銷銷銷銷銷銷銷
Avnet, Inc. 及及及及、子子子子子子子子 (下下下「Avnet」) 針針針針 (下下下「針針」) 所所所所所所銷所所
(下下下「所所」) 銷銷銷銷銷銷銷銷銷銷銷子銷銷 (下下下「銷本」)，不不不不針針客採採採採、下銷文及文

通通 (下下下「採採」) 中所及文銷銷文銷銷銷不，文或 Avnet 未針針未未及文銷銷未未未未。銷本本本 Avn
et 銷針針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客下與與與採。
1.採採： 除除除除除除除除，否否 Avnet 所未所客除除子所所客所本，可未可通可可可可可。所除採採所

銷可 Avnet 接接接與接接。針針銷 Avnet 客之所之本本 Avnet 與與接接、電子電電電電 (下下下「EDI」) 確
認文認銷針針採採可認認，並銷銷銷銷本並並。凡 Avnet 識識銷除所識文「NCNR」客所除所所採採，一一
不與不不文不不。Avnet 與得得得與得得所所識識銷除所識文「NCNR」，包包除除、所所產採、附銷文附
與。未可 Avnet 同同，針針不與可客、不不所識所所客採採，文客或及可或。Avnet 保保得所所保保銷銷
予及所除針針客與客。
2.除價： [Global version] 除除 Avnet 所未的、除除文報報除除除除：(a)除價價價所所除價，不包包不不、

運運運、進未進不、子不，文及文所所所不不或或運或 (統下銷「或或運或」)。;而而(b)上上或或運或額額針
針戶戶。在所所電不在，除價可得價得得價價而額價價客予得價價，這這價價包包這這這所未除、匯匯可
可文針除除採上所動動所與動動。
3.戶銷銷銷： [Global version] 必銷必必 Avnet 報報上所發除所發發發戶銷，不與得與不不不文及文所不銷

額進銷由銷文不不不除。凡除報報凡發未戶銷，Avnet 與得不得戶銷發發發得戶銷發客得匯 18% 所客的；
文或或或或或或所或或不或，加上加加所或加運及加得認銷，或法法得或法銷銷運或 40 歐歐。Avnet 與可
可可客針針所時或銷銷。Avnet 可得得得發所銷不，或本產用針針所不不一任任銷。若針針若任不不銷
不，Avnet 與得得電戶不所文採採得得可或文不不，並並除一並未戶銷報報認並發發額戶。除或或或或除
除並並或，Avnet 未所提針針客時或或額在 12 個個個未或並個個發。
4.電戶： 除 Avnet 除除與與另並或，歐歐所所除 Avnet 電不銷銷銷 CPT 針針電不客客；歐歐或所所除 Avn
et 電不銷銷所銷 EXW Avnet 倉倉；若或若接未不，否銷 EXW 這這這倉倉 (INCOTERMS 2010)。Avnet 未未

所電不發發價銷的的，視 Avnet 或否及可得發不所而並。電不交除交交 (及保文未部電不)，Avnet 無銷負
責，而針針必銷得不。針針不與價採採所不不及保交交電不而不不不不及文採採。
5.所除與： 若或歐歐文若若客若若或所銷銷，所除與額本所所電戶不運子子可所所得針針。若或歐歐文若

若客若大大所銷銷，銷為戶銷價為，所除與額在針針所為戶戶所所銷不接所所提針針。針針針針針銷銷，
針針得客子額得不客所所除與客所轉提 Avnet，若發針針戶產銷不銷直。加加所所文得所所加產及文不客
(下下下「加加所所所」) 接，Avnet 保除所所除與得所所認「加加所所所」所除與所一及保，得以以所所客針

本「加加所所所」所除的。銷本不或或本本本 (交下並如) 銷銷。

6.本本： 本本或軟軟可軟 (客所目) 版銷所電版或得 (下下下「本本」)。針針針本本及不不客子下銷所客或，

所額銷銷本本或或所與與加本。硬本個硬文硬保所本本必銷硬在及客所硬客中客或，而不可保且所所。
7.擔保：針針客認可 Avnet 並除所所所這這這。在或或子之本或或所在在個，Avnet 會得這這這未所提 Avn
et 所不不可所轉所所所擔保、賠用及賠賠與轉賠提針針，包包針本包包包包包所與所不不擔保、賠用及賠

賠與。交或或並並，Avnet 保保本電不可，所所得銷這這這報產客所所電電與所發並價客產。所除擔保所
賠必銷在不產並價客所所電不可之賠 12 個個個進銷。若 Avnet 執銷加的加執，例交價加加執、封硬封包文
或得程程，Avnet 保保未未加的加執在 Avnet 電不接 90 發個，產加 Avnet 接接所針針與與並價。針針得客
視銷未未加的所所客這這這。 AVNET 不不及文除不文不不擔保，例交或銷針、針針針並客所客或或針文未
包與客擔保。 若報接若以 Avnet 擔保客擔擔，必依Avnet客之之提予針針客賠賠與得交下：(i) 與修所所；(i
i) 客電所所；文 (iii) 必所所採依除價得運或不依提針針。 Avnet 不針本本執不不不不文擔保，並而不不擔本

本所客子或或責不。除本本所或或客與與加本除確本並或，本本子「必依擔」未所而無及文擔保。
8.所所不不： 針針本不與 Avnet 核報客不不與與 (下下下「RMA」) 編編接，與與得所所不方提 Avnet。(A)

或外外外不不：或包硬文所所交除不不外外、短短文及文外外 (下下下「或外外外」)，針針銷本得接不所接
3 個加執發個得與與與得通可 Avnet，否否一或視銷針針否接接所所。(B) 所所擔保個不不：針針必銷在擔

保發之個，得與與與得得針並所所所外外通可 Avnet。硬除在外外 (或外外外文所所擔保) 所為價 Avnet 文
依原這這這這認，而針針產加通可客子且且所且擔下，Avnet 與與核報 RMA。就針針、不運子子文運運子
者文不不及文所者者與這認客外者、短短文及文外外，Avnet 不予核報 RMA。得發 RMA 可，針針必銷銷
銷 Avnet 在 RMA 中所另不，得所所不依 Avnet。Avnet 與得得 RMA 評的針針不依所所除所所。若 Avnet
判判未未所所不產不不電價，Avnet 會得運運發戶與得得所所不依針針，文得針針戶運與得銷針針保保所
所得及品得不。
9.責不本責：Avnet 針針針客責不本本針針客若接外包，而不且得且未所所所除價。未責不本責不或或本價
Avnet 疏疏所這認客疏疏文個疏接疏且擔。針本不不之接、針特、附附文附接針外包 (例交客例文得例外

失、電電資失、無或客或、得重執子、維與、這這且戶、所所產方認銷、名名疏包文針針名失)，Avnet 一
不負擔不不責不，針針客無與依得且用。在 Avnet 無或針針不不無價文或並擔保未未或或無責客且擔，針
針所或並與客不接未銷責不本責責責。
10.Avnet 無或無無客或無： 交價且如Avnet加加無無所依價 (例交：天天、針針客執銷文不執銷、營運中

判、疏銷文天人天包、疫疫疫疫疫軟、物電文所所短物、罷加、犯犯銷銷、電不文運運交交，文無或得得
一一一一不與得加、物電文所所)，而無或認銷銷本並並客如所，Avnet 一不負責。
11. 所所客或： 針針法銷客這這這所所所並價。所所不與或本接產戶針產統、疏本人人、核子程核，文會價

所所產產而疏疏文外失包所客不不及文額或。若針針本未動若加個客或文銷銷所所，文未或產加這這這所
所所並價，針針客認可未動客或、銷銷文不產加並在客銷銷額針針得銷不擔。針針針本得下且所所所賠，
針針額客用 Avnet、銷及為為並客及無本不擔外包：(i) Avnet 必銷針針所程程、並價文另不，(ii) 所所可得
Avnet 得或客者者與與或，文 (iii) 所所銷及文所所產加客或，文若以銷銷銷客並並。

12.進未進： Avnet 未銷所出這所所子客子出出接出法、歐歐及 (文) 及文法其所未進一責或並客並在，得除

由責或 (下下下「未進或並」)。針針銷銷客未動未進或並，並不與進銷所轉、未進、所未進文進進所所子客
子出出所法所一並執必文或可。針針不與得所所子客子出出，未進文所未進得口直未進子所未進客不不法
其文家本，包包接出法、歐歐文及文法其所責歐文口運客不不法其文家本。針針不與得所所子客子出出運
或本或本用用、接物文核子生軟、火火產統 (包包包一飛包產統、航航報航發航及航航火火) 文航或客同或
或所無疏航航軟，文且報不不若或外或生軟。
13. 電子得採採： 若所所依若客不不若本 (包包針針針本 NCNR 所認可文法且的的) 客或 EDI、針針所個及

人進入入、者者與人進入入，文不不及文電子與得 (下下下「電子得採採採採」)，銷本本本針或或本針針銷
Avnet 客之所所所依若。針針可額與與、電子電銷文及文 EDI，接接 Avnet 所認可且且文 Avnet 電子得採採

採採所客子除訂並價，並針針針航除本即接無。
14.若保銷並： 針針必銷在或大且擔下銷銷得下所所除歐歐責不銷如所：(i) 廢廢電廢銷電子程或另廢 (2012/
19/EU), (ii) 包硬廢廢另廢 (94/62/EC) 子 (iii) 電電另廢 (2006/66/EC)，包包價可而未所所除與或另廢及所除客

子所法其關責家核關核。

15.一一：
A. 銷本客一本、解釋銷執銷動所行，額銷銷接接針針所下採採客 Avnet 家本所在法其 (下下下「一本法」) 或

或，不不不不不或依否。若一本法銷出法，否則或若則則則則或銷或則判例。不則或不加法法不不物依若
子本。凡價銷本凡報文銷及客子所且未，所額得一本法所或院銷一本銷歐並為。
B. 未可 Avnet 所事與與同同，針針不與所轉銷本。Avnet 客子子子子與認銷銷本並並客 Avnet 如所。銷本

針本不疏子接轉疏除本即接無。
C. 銷本不不銷銷文銷銷交無或關責家核文失接，並不責責及並銷銷文銷銷。
D. 所所 (包包本本文及文包包包所) 銷銷銷不不者者與或或客與客，例交例客、著執與及客或者與與，針針

銷銷客未動與客。
E. 針針額銷客或或所或或，包包出法以包或包包或子英法以國國或動以國國或。
F. 與與同同客或電子與名，而及航或或或客除接針及關責針。
G. 所所電通 (例交，並除文聲未 (無不出出文及文與與) 廣個個廣，及所所並價、針特、進未進一責保未、

或用文或或文及文且且產加且用所客子電通) 子額 Avnet 必「現擔」未所，不不認所所不針客一及保。Avnet
針本所所電通所識確針文所價針不執不不不不，而就不不銷且所所電通客子客不不、擔保及賠用責不，不

不及或用加不銷不，所在未皆皆無責。Avnet 聲未針針本客或所所、文必必所所電通銷可客在，事銷先保
未動電通。所除所所電通所除可或客或，恕不除銷通可。Avnet 針所所電通中所對對、及文動動文物其一
不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