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還在尋找3D印表機嗎 ?



雲端模擬電子商城 ( 含拍賣模組 )

1
2
3
4
5
6



具美國NeuroSky原廠代理證書，可提供，增加公信力



NetSupport Assist is from the developers of NetSupport School, the 
award-winning classroom management software product for Windows and 
recipient of the eSchool News “2012 Reader’s Choice Award” and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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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ddition of Assist to the company’s education portfolio s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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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offer compatible solutions across Windows, Mac® and Lin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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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gnizing that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is continually evol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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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expertise to bring you the tools teachers need to centrally 
instruct, monitor and interact with their students in a dedicated Mac or 
%�
�!�
���	
�
���

&�	����
�������"�������'(��
���������������	
�"���������)����	
��
�
����
�������������
�����	������������"�����
������	����������
Combining advanced classroom monitoring with real-time presentation 
and collaboration tools, NetSupport Assist rises to the challeng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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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features
+�NEW Delta File Transfer

+�NEW Send and Collect Work

+�NEW Power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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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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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機構授權概覽

適用於教育機構的
讓您的學生、教育工作者和員工能夠存取全球頂尖

的設計、網路、視訊和攝影等創意應用程式。全部都可以在桌面
運作，還可順暢地進行分享和協作。 提供所有基本
工具，協助學生全力發揮他們的創造潛能。

您是自行購買的教育工作者或學生嗎？
深入了解適用於個人的 ：

請參閱學生與教師版資格指南：

中小學和高等教育機構可透過 教育機構企業授權合約享
有更多 應用程式優惠。

尋找符合您需求的授權選項：

小型工作群組和
部門

教室和實驗室 整個教育機構

適用於教育機構的

指定姓名的使用者授權
授權適用於每位使用者的機構
電腦
包括完整的 應
用程式組合或單一應用程式
選項
隨附線上服務

適用於教育機構的

裝置授權
授權適用於每部電腦，而非每
位使用者
包括完整的 應
用程式組合或單一應用程式
選項
未隨附線上服務

適用於企業的

企業授權
有彈性的授權部署選擇
包括完整的
應用程式組合
可選擇加入精選的線上服務

在 或透過 價
值獎勵授權計劃 提供。

透過 價值獎勵授權計劃
提供。

可以透過自訂的企業授權合約
採購。

透過電話、 或
授權教育版經銷商購買。

透過 授權教育版經銷商
購買。

如需詳細資訊，請聯絡您的
銷售代表。



† 需要網際網路連線。同步功能需要個別下載及同意附加條款。Adobe 線上服務 (包括 Adobe Creative Cloud 服務 ) 的服務對象僅限 
13 歲 (含 ) 以上的使用者，而且需要同意附加條款和 Adobe 的線上隱私權政策。應用程式和線上服務不會於所有國家 /地區提供，
也不會提供所有語言，使用者可能需要註冊後方可使用，而且如果有變更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您可能需要支付其他費用或會費。
‡ 指定姓名的使用者授權還包括 Adobe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的 Single Edition，以及 Adobe Scout CC、Gaming SDK、ExtendScript Toolkit CC、
Story CC Plus、Edge Inspect、Edge Web Fonts、Typekit 和 PhoneGap Build。
Adobe, the Adobe logo, Acrobat, Adobe Audition, Adobe Muse, Adobe Premiere, After Effects, Behance, Creative Cloud, the Creative 
Cloud logo, Dreamweaver, Encore, Fireworks, Flash, Flash Builder, Illustrator, InCopy, InDesign, Lightroom, PhoneGap, PhoneGap Build, 
Photoshop, Prelude, SpeedGrade, and Typekit are eithe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or other countries. All other trademark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 2014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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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 適用於企業的 
Creative Cloud†

適用於教育機
構、指定姓名的
使用者授權的 

Creative Cloud‡

適用於教育 
機構、裝置 
授權的  

Creative Cloud
†

Adobe Photoshop CC 編輯及合成影像、使用 3D 工具、編輯視訊及執行
進階影像分析 • • •

Adobe Illustrator CC 建立以向量為基礎的圖像，以供列印、網頁、視訊
和行動裝置使用 • • •

Adobe InDesign CC 針對紙本印刷及數位出版設計專業版面 • • •
Adobe Bridge CC 在一個集中位置瀏覽、組織和搜尋相片和設計檔案 • • •

Adobe Extension Manager CC 安裝及管理 Creative Cloud 中眾多創意應用程式的
擴充功能 • • •

Adobe InCopy CC 搭配使用 InDesign 作為專業寫作和編輯解決計劃 • • •
Adobe Acrobat XI Pro 建立、保護、簽署、協作及列印 PDF 文件 • • •
Adobe Dreamweaver CC 設計、開發、維護符合標準的網站和應用程式 • • •
Adobe Flash Professional CC 在各種不同的平台和裝置上建立豐富的互動內容 • • •
Adobe Flash Builder Premium 
Edition

使用單一程式碼庫，為 iOS、Android 和 BlackBerry 
建立絕佳的應用程式 • • •

Adobe Fireworks 快速構建網站和應用程式模板，並最佳化網頁圖形 • • •
Adobe Premiere Pro CC 使用高效能、領先業界的工具來編輯視訊 • • •
Adobe After Effects CC 建立業界標準的動態圖形和視覺效果 • • •

Adobe Audition CC 建立、編輯和增強音效，以供廣播、視訊和 
影片使用 • • •

Adobe SpeedGrade CC 在視訊素材中操作光線和色彩 • • •
Adobe Prelude CC 簡化從幾乎任何視訊格式讀入和記錄視訊的作業 • • •
Adobe Encore 製作 DVD、藍光光碟和 Web DVD • • •

Adobe Media Encoder CC 針對幾乎任何視訊或裝置格式將視訊和音效的編碼
程序自動化 • • •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5 使用數位攝影專用的管理、編輯和輸出建立工具 • • •
Adobe Muse CC 不需撰寫程式碼，即可設計及發佈 HTML 網站 • • •
Adobe Edge Tools & Services 
(Edge Animate CC、Edge 
Code CC 和 Edge Reflow CC)

使用動畫工具讓網站的外觀和效能最佳化 • •

Behance 展示及探索創意作品 自訂網路 (選用
項目 ) ProSite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的 
Single Edition 建立、發佈和最佳化內容導向的行動裝置應用程式   •

雲端儲存空間 將檔案儲存在雲端中 (限制依每個授權而定 ) 可自訂 100GB/20GB

協作工具 與組織內外的同事協作，維持檔案的私密性或隨意
分享 • •

Adobe 專家服務 取得部署、工作流程、操作協助，以及全天候技術
支援 選用項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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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教育機構的 Creative Cloud
隨時存取最新的 Adobe 創意應用程式。*

Adobe 
香港銅鑼灣希慎道 33號
利園大廈 4102室 
www.adob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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