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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Y19 Q3 Autodesk – APAC 促銷： 

加購享優惠：加購第二個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基於 SRP* 有機會享有高達 7 折* 優惠 

適用於 Autodesk 客戶的常見問題 (FAQ) 
 

在限定的時間內，若您按全價* 新購或者續展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就有機會在加購新的 SRP 

價格* 相同或較低產品之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時，基於 SRP* 享有 7 折* 優惠。適用某些條款

與條件。請參閱以下內容。 

 

一般條件 

 

1. 什麼是 FY19 Q3 Autodesk 一同訂購更優惠：加購第二個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基於 SRP* 有

機會享有高達 7 折* 優惠？ 

自 2018 年 8 月 7 日 (含) 到 2018 年 10 月 19 日 (含) 期間訂購任何合格產品 12 個月或

更長期限的新固定期限使用授權的客戶，有機會以建議零售價 (SRP) 高達 7 折* 的促銷折扣* 

加購另一個新的 SRP 價格* 相同或較低之產品的固定期限使用授權。僅加購之固定期限的使用

授權，適用此促銷折扣。請參閱表格 1 以取得合格產品清單。 

 

在 2018 年 8 月 7 日 (含) 到 2018 年 10 月 19 日 (含) 期間續展任何合格產品固定期限使

用授權合約的現有客戶，有機會基於建議零售價 (SRP) 高達 7 折* 的促銷折扣* 加購另一個新

的 SRP 價格* 相同或較低之產品的固定期限使用授權。客戶需要續展同一合約內所有即將到期

的固定期限使用授權，才能按促銷折扣價新購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僅加購之固定期限的使用授

權，適用此促銷折扣。請參閱表格 1 以取得合格產品清單。 

 
重要條件： 

• 只有新購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才有機會以折扣價* 購買第二個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但

不要求 Autodesk 訂單編號必須相同。 

• 以折扣價* 購買第二個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僅限於 SRP 價格* 相同或較低之產品，且

有效期限與合格的固定期限使用授權的期限相同。 

• 適用《計劃和政策指南》中第 2.6 節載明的所有標準續展政策。 

 

 

 

2. 客戶可在何處瞭解更多有關訂購客戶權益的詳細資料？ 

客戶可以前往 www.autodesk.com.tw/subscription.com 以瞭解更多有關訂購客戶權益的詳

情。 

 

 

http://www.autodesk.com/subscrip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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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哪些國家/地區享有優惠資格？ 

此優惠適用於東南亞國家聯盟、中國、香港、印度、台灣。 

 

 

4. 哪些產品符合折扣資格？ 

同時新購或續展下列產品的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時，有機會基於促銷折扣價*加購下列產品的第二

個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請參閱表 1，取得詳細的合格產品清單。 

 

表 1 

 
合格的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產品 第二個固定期限的

使用授權之折扣 
合格國家/地區  

一般設計 Autodesk® AutoCAD® including 

specialized toolsets 

高達 7 折* 東南亞國家聯盟、 

中國香港、印度、台灣 

LT 系列  
AutoCAD® LT/AutoCAD® LT for Mac 

高達 7 折* 東南亞國家聯盟、 

香港、台灣 

Revit LT™ 
高達 7 折* 東南亞國家聯盟、 

香港、台灣 

AutoCAD Revit LT™ Suite 
高達 7 折* 東南亞國家聯盟、 

香港、台灣 

行業軟體集 
工程建設軟體集  高達 8 折* 東南亞國家聯盟、 

中國香港、印度、台灣  

產品設計與製造軟體集  高達 8 折* 東南亞國家聯盟、 

中國香港、印度、台灣  

傳媒娛樂軟體集 高達 8 折* 東南亞國家聯盟、 

中國香港、印度、台灣  

AEC 
Navisworks® Manage  

高達 9 折* 東南亞國家聯盟、 

中國香港、印度、台灣  

Revit® 
高達 9 折* 東南亞國家聯盟、中國

香港、印度、台灣  

ANIM 
MotionBuilder 

高達 9 折* 東南亞國家聯盟、 

中國香港、印度、台灣  

 

 

 

 

5. 可以購買幾個打折產品？ 

客戶每新購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或續展所購買的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就有機會基於折扣價格*加

購一個表格 1 清單中任何一項產品的年度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一搭一加購沒有數量限制。 

 

 

6. 具有單人 (用戶) 存取權與具有多人 (用戶) 存取權的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是否都適用此折扣 

優惠？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autocad-lt/overview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autocad-lt/compare/compare-products/autodesk_autocad_lt_2017-vs-autocad_for_mac_2016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revit-lt/overview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revit-lt/compare-products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navisworks/overview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revit-family/overview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motionbuilder/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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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此折扣優惠適用於東南亞國家聯盟、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的單人 (用戶) 與多人 (用戶)。

此折扣優惠僅適用於印度的單人 (用戶)。   

 

 

7. 此折扣優惠是否適用於年度與多年期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 

是。此折扣優惠適用於年度與多年期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 

 

 

8. 此折扣優惠是否適用於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和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方案續展？ 

此優惠僅適用於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方案續展。此優惠不適用於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續展。 

 

 

9. 如果客戶在 90 天標準續展期間內續展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合約，會發生什麼情況？ 

如果客戶在到期日之前 (最長 90 天，視標準續展期間而定) 續展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則該客

戶仍可在長達 15 個月的整個期間享有促銷折扣價*。 

  
例如： 

▪ 持有的 AutoCAD LT 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在 2018 年 11 月 1 日到期的客戶，選擇在 

2018 年 10 月 1 日 (在 90 天期間內) 續展。客戶想要根據最新優惠加購 AutoCAD LT 

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客戶對於其新加購的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可享有促銷折扣價長達 

13 個月 (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11 月 1 日)。 

 

 

10. 此優惠是否可以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否。除非另有註明，否則此優惠不得與 Autodesk 提供的其他折扣、促銷或獎勵合併使用。 

 

 

11. 指定客戶是否享有此優惠資格？ 

根據相關合約，此優惠所提供的折扣不得與  Autodesk 提供給大型客戶的折扣合併使用。

範例：持有 EBA (Enterprise Business Agreements) 和 ETR (境外使用權) 

的客戶不符合資格。指定客戶可從合約折扣或促銷折扣兩者擇一，不得同時使用。 

 

 

 

 

12. 哪一天是客戶能以此優惠價格購買產品的最後一天？ 

2018 年 10 月 16 日是客戶有機會以此優惠價格購買產品的最後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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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desk 保留在不事先通知之情況下，出於任何理由隨時自行決定取消、 

暫停或修改此促銷活動之部分或全部的權利。Autodesk 軟體的定價可能隨時變更，且可能依國家/地區而異。 

 

* 廣告折扣與節省金額視建議零售價 (SRP) 而定。SRP 是 Autodesk 針對您所在區域之特定產品訂定的建議零售價 (不含運費和稅

金)。建議零售價 (SRP) 僅供參考之用，且可能不是以當地貨幣計價。實際零售價格由您的經銷商決定，且可能受幣值波動影響。優

惠可能隨經銷商參與情況而變動。通路合作夥伴皆為獨立經銷商，可自行設定其價格。經銷商的價格可能會有所不同。 

 

Autodesk、Autodesk 標誌和 Autodesk® 以及 AutoCAD® 是 Autodesk, Inc. 和/或其子公司和/或其關聯公司在美國和/或其他國

家 (地區) 的註冊商標或商標。其他所有品牌名稱、產品名稱或商標均屬於各自持有者。Autodesk 保留隨時調整產品、服務、產品

規格和定價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同時 Autodesk 對於此文檔中可能出現的印刷或圖形錯誤不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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