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條款
I.

II.

條款與條件
2022 年 4 月 12 日-5 月 12 日（UTC+8）期間，參加者可參加 MSI 獎勵計劃
下的“MyMSI membership app 下載推廣”活動。您必須滿足條件並完成以
下步驟才能獲得獎勵：完成“APP 留評論抽好禮”、“轉盤抽抽樂”或
“集氣吧！會員們！”的 MSI 獎勵會員開放活動期間的活動有資格參加參
與活動的抽獎。為了公平起見，每個抽獎活動都與其他活動幸運抽獎不同
且名額分開。
合格地區：全球，不包括義大利和中國。
APP 留評論抽好禮
在 APP store 或是 Google play store 留下 5 星好評即可獲得 50 點! 只要撰
寫 50 字以上的好評，寫下您最愛的產品特色，將抽出 10 位幸運兒!一起來
為自己贏得價值$72 美元的 STEAM 禮物卡。

2022 年 5 月 20 日（UTC +8），MSI 將從符合條件的參與者中隨機抽取中
獎人， STEAM 禮物卡將發送到每位獲獎者的註冊信箱。
III. 抽獎活動
您必須成為 MSI 會員並且下載 MyMSI membership 應用程式。
轉盤抽抽樂
• 下載並登入 MyMSI membership 應用程式的 MSI 會員可以獲得玩轉盤的資
格。登入 MyMSI membership 應用程式並玩轉盤抽抽樂遊戲將使參與者隨機抽
獎。符合條件的參與者有機會贏取以下獎品：
• 一千 (1000) 位幸運兒會抽到 100 點 (機率: 5%).
• 三十 (30)位幸運兒會抽到$12 美元 STEAM 禮物卡(機率: 0.25%).
• 三十 (30)位幸運兒會抽到$33 美元 STEAM 禮物卡 (機率: 0.125%).
• 四十 (40)位幸運兒會抽到$72 美元 STEAM 禮物卡 (機率: 0.0025%).
2022 年 5 月 20 日（UTC +8），MSI 將從合格參與者池中選出 1100 名獲勝
者。 STEAM 禮物卡將發送至每位獲獎者的註冊信箱。
集氣吧！會員們！
本次會員獎品，活動將根據 MyMSI membership 應用程式下載量進行獎品升
級，順序如下：
應用下載量達到 10K：MPG Z690 FORCE WIFI 豪華組合 *1 幸運兒
應用下載量達到 30K：GeForce RTX™ 3060 Ti VENTUS 2X 8G V1 LHR*1 幸運兒
應用下載量達到 50K：Katana GF66 *1 幸運兒
應用下載量達到 100K：
 MEG Trident X 12th*1 幸運兒
 Optix MPG341QR *1 幸運兒
 $72 美元 STEAM 禮物卡*10 幸運兒

在 5 月 20 日 (UTC +8), MSI 會隨機抽出 15 位幸運兒
抽獎的獲獎者將在活動頁面上公佈，該頁面位於
https://tw.msi.com/Landing/app-mymsi
MSI 將在一 (1) 週內通知每位獲獎者。 MSI 將與每位獲獎者聯繫以確認寄送
資訊，例如姓名、地址（無郵政信箱）和電話號碼。如果獲獎者未在五 (5) 個
工作日內回覆 MSI 的通知，則該獎品將被視為沒收，MSI 將隨機選擇一名新
獲獎者。由於清關原因，實物獎品可能需要八 (8) 週或更長時間才能送達。
MSI 不對因提供的訊息不正確或缺失而造成的任何損失或延誤負責。獲獎者自
行承擔其自己的聯邦、州或地方稅費、費用和附加費。
1. 隱私權政策
在活動與產品註冊過程中，我們可能會要求您提供資訊，包含（但不限於）您
的電子郵件、姓名、產品序號、兌換代碼、購買資訊， 以及其他您自願提供的
資訊。 此外，我們可能會透過 Cookie 或網站內置的分析方法間接收集您的資
訊。我們收集的資訊將透過 以下方式使用：舉辦本活動、確認您的資格、在需
要時與您聯絡、 確保可以將獎品寄送給您、 在雙方關係持續期間儲存已註冊
的產品數據（例如，當您使用我們的服務時，例如保固、eDM 通知等），以及
僅用於內部市場研究以開 發改進的產品與服務。您的資訊將不會與第三方共
享，除非：i) 第三處理方，例如我們的因特網與網站服務商，以便我們舉行本
活動；或 ii) 在必要時向法律與主管單位（例如法院或警察）報告或響應實際
或疑似違反適用法律的行為。
由於我們的業務具有國際性，因此我們會根據這條款與條件所規定的目的， 在
MSI 集團內部以及如上所述的第三方之間傳輸資訊。因此，我們傳輸資訊的目
的國家，其法律與 數據保護合規要求可能與您所在國家不同。
MSI 的隱私權政策詳細說明如何使用及處理您的資訊，請造訪
https://www.msi.com/page/privacy-policy. MSI 隱私政策構成本條款與條件的一
部分，在此引用並具有全部效力。
2. 訂閱 eDM
可能會詢問您是否要加入 MSI 的 eDM 電子郵件列表，以接收 MSI 產品新聞
或服務更新。如果您不想加入此訂閱清單，請不要核選「訂閱」或類似標題的
複選框。
3. 參加者授權
對於任何您為本活動可能提供的數據，包含但不限於圖片、影片、評論、內
容、評論、反應與書面資料（如適用）（統稱「提交的資料」）， 您在此授予
MSI 及其全 球子公司永久、不可撤銷、免權利金、已繳足費用、全球、可再授
權的權利， 以 MSI 決定的任何合法合理方式使用 、重製、複製、分發、創作
衍生作品、公開展示及 表演，以及以其他方式使用或利用提交的數據，並受

MSI 隱私政策的規範。
4. 參加者聲明與保證
您在此聲明並保證：
您提供的資訊準確無誤
您具有報名參加本活動的全部資格、行為能力、權力與權利，並根據本條款與
條件進行必要的授權、聲明與保證
您已獲得併將維持上述所有適用的必要核准、同意、許可、授權與豁免，以便
授權 MSI 及其子公司
您報名參加本活動符合所有適用的法律規定
5. 參加者賠償
如因您實際或被控違反本條款與條件中的任何陳述、擔保或承諾，而引起或與
之有關的任何第三方索賠、調查、訴訟，或其他法律或行政訴訟 ， 您應為
MSI、其關係企業，及其受讓者、指派人、董事與代理人辯 護、提供賠償，並
使其免受任何與全部責任、損害、判決、成本、支出 與費用（包含合理的律師
費）
6. 參加者確認與同意
您在此確認並同意
MSI 保留唯一的自由裁量權
在最終且確定的基礎上，確定參加者是否善意滿足了活動要求。為了說明目的
而不限制任何其他條款，MSI 可能取消參加者的資 格： a) 如果活動或產品註
冊不完整，b) 如果不符合活動資格 要求（例如適用的產品系列或地區限制）；
c) 如果提供的文件 為偽造、 欺詐或無效； d) 如果使用自動程序代碼、腳
本、插件 ，或其他方式報名或完成活動註冊；e) 如果參加者沒有法律行 為能
力參加 本活動，或者 f) 如果報名參加本活動觸犯或涉犯法 律或為非法行為
以類似價值的品項替代獎品，恕不另行通知
更改、刪除或增加任何這些條款與條件，恕不另行通知
對於任何人因獎品及其使用引起的任何損失、不滿或損壞，MSI 不具且不負任
何責任。得獎者不得向 MSI 提出任何索賠
對於因機械、技術、電子、通訊、電話、計算機、硬件、因特網，或軟件錯
誤、故障，或任何形式的故障， 而導致中獎通 知的任何延遲、錯送、遺失或
失敗，MSI 不負任何責任。在此情況下，得獎者無條件放棄 其獲得獎品與任何
相關補償的權利。
7. MSI 保固排除條件
MSI 獎品依照「原樣」提供，沒有任何形式的明示或暗示，包含對適銷性、非
侵權性或特定用途適用性的保證。
8. 有限责任
在適用法律所允許的最大範圍內，如有任何特殊、具後果性、信賴、間接、偶
發、懲罰性，或懲罰性的損害， 無論是否可預見，包含但不限損失的利潤、收

入、商譽或更換成本，對於任何索賠（無論是基於合約規定、 保固、疏忽或其
他侵權、違反任何法律，或其他）， MSI 均不向您負任何責任
9. 其他
本條款與條件受台灣法律管轄與解釋，無論是否具有法律原則衝突，因活動與
這些條款引起的所有爭議均應由台灣 台北地方法院裁定。由管轄法院作廢的任
何規定應予刪除，其餘條款與條件將保持全部效力。如果 MSI 未執行本條款與
條件下的任何權利，不應視為放棄。對於因超出合理控制範圍而導致任何無法
履行的請況，MSI 不負任何 責任。您不得將本條款與條件讓渡或轉讓給任何其
他第三方；所有未經授權的讓渡均屬無效。本條款與條件構成 各方之間對於活
動的完整協議，並取代先前任何口頭或其他協議、溝通、聲明或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