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重要更新 
常見問題 – 客戶 

本文件解答了我們在轉移至單一業務模式時，有關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變更的常見問題。 
 
更新日期：2017 年 9 月 (請參閱新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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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常見問題中的新增內容。本文提供截至 2017 年 9 月為止的最新更新。 

 
本文件中的以下常見問題與解答是新增內容或包含實質更新。如果您先前已檢閱本常見問題，請

特別關注以下問題： 
 
2.1 轉換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對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客戶有何益處？ 

2.6 將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轉換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後，如果產品為新的固定期限使

用授權中合格的產品和版本，我是否能繼續使用已安裝的永久授權軟體？ 

5.5 需要進行哪些設置才能開始使用新的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 

 
 
概觀 
 
1.1 對於擁有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的客戶而言，有哪些變更？ 
我們認為，訂購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是客戶從我們的工具和技術中獲得最大價值的最佳方式，並

且將從根本上改變我們透過連結服務提供延伸功能與新功能的方式。 
 
自 2017 年 6 月 15 日起，擁有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合格產品的客戶，將能夠在續展時

以折扣價輕鬆轉換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客戶可以充分利用這項優惠，每套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產品只能使用一次。轉換價格在 2018 年將提高 5%，在 2019 年會再提高 
5%，因此，客戶越早轉換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費用就越低。此外，進行轉換的客戶可繼續享

有此特別折扣價，此價格不僅低於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續展價格，更遠低於購買新的

固定期限使用授權的價格。如需有關這項優惠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從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轉換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 
 
雖然我們會繼續讓客戶選擇按年續展其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但不再提供多年期維護方

案 (maintenance plan) 續展。此外，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續展價格將在 2018 年提高 
10%，在 2019 年提高 20%。  



1.2 當我目前的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面臨續展時，有哪些可用的選項？ 
當您的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面臨續展時，有 3 個可用的選項： 
 

• 將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的合格個別產品轉換至同一產品的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 
• 將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的合格個別產品或套件轉換至行業軟體集固定期限的使

用授權 
• 將您的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續展一年 

 
1.3 這些變更是否會影響所有 Autodesk 客戶？ 
這些變更將影響擁有 Autodesk 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之合格產品的客戶，但不會影響 
Autodesk 產品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 
 
1.4 我是否能夠繼續續展我的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是，如果您選擇保有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您將能夠繼續按年續展您的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1.5 如果我任由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到期而不續展，也不轉換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

會發生什麼情況？ 
如果您任由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到期而不續展，將會喪失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授予您的權益。這些權益包括存取軟體更新、先前版本使用權、居家使用權、全球差旅使

用授權、支援、雲端點數和雲端服務。此外，在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到期後，將無法

以折扣價轉換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 
 
1.6 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變更是不是全球性的？ 
是，這些變更是全球性的。 

從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轉換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 

2.1 轉換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對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客戶有何益處？  
Autodesk 將繼續大力投資於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產品，讓客戶透過以下權益獲得更大價值： 
 

• 尊榮獨享的存取權 – 隨時存取各種最新的工具、技術和服務，滿足您現在和未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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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利用方便易用的報告工具，評估及分析產品使用情況、成本、生產力和

未來需求。 
 



2.2 如果我要將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產品轉換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有哪些可用的

選項？ 
許多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產品在續展時有資格轉換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如果您選

擇轉換，您必須捨棄所轉換之任何套數的永久授權。請查看下方的指導方針，並諮詢您的 
Autodesk 合作夥伴或 Autodesk 銷售代表，瞭解哪些產品有資格進行轉換。 
 
從以下產品的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轉換至以下產品的固定期限使用授權： 
個別產品 相同的個別產品或行業軟體集 
個別 LT 產品 相同的個別 LT 產品或 LT 套件 
Design & Creation Suite 行業軟體集 
LT 套件 LT 套件 
 
不論您的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期限為何，您都能轉換至年度或多年期固定期限的使用

授權。 
 
2.3 從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轉換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時，哪些資訊無法變更？ 
目前，當您將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產品轉換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時，您無法執行下

列操作： 
 

• 變更計費類型 (例如從可續展變為自動續展) 
• 變更存取權類型 (例如從單人 (用戶) 存取權變為多人 (用戶) 存取權) 
• 變更為月度或季度期限 

 
2.4 我何時能將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的產品轉換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 
自 2017 年 6 月 15 日起，您將可以在續展時將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合格產品轉換至固

定期限的使用授權 (在您的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到期日之前最多 90 天內)。您的維護

方案 (maintenance plan) 在原始到期日前一直有效，而您新的固定期限使用授權將從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到期日次日開始。您必須在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到期日之前下訂

單，才有資格享有此特別優惠。 
 
2.5 如何將產品從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轉換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  
聯絡您的 Autodesk 經銷商或 Autodesk 銷售代表，即可將您目前持有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的合格 Autodesk 產品轉換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  
 
2.6 將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轉換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後，如果產品為新的固定期限使

用授權中合格的產品和版本，我是否能繼續使用已安裝的永久授權軟體？ 
要以此優惠折扣價轉換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是有條件限制的，您必須在同意終止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的永久授權後，使用新的固定期限使用授權取代該授權。通常，這表示您需

要解除安裝舊版永久授權軟體，並安裝與新的固定期限使用授權相關的軟體。我們瞭解，如果您

已安裝合格的產品和版本，則這麼做可能會中斷您的工作流程。 



因此，在特定條件與限制下 (包含透過指定具名使用者 (單人 (用戶)) 或更新授權檔案 (多人 (用
戶)) 來設置您新的固定期限使用授權)，我們允許您保留已安裝的舊版永久授權軟體，直到您準備

好安裝或部署新的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然而，您對於該軟體的使用與存取將不再是永久性的，

也不受到永久授權合約的規管。相反，您的軟體將有使用期限，並受到適用的固定期限使用授權

條款與條件的約束。因此，如果您選擇繼續使用舊版永久授權軟體而非新的固定期限使用授權軟

體，您仍需遵循新的固定期限使用授權合約條款與條件。 
 
我們強烈建議您盡早安裝新的固定期限使用授權軟體，以取得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權益，例如產

品更新。在某些情況下 (包含從套件轉換至軟體集的情況)，這將需要解除安裝原始永久授權軟體，

然後安裝新的固定期限使用授權軟體。 
 
如需有關轉換後安裝需求及其他設置說明的更多資訊，請參閱《移轉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指南》

中的完成轉換一節。 
 
* 解除安裝需求的例外情況受到移轉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條款與條件中所述限制與條件的約束。  
 
2.7 轉換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後，對我使用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產品建立的檔案和資

料有什麼影響？  
使用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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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如果我移轉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是否代表我的應用程式和資料都會儲存在雲端？ 
持有固定期限使用授權的桌面軟體應用程式及關聯的使用者資料，將繼續儲存在您的本端電腦上。

雲端服務應用程式會在雲端中執行；而要在雲端還是您的本端電腦上儲存資料，則完全由您自行

決定。 
 
2.9 如果我將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轉換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並任由我的固定期限使用

授權到期，會發生什麼情況？ 
採用任何一種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後，如果任由其到期而不續展，您將無法再存取軟體。您仍擁

有您資料的所有權，並且可繼續保留您的資料檔案 (請參閱問題 5.10)。如果您以後想要啟動新的 
Autodesk 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需要支付全額價格。 
 
2.10 在將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轉換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之後，是否可以將這一個固

定期限的使用授權轉換至另一個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產品？ 
從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轉換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後，不得將以折扣價購買的全新固

定期限的使用授權轉換至另一個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產品。因此，請務必在轉換時選擇正確的 
產品。 
 
 
 
 

https://knowledge.autodesk.com/customer-service/account-management/move-to-subscription/complete-the-switch
https://www.autodesk.com/company/legal-notices-trademarks/move-to-subscription-terms-and-conditions


2.11 在轉換之後，我可以在稍後選擇變更固定期限使用授權的期限長度嗎？ 
不可以。完成轉換之後，就無法變更固定期限使用授權的期限長度。當您下次續展時，期限長度

將與您的原始固定期限使用授權的期限長度相同。例如，假設您選擇轉換至年度固定期限的使用

授權，則下次續展時，您的固定期限使用授權只會再續展 1 年的期限長度。如果您選擇在稍後變

更期限長度 (例如，變更為多年)，您必須以固定期限使用授權的全額價格訂購新的固定期限的使

用授權。在您決定新的固定期限使用授權的期限長度時，請將這一點納入考量。  

轉換價格 

3.1 將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產品轉換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需要多少費用？ 
在許多情況下，如果您選擇在 2017 年移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的價格將

與您的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續展價格相同。 
 
如果您選擇等到 2017 年之後再移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請注意，轉換價格將在 2018 年提高 
5%，在 2019 年再提高 5%。您可以充分利用這項優惠，轉換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的每套維護

方案 (maintenance plan) 產品僅限一次。 
如需有關將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產品轉換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需要多少費用的詳細

資訊，請聯絡您的 Autodesk 經銷商或 Autodesk 銷售代表。 
 
3.2 儘早將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產品轉換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有何優勢？ 
轉換折扣將在 2018 年 5 月減少 5%，在 2019 年 5 月再減少 5%，因此，越早轉換至固定期限的

使用授權，費用就越低，與等到日後再轉換或選擇保有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的使用者

相比，您可以節省的資金越多。轉換後，您還能持續保有此價格達三年。 
 
3.3 我可以選擇哪些付款選項以在前三年保有折扣價？ 
您可從下列選項進行選取： 
 
年度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 - 如果您在 2017 年 6 月 15 日到 2019 年 5 月之間進行轉換，則您可透

過年度合約按年付款，三年內合約的續展價格將保持不變*，或者 
 
多年期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 - 您可以簽訂多年期合約並預付全部金額 
 
* 匯率波動因素不在價格不變的保證範圍之內。 
 
3.4 如果我從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轉換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則第四年起的續展價

格為何？ 
三年以後的定價僅供參考，屆時實際價格將根據當時的業務變化而定。只要您續展，便可繼續享

有此特惠價格，此價格不僅低於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續展價格，更遠低於購買新的固

定期限使用授權的價格。請洽詢您的 Autodesk 合作夥伴或 Autodesk 銷售代表，瞭解您享有的

折扣程度。 



合約管理 

4.1 從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轉換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是否需要訂立新合約？ 
是，當您從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套數轉換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時，會訂立新的固定

期限使用授權合約。目前您無法將新的固定期限使用授權加入現有的固定期限使用授權合約。 
 
4.2 我是否可以僅將部分套數從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轉換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 
是，您能夠將部分或全部套數從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轉換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 
 
4.3 是否可以將根據此優惠所訂立的新的固定期限使用授權合約與現有的合約設為共同期限？ 
否，目前您無法將此新的固定期限使用授權合約與現有的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或固定

期限的使用授權合約設為共同期限。新的固定期限使用授權合約的續展日期會與原始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保持一致。 
 
4.4 轉換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後，我的雲端點數會發生什麼情況？  
您無法轉移雲端點數至新的固定期限使用授權合約。已購買的雲端點數將隨您的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合約一同到期，因此，如果您要將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合約上的

所有套數都轉換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建議您在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到期前使用雲

端點數。 

軟體管理與使用 

5.1 從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轉換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時，我可以使用哪些先前版本？  
如果您在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即將到期前轉換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新的固定期限

的使用授權將在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到期後的次日開始生效。屆時，根據新的固定期

限使用授權，您可存取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先前版本資格清單中所列的所有先前版本。 
 
此外，您先前在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期間下載並啟用的產品和版本，必須包含在新的

固定期限使用授權內，才可以繼續使用*。您可以透過轉換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一直持續使用

這些產品到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到期。一旦您安裝並啟用新的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軟體，我們將

要求您解除安裝任何不再需要的舊版永久授權。 
 
範例 1：如果您正在根據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先前版本使用權使用 AutoCAD 2012，在

將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的 AutoCAD 轉換至工程建設軟體集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後，只

要您一直續展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就能根據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持續使用 AutoCAD 2012，因

為 AutoCAD 包含在工程建設軟體集中。雖然 AutoCAD 2012 並未列在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先前

版本資格清單中，但使用這項產品是從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轉換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

權所享有的一項權益。 
 

https://knowledge.autodesk.com/customer-service/account-management/software-downloads/previous-versions/eligible-previous-version-sub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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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2：如果您正在使用屬於 Building Design Suite Premium 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一部分的 AutoCAD 2012，在將該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轉換至工程建設軟體集固定期限

的使用授權後，您可以繼續使用 AutoCAD 2012，與上面的範例 1 一樣，是因為 AutoCAD 包含在

工程建設軟體集中。 
 
不過，如果您正在根據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使用屬於 Building Design Suite Ultimate 
一部分的 Inventor，在將該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轉換至工程建設軟體集固定期限的使

用授權後，您必須在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一到期時就停止使用 Inventor 的所有目前和

先前版本，因為 Inventor 並未包含在工程建設軟體集中。 
 
* 需符合某些特定條件與限制，且並非適用於所有國家/地區。 
 
5.2 轉換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後，我是否可以繼續使用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下的相同

軟體版本？ 
可以，在大多數情況下，您可以繼續使用* 您根據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下載並啟用的軟

體版本。這些版本現在將成為您的固定期限使用授權權利的一部分。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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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先前版本。 
 
* 需符合某些特定條件與限制，且在某些國家/地區不適用。 
 
5.3 如果我沒有網際網路連線，則可以使用哪些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選項？  
如果您沒有網際網路連線，建議您考慮將具有多人 (用戶) 存取權的永久授權轉換至具有多人 (用
戶) 存取權的固定期限使用授權，這可讓您使用軟體而無需連線至網際網路。如果您目前擁有具

有單人 (用戶) 存取權的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永久授權，則您需要購買具有多人 (用戶) 
存取權的新的固定期限使用授權。 
 
5.4 轉換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時，我是否需要在每次有新版本發佈時進行升級？  
否，您可以選擇是否要升級您的軟體版本以及升級的時機。 
 
5.5 需要進行哪些設置才能開始使用新的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  
如需有關如何設置新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的詳細指示，以及何時需要解除安裝先前軟體的指導，

請參閱《移轉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指南》中的完成轉換一節。  
 
5.6 根據新的固定期限使用授權提供新產品及/或服務的使用者存取權時，還需要執行哪些步驟？  
對於具有單人 (用戶) 存取權的固定期限使用授權，管理員必須加入具名使用者並為其指派產品存

取權。之後，管理員會要求終端使用者在啟動產品時登入，終端使用者應使用相同的使用者 ID 
確認使用軟體的權限。 
 
對於具有多人 (用戶) 存取權的固定期限使用授權，管理員必須使用包含新的固定期限使用授權的

授權檔取代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授權檔或授權檔片段。之後，使用者就可以使用新的

授權啟動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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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所有情況下，管理員均須在 Autodesk Account 中加入並指派具名使用者，這樣一來使

用者便可存取雲端服務和其他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權益，例如支援。請參閱管理使用者和權限以

取得更多資訊。 
 
5.7 轉換後，系統是否會自動將具名使用者指派至新的固定期限使用授權？  
否，系統不會自動將您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套數的使用者指派至新的固定期限使用授

權。您的管理員需要建立使用者並/或將其指派至桌面軟體、雲端服務以及針對新的固定期限使用

授權的支援。請參閱管理使用者和權限以取得更多資訊。 
 
5.8 我如何得知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已轉換為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 
當您的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到期且新的固定期限使用授權開始時，管理員會收到一封

電子郵件，其中提供管理員完成轉換事宜所需的資訊。在移除已轉換的套數之前，系統會在 
Autodesk Account 中短暫地將其狀態指定為「已轉換」。新的固定期限使用授權在您的維護方

案 (maintenance plan) 到期後的次日開始。 
 
5.9 如果我不再具有永久授權或選擇取消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我是否可以檢視或編輯我的 
Autodesk 檔案？ 
是，除了提供您免費的檢視器以供您檢視您的檔案外，大多數 Autodesk 產品均可讓您以廠商中

立的檔案格式儲存資料檔案。在適用情況下，這些檔案格式允許您在軟體廠商間以數位方式交換

資訊，或者您也可以選擇使用協力廠商轉換器來轉換 Autodesk 標準檔案格式，以供您在偏好的

系統中編輯這些檔案。 
 
5.10 如果從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轉換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我的支援權益是否會有

所變更？ 
Autodesk 透過提供各種更快速、輕鬆且簡單的方式讓訂購客戶及時取得協助，助其獲得更優質

的支援體驗。當您從維護方案 (maintenance plan) 轉換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時，您可以選擇

預約直接與 Autodesk 技術支援專家通話，以協助您設置新的固定期限使用授權並解決您可能遇

到的任何問題，這一切完全免費。 
 
5.11 在轉換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後，我可以在何處尋求協助或瞭解進一步資訊？  
如需其他資訊，包括如何設置及管理新的固定期限使用授權，請聯絡您的經銷商或造訪 
Autodesk Knowledge Network 上的「移轉至固定期限的使用授權」說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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