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D Studio, Delphi, C++Builder
10.4 Sydney
第一季 新年優惠活動
優惠一：自 2021 年 1 月 6 日起至 2021 年 1 月 29 日為止，凡
擁有 RAD Studio, Delphi 或 C++Builder 任何舊版本之用戶，只
要提供相關授權證明，都可以 65 折升級 優惠折扣購買，讓您最多
省去 35% 之購置預算，升級至10.4.1 Sydney。
註:



本優惠方案 不能 與目前其他的促銷方案合併使用。



用戶提供舊版本序號證明，經查證無誤，即可以 65 折升級價購買。



Network Named & Concurrent 版本可適用本優惠。



教育版 (Academic)、個人版 (Starter) 用戶不適用本優惠活動。



一年更新維護服務 (Renewals) 用戶不適用本優惠活動。

優惠二：自 2021 年 1 月 6 日起至 2021 年 1 月 29 日為止，凡
新購 RAD Studio, Delphi, C++Builder 之用戶，全部享有優惠折
扣。
 購買 Professional 版本之用戶，可以享有 8折 優惠折扣。
 購買 Enterprise 版本之用戶，可以享有 75折 優惠折扣。
 購買Architect 版本之用戶，可以享有 75折 優惠折扣。
註:



本優惠方案 不能 與目前其他的促銷方案合併使用。



一年更新維護服務 (Renewals) 以及教育版 (Academic) 不適用本優惠活動。



Embarcadero 保留可隨時修改、中止或取消本優惠活動之權利，敬請留意原廠
官網 優惠活動，以避免訊息遺漏。

優惠三：自 2021 年 1 月 13 日起至 2021 年 2 月 13 日為止，
凡 以原價 新購 RAD Studio, Delphi, C++Builder 10.4 Sydney Enterprise 或 Architect 版本之用戶，即可免費獲得 Web
Component 三選一，並再加碼享有 85 折優惠折扣，讓您能夠快速
構建 Web 客戶端應用程式。
註:



本優惠方案 不能 與目前其他的促銷方案合併使用。



一年更新維護服務 (Renewals) 以及教育版 (Academic) 不適用本優惠活動。



Web pack 贈品為三選一，所贈送的授權數量，跟您所購買的 Embarcadero 產
品授權數量相同。



免費 Web Pack 贈品需於 2021 年 2 月 19 日前申請完畢。



Embarcadero 保留可隨時修改、中止或取消本優惠活動之權利，敬請留意原廠
官網 優惠活動，以避免訊息遺漏。



Web Component 三選一，詳細資訊請參考如下說明:

促銷方案: 免費 Web Component Pack
活動期間:

2021 年 1 月 13 日到 2021 年 2 月 13 日截止

活動條款：
1. 購買 Delphi /RAD Studio Enterprise 及 Architect 客戶以產品定價購買, 可免
費贈送 IntraWeb, uniGUI, 或 TMS web component (三選一).
2. 此免費贈送活動, 僅限在活動期間以定價購買的客戶. 不適用於其他促銷優惠. 也
不適用於教育版及更新維護服務續約客戶.

3. 此優惠方案， 一旦購買, 不接受以任何理由退貨。 在選定免費贈送的 Web
Component Pack 後, 也不接受更換. 請謹慎選擇.

4. 您所獲得的免費授權數量會跟您購買的 Delphi/RAD Studio 產品數量相同。

申請流程:
1. 在購買 Delphi / RAD Studio Enterprise 及 Architect 版本時請告知業務人員, 您選定
的免費 Web Component Pack 是哪一個.

在購買產品出貨後， 我們會協助跟原廠

申請，請預留 7 個工作天, 您選定的 Web Component Pack 廠商會直接將您的產
品， 以電子郵件方式直接寄送給您. 。
2. 您在收到廠商寄給您的郵件以後，請在 2021 年 2 月 19 日前要以郵件內容去索
取及安裝/使用並啟動該軟體。 過了此期限, 恕無法提供後續相關處理.

免費 Web Component Pack 贈送細節說明 (下列贈送產品, 請三選一)
1. 贈送產品名稱: FMSoft uniGUI Web Application Framework









贈送授權: Named license per developer (單機版/ 產品售價 USD680) / 贈送
數量跟您購買 Delphi/RAD Studio 產品的數量相同. 不論您購買的
Delphi 產品為 Network Named 或 Concurrent 版本, 您所贈送的
uniGUI 授權皆為 Named License
會透過 FMSoft Web Customer Portal (https://prime.fmsoft.net/userv/mportal.dll)
使用產品
產品為永久使用授權. 此授權包含一年更新維護服務. 未來第二年客戶
可以透過該產品的 Customer Portal 繼續購買續約服務.
使用該產品有任何技術問題, 可透過 UniGUI Web forums
(http://forums.unigui.com/) 及 Jira based Customer Support Portal
(http://jira.fmsoft.net/servicedesk/customer/portal/4) 詢問
在一年內有任何的新版本, 會以郵件通知客戶, 請自行到 Customer
Portal 下載及更新

2. 贈送產品名稱: TMS Web Core



贈送授權: (視您購買 Delphi/RAD Studio 購買數量贈送)
 Per Developer (售價: 395 EUR )
 Small Team (2 developers /售價: 695 EUR )
 Site License (license for unlimited developers in the company, 售價:
1295EUR)



產品為永久使用授權. 此授權包含一年更新維護服務. 未來第二年客戶可
以透過 TMS 繼續購買續約服務.
在一年內有任何的新版本, 請自行下載及更新
使用該產品有任何技術問題, 可透過 online forum 詢問






透過 TMS 官網輸入 credentials email/code 使用產品

3. 贈送產品名稱: IntraWeb








贈送授權: (視您購買 Delphi/RAD Studio 購買數量贈送)
 IntraWeb single developer license: 售價 599 EUR
 IntraWeb small team license (2-4 developers): 售價 1,299 EUR
 IntraWeb medium size team license (5-9 developers): 售價 2,399EUR
 IntraWeb large team license (10+ developers): 售價 4,199 EUR
產品為永久使用授權. 此授權包含一年更新維護服務. 未來第二年客戶可
以透過 IntraWeb 繼續購買續約服務.
在一年內有任何的新版本, 請自行下載及更新
https://www.atozed.com/intraweb/download/
使用該產品有任何技術問題, 可透過 online forum 詢問
https://www.atozed.com/forums/
透過 IntraWeb 官網輸入 login 資訊使用產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