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的購買方式擁有極大的
彈性 
透過 Desktop Subscription 您可以存取 Autodesk 軟體 (使用永久授權可取得相同完整版
本)，但是藉由靈活的即付即用方法，可讓您更輕鬆管理軟體預算。



Autodesk® Desktop Subscription 提供內容為何？ 
Desktop Subscription 可讓您以最低入門成本存取桌面軟體。為使用 Autodesk Design and 
Creation Suite 軟體以及精選的軟體產品，從每月、每季、每年和多年選項中進行選擇。 

憑藉 Desktop Subscription 維持競爭力

 當決定購買 Autodesk Desktop Subscription，您可最大程度地發揮設計工具的功能，同時取得成本與合約長度的控制權。利用最新版本與增強功能，您
的軟體工具將永遠保持在最新狀態，而您的工作流程也能受益於提升的功能—從授權選項到 Autodesk® 雲端服務所提供的更多功能。 

功能和彈性

Desktop Subscription 支援多樣的授權選項，目的在
於能夠按您希望的方式工作，包括：

• 完整功能—可存取您已取得永久 Autodesk 軟體
授權的相同軟體

• 在多部機器上安裝軟體

• 全球使用權，讓您能夠從遠端無縫地工作†  

• 舊版權限†

• SubsSubscription不在合約有效期間內，仍可存取
儲存在電腦本機中的檔案

• 使用免費 Autodesk 工具檢視採用 Autodesk 檔案
格式的檔案

• 開始新的 Subscription 並無縫地銜接上先前退出
時的位置

即付即用存取

無論您的專案是短期的或是持續進行的，都可以
輕鬆且精準地管理軟體成本。無需大量前期投
資，僅需支付您所需的存取權。

隨時掌握最新資訊

使用最新的 Autodesk 技術，隨時掌握最新資訊
並保持競爭力。擁有 Desktop Subscription，您可
以瞭解您正在使用的最新軟體版本，以及所需的
支援等級。

可延伸授權
公司成長。專案擴展。員工行動力。請準備好面
對任何改變您使用授權的方式，以彈性滿足組織
的需求。

其他的雲端服務和軟體

無需受限於桌面，讓您更智慧地工作。取得雲端
的其他服務存取權，諸如更快地彩現與視覺化功
能、協同合作工作以及安全儲存。

†「全球使用權」、「舊版權限」和存取雲端服務可能並不適用於所有國家/地區以及所有 Desktop Subscription，並且在適用情況下受 Desktop Subscription 條款和條件，以及適用的雲端服務之服務條款的規範。



存取 Autodesk 雲端服務和產品

將您的工作從桌面延伸至雲端
擁有商業產品或套裝軟體的 Autodesk Subscription 
之後，您便可以獲得雲端服務集合的存取權。近
乎無限的雲端運算能力可讓您在執行工作時，既不
會受限於桌面的條件，也無需昂貴的硬體。現在
您可以針對多個設計選項進行效能測試，並快速
增加多個視覺化，做為整體工作流程的一部分。

您可以透過網路介面或桌面軟體存取 Autodesk 
雲端服務。於眾多可用的雲端服務中列舉一些
如下：

• Green Building Studio®

• 在 A360 中彩現

• Revit® 能源分析

• Mockup 360

最新軟體和增強功能

保持競爭優勢
有了 Desktop Subscription，您就可以隨時擁有最新
且功能最強大的工具。您可以立即存取軟體版本和
產品增強功能，助您永遠保持競爭優勢。Desktop 
Subscription 讓您的軟體保持最新的同時，其短期
合約協助您維持可預測的軟體預算。

授權權限

以您希望的方式自由自在地工作。 
跨內部和外部團隊協同合作時，您手邊需要有適
當的軟體，在適當的時間和地點隨時可用。根據
下列 Subscription 授權權限*，Desktop Subscription 
可讓您更自由地使用您的軟體：

舊版權限：客戶有時要求您使用特定軟體版本交
付專案。擁有舊版權限，您可以同時使用舊版和
目前的 Autodesk 軟體版本來交付您的專案。†

家用：工作並非總是局限在辦公室，擁有了 
Desktop Subscription 無論在辦公室還是家中均可
使用您的軟體。

全球使用權：您可能不時地要離家遠行工作，全
球使用權能讓您在購買國家/地區以外使用授權
軟體。

支援

取得所需的協助
您的成功是我們的首要任務，我們在此支援您。無
論是透過訂戶專屬電子報和通訊或是產品支援專家
的直接幫助，我們承諾要協助您取得 Subscription 
的最大價值。我們的最成功客戶透過利用我們提供
的支援，從其 Autodesk 投資中取得較高的回報，
您要錯過這個機會嗎? 

技術支援
Desktop Subscription 可讓您選擇最能滿足需求與
預算的技術支援等級。各選項可協助進行安裝和
規劃，並且能疑難排解軟體和雲端服務的問題。

基本支援：Desktop Subscription 隨附的 
Autodesk® 基本支援可讓您存取 Autodesk 線上支
援服務套裝軟體，例如：

• 一對一 Autodesk 網路支援 

• 快速的社群論壇支援

Desktop Subscription 客戶也可以選擇購買具有進
階支援的 Premium 提供內容或企業優先支援，協
助更快實作解決方案、達到最高的生產力並將停
機時間降至最低。

進階支援：此支援等級提供與資深 Autodesk 支
援專家的一對一電話和網路聯絡。進階服務特
色為無限、優先、一對一、延時性、**來自資深 
Autodesk 支援專家的全球電話支援、遠端桌面協
助和優先網路支援選項。

企業優先支援：Autodesk® 企業優先支援專為 
Autodesk 的直接、大型企業客戶提供 Premium 支
援提供內容。提供適用於 Autodesk 產品支援最積
極的回應目標以及提供案例狀態更新和解決方案/
移轉目標。此提供內容也以主動式支援和其他服
務的全面方案為特色，包括親自監督所有帳戶需
求之支援客戶經理的協助。

專屬電子報和通訊
希望您享用 Subscription 並充分利用其提供的所有
權益。做為訂戶，您將收到具有訂戶專屬內容的
電子報和通訊，包括：

• 產品增強功能的通告

• 協助您充分利用產品和服務的提示和秘訣

• 強調其他人如何利用其訂戶權益的客戶案例。

Autodesk Design Suite 系列提供全
面且功能強大的工作流程，適用於：

•  建築設計

•  工程業

•  營造業

•  基礎建設 

•  產品設計

•  工廠設計 

•  廠房設計

與 Desktop Subscription 相結合時，您可以
使用 Autodesk A360 將桌面上的工作流程連
接至行動裝置和雲端。這些工作流程可讓您
探索更多設計可能性、更快取得更好的結果
以及更有效地協同合作。

www.autodesk.com/suites

藉由保持軟體最新，您可降低

各新版本的學習曲線。相較於

在落後三到四個版本才更新使

用最新版本，您僅需要進行幾

次的變更與學習新增的附加元

件功能。

Blair Stunder 
Arctic Manufacturing Ltd.

†「全球使用權」、「舊版權限」和存取雲端服務可能並不適用於所有國家/地區以及所有 Desktop Subscription，並且在適用情況下受 Desktop Subscription 條款和條件，以及適用的雲端服務之服務條款的規範。

<pact-HL-01>http://www.autodesk.com/suites</pact-HL-01>


系統管理工具

控制並管理您的權益
合約管理員可以在 Autodesk 帳戶中使用下列
報告和管理工具，輕鬆管理您組織的 Desktop 
Subscription 權益：

• 合約報告：追蹤並管理軟體授權和套數。檢視
有用的詳細資料，例如合約號碼、合約開始和
結束日期以及產品詳細資料。您也可以檢閱至
關重要的續約資訊，例如下次續約日期 (針對
定期續訂的合約) 或檢視在下個 90 天內將過期
的套數 (針對可續約的合約)。

•  使用者管理功能與工具：  
為每個 Desktop Subscription 指派具名使用者，
您甚至可以指定具名使用者可存取的軟體版本。

•  使用情況報告：使用精選的雲端服務或為具名
使用者購買其他雲端點數時，保持追蹤雲端點
數使用狀況。 

如何購買 
使用 Desktop Subscription 增強您的工作流程
藉由以下任何方式擁有 Desktop Subscription，您
便可以獲得巨大的競爭優勢，還能夠最大程度地
發揮您設計工具的功能：

•  從 Autodesk 線上商店或當地經銷商處購買目前
軟體授權的 Desktop Subscription。

• 聯絡經銷商：  
http://www.autodesk.com.tw/resellers/
locate-a-reseller 

•  造訪線上 eStore：  
www.autodesk.com/estore

Autodesk, the Autodesk logo, Revit, Mockup 360, and Green Building Studio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Autodesk, Inc., and/or its 
subsidiaries and/or a�liates in the USA and/or other countries. All other brand names, product names, or trademarks belong to their respective holders.
Autodesk 保留權利，有權隨時修改產品與服務提供及規格與定價，恕不另行通知，對於本文件可能出現的排版印刷訛誤，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 2015 Autodesk,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保留所有權利。

* Desktop Subscription 權益需受條款與條件的規範。並非所有 Desktop Subscription 權益和提供內容適用於所有產品和/或所有語言版本。存取雲端服務需要網際網路連線，並必須受服務條款中載明之任何地理限制的規範。

**  延伸支援時數 (24x5) 是根據三個地理時區 (EST 適用於美洲、CET 適用於歐洲、中東和非洲、SGT 適用於亞太地區) 決定的，並且涵蓋每週 5 天 (星期一至星期五)，每天 24 小時，僅排除在已識別時區 Autodesk 適用的

假日。延伸支援時數期間，支援可用性適用於電話支援請求；網路支援請求可隨時提交。

雲端運算為您做出更好的決策

開啟成功之門。

  John Evans  
業主與數位原型製作專家   
John Evans Desi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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