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談及購買軟體，我們認為貴組織應享有彈性選購空間，方便按照

本身需求做出最理想的選擇，因此我們不採取一體適用的授權方

式。您可以決定是要選擇訂閱方案、單一企業授權，還是適合大

規模部署的企業授權。 

今年新推出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授權，而此授權可供 

Windows 或 Mac 使用，因此可為您提供更多選擇。CorelDRAW 

G raphics Suite for M ac 是以 Apple 使用者為中心所開發，旨在提供

符合企業客戶期盼的設計體驗，並支援深色模式、觸控列以及原

生的外觀和質感。

租賃或購買，任您自由選擇

訂閱授權

和其他訂閱一樣，此方案的靈活性讓您可在想要更換軟體時停止

付款並停用軟體。只要支付超低價年費，您就能在最新版應用程

式推出時，透過 CorelDRAW 訂閱授權自動取得該程式，還可以獲

得對最新作業系統更新、裝置和技術的支援。

永久授權選項

升級保護專案

若貴公司屬於需要單一使用者授權的小型企業，可以選擇加入全

新的 CorelDRAW 升級專案。CorelDRAW 升級專案能讓貴公司以經

濟實惠的方式，持續使用所有最新的程式功能。除了您已有的授

權外，可額外加入這項年費方案，藉此輕鬆使用所有程式功能。

加入升級專案後，只要您的帳戶仍有效，就能在我們推出新版 

CorelDRAW 時自動取得最新版本。本年費專案可確保讓您以最低

廉的「全新版本」價格，使用所有最新的產品工具和增強功能，

並享有最新的 Windows 作業系統支援。只需要註冊一次，即可無

憂無慮的使用服務。與訂閱模式不同，即使您中斷升級專案服

務，也能繼續擁有和使用您購買的最新版 CorelDRAW 產品。

CorelDRAW 訂閱授權為靈活的年費方案，可依各種規模的企業需

求量身打造，以提供最低廉的使用者前期成本。 

CorelDRAW 單一使用者授權須一次付清費用。此方案相當適合營

運上需仰賴 CorelDRAW 的使用者，且有別於訂閱方案，您有權擁

有及使用這款軟體，日後使用不必支付任何費用。如果採用單一

使用者授權的客戶想將軟體維持於最新狀態，建議可使用升級保

護專案 (請參閱下文)。透過此簡易的年繳專案，使用者只需支付

最低的升級費用，即可即時享有最新版本內容。   

單一授權 

大量授權折扣等級

CorelDRAW 產品的授權從單一席次開始計算，並往上擴大授權規

模。此外我們還為政府機構、慈善和非營利組織提供大量折扣，

優惠價最低為第 3 級授權，此價格通常適用於大型組織，可提供 

251 個以上的授權席次。

CorelDRAW.app 企業版套件是 CorelDRAW 企業授權的選購附加元

件，可方便公司網域中的所有使用者透過 Microsoft SharePoint 或 

Google 雲端硬碟所管理的 G Suite 存取共用設計。使用者不需安裝

此元件，只要使用公司的 Microsoft Office 365 或 G Suite 帳戶登

入，即可檢閱、註記及核准共用設計，或是在網頁瀏覽器中創作

圖形，並透過公司的雲端服務與他人共用。 

企業授權

我們也為需要 3 個以上授權席位的企業提供 CorelDRAW 企業授

權。除了可為大型站點節省龐大的安裝成本，企業授權還包括 

CorelSURE 維護服務，可讓您在最新版本的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for Windows 和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for Mac 推出後隨即

存取。企業首次可憑相同的授權合約選擇偏好的平台，且無需負

擔額外成本。  首次購買後，如果客戶希望能在新增更多席位時節

省成本，也可採取漸進方式擴大授權範圍。如需 CorelSURE 維護服

務提供給企業客戶的完整權益概述，請參閱背面說明。 

全新選購附加元件：CorelDRAW.app 企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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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席次數量

(1 個以上的授權席次)

CorelDRAW 企業單一使用者授權 
1+

CorelDRAW 企業第 1 級授權 

(3 到 50 個授權席次)
3-50

CorelDRAW 企業第 2 級授權 

(51 到 250 個授權席次)
51-250

CorelDRAW 企業第 3 級授權 

(251 個以上的授權席次)
251+

企業的 CorelDRAW 大量授權

企業的 CorelDRAW 大量授權
簡單 - 彈性 - 經濟實惠 - Windows 或 Mac 皆適用



CorelSURE 軟體維護 – 企業授權中即包含此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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Ÿ 全球授權及語言支援

CorelSURE 可讓您控制軟體的散佈與活動。您的 IT 管理員可根

據貴組織的安全需求，彈性佈建、追蹤及部署軟體，此外只要

使用單一金鑰，就能安裝多台電腦，讓您建立更順暢、更快速

的集中流程。

CorelSURE 特色 

您不須擁有最新版本軟體，便能享有 CorelSURE 帶來的好處。

CorelSURE 可讓您授權舊版 CorelDRAW 產品，並逐步進行升

級。

CorelSURE 讓您的企業輕鬆回應全球市場與工作團隊的需求。

您可以申請所需的任何可用語言版本，而且這項優點亦將延伸

至有效期間購買的所有授權，不須花費額外費用或心力。

藉助常見的虛擬化技術，CorelDRAW 產品可支援桌面虛擬化作

為 CorelSURE 軟體維護的一部分。這讓您在部署時擁有更多彈

性。

Ÿ 獨家受邀機會

保障團隊的未來

Ÿ 版本彈性

成長與擴張是公司成功的象徵。您的軟體不應成為您努力獲得

成功後的懲罰；有了 CorelSURE，就不會有這種問題。您的會

員資格包含累積授權折扣，這表示貴組織如果日後需要增加授

權，便可享有節省成本的權益。

正確執行新的部署可降低後續問題發生的機會。只要使用 

CorelSURE，便可獲得專屬團隊支援。我們會逐步引導您完成啟

用流程，讓您在一開始就取得成功，免去任何問題。

Ÿ 最新升級：適用於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for Windows 和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for Mac

CorelSURE 保證提供可即時取得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for 

Windows 和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for Mac 最新升級內容的

存取權限，能確保使用者在選擇的平台上持續使用最強大、最

安全的最新工具組。

CorelSURE 軟體維護方案的設計方針是盡量確保您能夠充分回收對 

CorelDRAW 企業授權的投資，同時將風險降到最低。CorelSURE 

提供所需支援與各項資源，讓員工安心完成出色工作，並交付優

異的成果。

Ÿ 折扣與價格保障

Ÿ 集中控管與法規遵循

Ÿ 平台虛擬化

Ÿ 快速入門指南

有了CorelSURE，您將可存取由內部專家及現實中的進階使用者

主導的獨家線上研討會、訓練課程、活動等，他們能協助您培

養技能、建立人脈網絡，並徹底發揮軟體潛能。 

企業的 CorelDRAW 大量授權



一使用者授權
企業單 訂閱 企業授權 

多管道支援網路

享有折扣與價格保障的授權定價

在最新版推出時升級至該版本
(搭配升級專案) 

授權管理主控台

集中控管與法規遵循

全球授權及語言支援

平台虛擬化

1 年續訂選項
(搭配升級專案) 

2 年續訂選項

版本彈性

不必線上驗證就能部署及使用的離線軟體 需要

整合 Windows 和 Mac 授權 * *

獨家的受邀機會

 

 = 包含/可使用a

*備註：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for Windows 或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for Mac 

單一使用者企業授權或訂閱方案可接受個別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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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選項：任您自由選擇

企業的 CorelDRAW 大量授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