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移轉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優惠能讓擁有合格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產品的客戶在續展其
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時，基於 SRP* 有機會以折扣價轉換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

您不可不知的好處

02
優惠截止到 2020 年 5 月 6 日

> 下次續展時間將是善用移轉至固定期限使用授權優惠的最後機會。

> 若您選擇 3 年期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則可享受額外的建議零售價
的 9 折優惠，讓您可以獲得最大的投資報酬率。*

01 固定期限使用授權的主要權益
> 尊榮獨享的存取權 - 隨時存取各種最新的工具、技術和服務，以滿

足您的需求。

> 靈活控制 - 讓您的團隊在需要時存取正確的產品和更新，更好地管
理使用者和成本。

> 有價值的見解 - 利用報告工具和警示，評估及分析產品使用情況、
成本、生產力和未來需求。

03 轉換以更長久地享受折扣
> 截至 2028 年的續展訂價方針 - 繼續續展可享折扣續展價格， 

在 2028 年之前，每隔一年漲幅不超過 5%。

> 只要您續展，就能繼續享有比新的固定期限使用授權或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續展成本 (大多數情況下) 更低的價格*。

04
增強的技術支援

> 透過移轉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除了享有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原有的一切優渥權益外，還能更快速且更輕鬆地獲得所需 
協助。

> 您現在可以預約與技術支援專員通話，來協助您解決問題，而無需 
支付任何額外費用。

2028

優惠截止到 2020 年 5 月 6 日！
這是享受此特別方案的最後一年

移轉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 
訂購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即可獲得更大價值

立即
行動！



* 訂購 3 年期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所節省的金額* 是與連續 3 年訂購年度固定期限使用授權的 Autodesk 建議零售價 (SRP) 相比較後計算所得。透過移轉至固定期限使用授權優惠取得之
多年期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在歐洲、中東、非洲、澳洲、紐西蘭、韓國和日本，限制為每個客戶群組 (包括子公司) 250 套；在其他國家/地區，則限制為 100 套。
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方案和權益可能會有所不同，須遵循適用的條款與條件和/或服務條款。價格和計算基於 Autodesk 最新的區域建議零售價 (S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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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匯率風險，或對於透過經銷商訂購的情況，Autodesk 不負責提供任何追溯折扣。價
格將視產品/服務可用性而定，且不適用於：客戶訂購的新固定期限使用授權；已轉換的固定期限使用授權 (例如，獲得准許從某項產品的固定期限使用授權轉換至另一項產品的固定期
限使用授權)，或者替代的或後繼的固定期限使用授權產品或服務。透過此優惠取得之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續展建議零售價 (SRP) 在 2021 年、2023 年、2025 年和 2027 年的漲幅將不
會超過 5%，而在 2022 年、2024 年、2026 年和 2028 年將保持不變。
Autodesk 和 Autodesk 標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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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 Autodesk,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Autodesk and the Autodesk logo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Autodesk, Inc., and/or its subsidiaries and/or affiliates in the USA and/or other countries. 
All other brand names, product names, or trademarks belong to their respective holders. Autodesk reserves the right to alter product and services offerings, and 
specifications and pricing at any time without notice, and is not responsible for typographical or graphical errors that may appear in this document.  
© 2019 Autodesk,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線上或離線使用10 >  具有單 (人) 用戶或多 (人) 用戶存取權的固定期限使用授權，需要網際網路連線來進
行初始下載及安裝。

> 在軟體和授權均已啟用之後，只需要每 30 天將具有單 (人) 用戶存取權的固定期限使
用授權連線到網際網路一次，即可繼續使用該產品。

08 您仍擁有您資料的所有權
> 您的資料會保存您的專有資訊，即使在您的固定期限使用授權到期後也是如此。

> 使用持有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之產品建立的所有檔案和資料，都可以在您
轉換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後繼續使用。

> 想要將資料儲存在哪裡 (雲端還是本端電腦)，完全由您決定。

09 桌面應用程式與雲端應用程式比較
> 持有固定期限使用授權的桌面應用程式 (以及關聯的使用者資料) 會繼續儲存在您的

本端電腦上。

> 雲端服務應用程式會在雲端執行。

Revit®

BIM 360TM

06 特價優惠，機不可失
> 您必須擁有目前的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才享有此優惠資格。

> 如果您錯過此限時特價優惠，之後必須支付全額才能訂購 Autodesk 產品固定期限的
使用授權。

> 這是透過此優惠以大幅折扣價移轉至固定期限使用授權的最後機會。

   05 先前版本使用權
> 大多數情況下，在轉換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後，您可以繼續使用根據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下載並啟用的軟體版本。

> 您可以存取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先前版本資格清單中所列的先前版本。

>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移轉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條款與條件。

07 明智選擇轉換路徑
> 每一項轉換的產品僅享有一次優惠資格。

> 請務必在轉換時選擇適當的產品。

> 如果您認為需要使用的兩項或更多項產品目前包含在其中一個行業軟體集中，利用此
優惠來轉換至行業軟體集，可讓您節省最多費用並獲得最高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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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knowledge.autodesk.com/article/eligible-previous-version-subscription
https://damassets.autodesk.net/content/dam/autodesk/www/maintenance/new-faq-updated/maintenance-plan-changes-faq-customer-zh-tw-updated.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