增至本節： 
機器的最低保固期間是 2 年。 

英國 

賠償上限： 

以下完整取代本節的條款： 
基於本節的目的，「違約」意指 TGCS 關於或對於本有限保固聲明，TGCS 應依法對您負責之主題事務（不

論是契約或侵權）的任何行為、聲明、遺漏或過失。許多過失共同造成或致使大致相同的損失或損害，將

視為一個過失。 



可能發生的情況是您有權因為違約而向 TGCS 取得賠償。 

此節規定 TGCS 的責任範圍與您的唯一救濟。 

a.  TGCS 將接受以下的無限責任： 

(1) 因 TGCS 的過失造成的人員傷亡；以及 

(2)  違反 1979 年商品銷售法案第 12 節或 1982 年商品與服務供應法案第 2 節，或任一節的任何

法令修改或重新制訂等所暗示的義務。 

b.  以下 TGCS 不負責的項目一直都適用，TGCS 將接受因 TGCS 的過失造成有形財產之實

際損害的無限責任。 

c.  除了上述項目 “a” 與 “b” 所規定的以外，TGCS 對任何一件違約之實際損害的完整責任，

絕對不超過 1) 75,000 英鎊，或 2) 您因相關違約而直接為機器支付之金額的 125%，以較高者為

準。 

這些限制也適用於 TGCS 供應商與轉銷商。這是 TGCS 與相關供應商和轉銷商共同負責的最高金額。 

TGCS 不負責的項目 

除了上述項目 a 所提及的任何責任以外，TGCS 或其 

供應商或轉銷商絕對不負責以下任何一項，即使已經告知 TGCS 等相關損失的可能性： 

a. 資料的遺失或毀損； 

b. 特殊、間接或後續的損失； 

c. 損失利潤、業務、營業額、商譽或預期的節省；或 

d. 第三方對您要求損害賠償。 

第 3 部 - 保固資訊 

機器類型 購買國家保固期間 

保固服務類型 

保固服務之排程將視下列情況而定：1) 收到您要求服務的時間，2) 機器技術與備援，以及 3) 零件的可提供

性。請聯絡當地的 TGCS 代表，或在特定國家與地點代表 TGCS 執行服務的轉包商或轉銷商。 

保固服務類型 

類型 1 - 客戶可自行更換的裝置 (“CRU”) 服務 

TGCS 提供更換 CRU 給您，由您自行安裝。機器隨附 CRU 資訊與更換說明，且可以隨時向 TGCS 索取。 

CRU 指定為第 1 層（必備）或第 2 層（選配） CUR。安裝 

第 1 層 CRU 是您的責任。如果 TGCS 根據您的要求安裝第 1 層 CRU，將向您收取安裝費用。根據機器的指

定保固服務類型，您可以自行安裝或要求 TGCS 免費安裝 第 2 層 CRU。TGCS 在更換 CRU 隨附的材料中規

定，有瑕疵的 CRU 是否必須退回給 TGCS。在必須退回時，1) 退回說明與容器會隨附更換 CRU 運送，以及 

2) 如果 TGCS 並未於您收到更換品之後的 15 天內收到瑕疵的 CRU，可能向您收取更換 CRU 的費用。 

 

類型 2 - CRU 與現場服務 - 下個工作日回覆 

 

在 TGCS 酌量之下，您會接受 CRU 服務，或者 TGCS 或轉銷商將前往您的所在地點，修理 

故障的機器並確認其操作。您必須提供適合的工作區域，以允許 TGCS 機器的拆解與重新組裝。該區域必

須乾淨、照明充足且適合工作。 

 



TGCS 擁有權利對未發現保固缺陷（「NDF」）之任何服務通話收取費用。但如果您使用 TGCS 提

供的診斷工具報告出可能存在缺陷，或者您應透過 TGCS 聯絡維修技術人員，則不會對 NDF 通話付

費。TGCS 建議在報告問題之前先使用可用的診斷工具及問題確定方法。 

 

 

類型 3 - CRU 與快遞或車間服務 

在 TGCS 酌量之下，您會接受 CRU 服務，或者您將中斷故障機器的連接，並由 TGCS 安排收取。TGCS 將

提供您運送的容器，以便將您的機器運送至指定的服務中心。快遞將收取您的機器並交付至指定的服務中

心。在其修理或更換之後，TGCS 會安排將機器返回交付至您的所在地點。您負責安裝與確認其運作。 

 

 

類型 4- 進階的更換服務（進階的更換） 

在 TGCS 酌量之下，您會接受指定的 CRU 服務，或者 TGCS 將運送更換的機器至您的所在地點。您必須安

裝更換的機器，並負責自訂組態。您必須將故障的機器包裝放入原本裝有更換機器的運送容器，並將故障

的機器退回給 TGCS。TGCS 負責來回的運費。如果 TGCS 未於您收到更換機器之後的 15 天內收到故障的機

器，您可能必須支付更換機器的費用。您負責安裝與確認其運作。 

TGCS 保留針對退回未發現保固瑕疵（「NDF」）的機器向您收取費用的權利。但是，如果您使用 TGCS 提

供的診斷工具，且該工具報告可能存在瑕疵或您應聯絡 TGCS 派遣服務技術人員，則不會向您收取 NDF 召

喚的費用。TGCS 鼓勵您在報告問題之前使用可用的診斷工具與問題確認方式。 

 

類型 5 – 僅限零件保固 

在 TGCS 酌量之下，TGCS 將根據一般零件補充流程提供更換零件。您必須負責透過 TGCS 或當地服

務提供者安排零件的更換。零件退回政策可能因國家而異。   

 

類型 6 - CRU 與現場服務 - 當日回覆 

在 TGCS 酌量之下，您會接受 CRU 服務，或者 TGCS 或轉銷商將前往您的所在地點，修理 

故障的機器並確認其操作。您必須提供適合的工作區域，以允許 TGCS 機器的拆解與重新組裝。該區域必

須乾淨、照明充足且適合工作。可能會有差旅限制。  

 

類型 7 – Toshiba D10，T10，ET1， ED1 保固 

若要獲得 D10 和 ED1的保固服務，請聯絡服務中心：www.d10.mic.com.tw 

若要獲得 T10 和 ET1的保固服務，請聯絡服務中心：service.ebn.com.tw/tgcs 

 

您應提供與有缺陷之產品相關的資訊。需要的資訊包括機型、序號、發票號碼、裝運日期，並盡可能提供

有缺陷之產品的圖片。   

 

服務中心將自行酌量維修或更換主機板、裸機、小板、電源或其他零件。產品的電纜和機械零件，包括主

機殼、軌道、散熱器、I/O 罩等，不在本保固的範圍內。  

產品將運輸至服務中心進行更換或維修。從您的地點到服務中心的單程運費由您支付。如果在寄回的產品

中未發現缺陷，如果問題原因是 (a) 使用者的物理損壞，(b) 使用原裝產品中未包含的外部元件，(c) 使用者

誤用，(d) 不適用的電源或環境條件，(e) 正常磨損，或 (f) 在運輸到服務中心的途中損壞，您將完全負責產

品寄回您的地點所產生的全部費用。服務中心對產品在運往維修的途中所發生產品損失或損壞不承擔責

任。建議購買保險。 

服務中心將在收到產品後大約 14 個工作日寄回維修的產品。如果需要更換 CPU、DIMM、HDD、電源等零

件，則在收到產品後大約 30 個工作日寄回。   

服務等級 

http://www.d10.mic.com.tw/


以下規定的服務等級僅是回應時間目標，並非保證。所規定的服務等級並非全世界各地皆可用。TGCS 的一

般服務區域以外可能需收費。 

回應時間是根據當地標準的工作日與工作時段。除非另有規定，所有的回應都是從客戶聯絡 TGCS 進行問

題判定的時間開始，直到 TGCS 以遠端解決問題或安排執行服務的時間為止。 

 

下個工作日保固服務 (NBD) 是根據商業合理的努力，在服務要求的下一個工作日結束之前回應服務要求。  

進階更換 (AE) 是根據在可提供服務的情況下，於下個工作日交付更換機器。這是根據當地快遞的運送能

力，且可能因國家而異。進階更換並未提供於所有的國家。  

僅限零件保固提供於特定的國家。根據僅限零件保固，TGCS 將根據一般零件補充流程提供更換零件。您必

須負責透過當地服務提供者安排零件更換的服務。零件退回政策可能因國家而異。   

開箱保固提供於特定國家的特定機器。根據開箱保固，所規定的服務等級期間將始於機器的首次成功送電

與開機。   

當日保固服務 (SDS) 是根據商業合理的努力，當日回覆服務要求。該服務等級是一年 365 天提供，可能會

有差旅限制。 

TGCS 鼓勵您使用所提供的遠端支援技術。若無法安裝與使用遠端連線工具與設備以進行直接問題通報、遠

端問題判定與解決，可能會由於資源的要求而造成增加服務等級的回應時間。 

產品可以提供服務升級，以強化保固的服務等級或是延長保固期間。如需更多詳細資訊，請聯絡 TGC

S 或核准的 TGCS 服務提供者。   

可選服務選項為對取代基本保固之服務的更新。 

第 4 部 - 保固資訊 

產品保固表 

機器類型 機型 安裝國家/地區 保固服務類型

（如需詳細資

訊，請參閱上述

第 3 部分 - 保固

資訊 

保固期限 

4810 TCx300 P

OS 
361,371,381,391,E6

1,E71,E81,E91 

第 1 組、第 2 組、第 5 

組 

2) CRU 和現場 – 

5x9 下一個工作

日 

1 年 

4818 全合一 P

OS 系統 

T10, ET1 全部 7) Toshiba D10/T1

0/ET1 保固 

3 年 

4820 SurePoint 

觸控顯示螢幕 

21W, 21G, 51W, 51G, 

2LW, 2LG, 5LW, 5L

G, 2NW, 2NG 

第 2 組、第 5 組 2) CRU 和現場 – 

5x9 下一個工作

日 

1 年 

4820 SurePoint 

Touch Display 

2DW, 2DG, 5DW, 5D

G, 2AW, 2AG, 5AW, 

5AG 

美國 3) CRU 和現場或

儲備 
1 年 



4828 TCx 810E T2C, E2C, T25, E25 全部 2) CRU 和現場– 

5x9 下一個工作

日 

1 年 

4888 自助結賬

系統 6 

全部 美國和加拿大 6) CRU 現場 –  

7X24 當日 

90 天 

4888 自助結賬

系統 6 

全部 全部 2) CRU 和現場 – 

5x9 下一個工作

日 

1 年 

4900 TCx700 

系統單元 

全部 全部 2) CRU 和現場 – 

5x9 下一個工作

日 

1 年 

4900 TCx700 

系統單元 

全部 美國和加拿大 6) CRU 現場 –  

7X24 當日 

1 年 

6145 TCx 印表

機 

1TN, 2TN, 2TC 第 1 組 4) 進階交換 1 年 

6145 TCx 印表

機 

1TN, 2TN, 2TC 第 2 組、第 5 組 2) CRU 和現場 – 

5x9 下一個工作

日 

1 年 

6145 TCx 印表

機 

1TN, 2TN, 2TC 第 4 組 5) 僅零件  

6145 TCx 會計

印表機 

1TX 第 5 組 2) CRU 和現場 – 

5x9 下一個工作日 
2 年 

6149 TCx 多點

觸控顯示螢幕 

5CR, 5SR, 5NR, B0N, 

B0T, B1T, W0N, W0

T, W1T 

第 2 組、第 5 組 2) CRU 和現場 – 

5x9 下一個工作

日 

1 年 

6149 TCx 多點

觸控顯示螢幕 

5CR, 5SR, 5NR, B0N, 

B0T, B1T, W0N, W0

T, W1T 

第 4 組 5) 僅零件 1 年 

6149 TCx 多點

觸控顯示螢幕 

5CR, 5SR, 5NR, B0N, 

B0T, B1T, W0N, W0

T, W1T 

第 1 組 4) 進階交換 1 年 

6149 TCx 多點

觸控顯示螢幕 

5CD, 5SD, 5ND 第 1 組 3) CRU 和快遞或

儲備 

1 年 

6200 TCx 800 

一體機 

10C, 11C, 13C, 103, 1

05, 113,115, 133, 13

5, 107, 117, 137, EO

C, E1C, E3C, E03, E0

5, E15, E33, E35, E0

7, E17, E37 

全部 2) CRU 和現場 – 

5x9 下一個工作

日 

1 年 

6201 TCx 800 

一體機 

25C, E5C, 26C, E6C, 29

C, E9C, 253, E53, 263, 

E63, 293, E93, 

全部 2) CRU 和現場 – 

5x9下一個工作日 

1 年 



255, E55, 265, E65, 295, 

E95, 257, E57, 267, E6

7, 297, E97 

6900 Pro-X Kio

sk 

1K0 第 1 組、第 2 組、第 5 

組、澳洲、紐西蘭 

2) CRU 和現場 – 

5x9 下一個工作日 
1 年 

6800 自助結賬

系統 7 

100, 110, 1K0 美國、加拿大 6) CRU 現場 – 7

X24 當日 

90 天 

6800 自助結賬

系統 7 

100, 110, 1K0, 200, 2

10, 2K0, 2B0, KAS 

全部 2) CRU 和現場 – 

5x9 下一個工作

日 

1 年 

     

 

上述表格提供「有限保固聲明」中「第 3 部 - 保固資訊」的特定產品專屬資訊。在某些情況下，

可以在購買產品時選擇替代服務級別和/或持續時間來代替這些基本保固範圍。  
   

 

表中使用的縮寫 

 

第 1 組 = 奧地利、比利時、丹麥、芬蘭、法國、德國、愛爾蘭、荷蘭、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國、美國 

第 2 組 =阿根廷、澳洲、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保加利亞、巴林、巴西、加拿大、柬埔寨、智利、中國、

哥倫比亞、克羅埃西亞、賽浦路斯、捷克共和國、厄瓜多爾、埃及、愛沙尼亞、斐濟、希臘、香港、匈牙

利、冰島、印尼、印度、義大利、日本、南韓、歌威特、拉脫維亞、立陶宛、盧森堡、澳門、馬其頓、馬

來西亞、墨西哥、摩洛哥、緬甸、紐西蘭、挪威、巴基斯坦、秘魯、菲律賓、波蘭、葡萄牙、波多黎各、

羅馬尼亞、俄羅斯、沙烏地阿拉伯、新加坡、斯洛維尼亞、斯洛伐克、南非、瑞士、台灣、泰國、阿拉伯

聯合大公國、烏拉圭、越南 

第 3 組 = 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安哥拉、荷屬安地列斯、孟加拉、巴貝多、貝里斯、不丹、玻利維

亞、喀麥隆、哥斯大黎加、多明尼加共和國、薩爾瓦多、福克蘭群島、法羅群島、迦納、格陵蘭、瓜地馬

拉、關島、大溪地、洪都拉斯、伊拉克、以色列、約旦、哈薩克、肯亞、吉爾吉斯、黎巴嫩、馬達加斯

加、馬拉威、馬爾地夫、馬爾他、摩納哥、莫三比克、納米比亞、尼泊爾、尼加拉瓜、尼日、奈及利亞、

阿曼、巴拿馬、巴拉圭、卡達、盧安達、塞內加爾、斯里蘭卡、蘇利南、塔吉克、千里達及托巴哥、突尼

西亞、烏干達、委內瑞拉、尚比亞、辛巴威、西岸、/迦薩/巴勒斯坦 

第 4 組 = 亞美尼亞、亞塞拜然、白俄羅斯、喬治亞、摩爾多瓦、塞爾維亞、烏克蘭、烏茲別克 

第 5 組 = 土耳其 
 
*保固服務類型**：  

1) 客戶可自行更換組件 (CRU)  

2) CRU 與現場服務 - 下個工作日（5x9 下一個工作日）  
3) CRU 與快遞或儲備服務  

4) 進階更換 

5) 僅零件保固 

6) CRU 與現場服務 – 當日 

7) Toshiba D10 和 T10 保固 

8) CRU 與現場服務 - 下個工作日（7X24 下一個工作日） 

 

 

服務等級：  

服務等級因國家而異，請聯絡您當地的 Toshiba 代表以瞭解其他的資訊。  



 

** 請參閱「TGCS 有限保固聲明」中的「保固服務類型」及「服務等級」，以取得保固服務類型及服務等

級的相關說明。  

 

以下的 TGCS 網站以多種語言提供本有限保固聲明：https://commerce.toshiba.com。  

 

您也可以向 Toshiba 業務代表、Toshiba 轉銷商索取本有限保證聲明副本，或透過以下 TGCS 網站提交一般查

詢聯絡 TGCS：https://commerce.toshiba.com。 
 

*** 下列委託成品製造商 (OEM) 生產的感熱紙已由 TGCS 確認可用於 6145 2TC/2TN 及 6145 1TN 印表

機。未遵照本列表者可能導致保固失效。 
http://tgcs04.toshibacommerce.com/cs/groups/internet/documents/document/bwfs/lxbh/~edisp/toshiba-approved

-thermal-paper.pdf?_ga=2.246925124.170814376.1616511560-166850103.1578578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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