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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指南 

您可以使用 Microsoft 商務中心來檢視、瞭解和使用您的軟體保證權益以及您可以透過某些 Microsoft 線上服務獲得的

權益。 

 

請先登入商務中心，從上層功能表選取庫存，然後選取管理我的庫存以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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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本快速入門指南將指導完成您在商務中心檢視、瞭解和使用您的軟體保證與服務權益的步驟。它還將向您展示如何向您

的 Microsoft 合作夥伴提供權限，以代表您的組織管理各權益。 

Microsoft 大量授權客戶可以使用多種不同的權益。權益類型有較大的差異。有些權益提供線上或親身訓練，有些權益則

提供可供下載的軟體，還有些權益則提供額外的服務，以補充或增強您已訂閱或取得授權的產品。 

 

 

商務中心的軟體保證與服務權益區段將告訴您： 

 您已可以使用的權益。 

 您有資格使用的其他權益。 

 各權益摘要描述。 

 關於各權益更多詳細資訊的連結，包括權益數量的計算方式（如適用）。 

 如何使用各權益的逐步說明。 

 附加功能，視乎權益而定。 

 

檢視您的權益 

從檢視您的所有權益清單開始。 

1. 移至商務中心首頁並從庫存下的下拉式選單選擇管理我的庫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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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您有多個採購帳戶，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帶有您希望檢視權益的採購帳戶。 

3. 該頁面預設將打開授權與服務索引標籤。選取軟體保證與服務權益索引標籤。 

4. 檢視您的權益清單。選取描述，查看各權益的簡短描述。 

 

主權益頁面列出了您的所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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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中間欄顯示您已使用多少權益以及仍有多少權益的相關資訊。 

右欄顯示您權益的具體資訊，如軟體保證識別碼、程式碼、存取碼或其他識別資訊。資訊類型會有差異，具體視乎

權益而定。右欄還顯示對該您的提醒，比如使用權益前您必須先執行的操作。 

 

如何衡量權益 

各權益的衡量方法視乎權益而異： 

 24 小時全年無休的問題解決電話和網路支援權益透過事件數量衡量。  

 E-Learning 權益透過參與者人數衡量。 

 全域服務監視 (GSM) 權益透過可用下載數量衡量。 

 軟體家用計劃 (HUP) 權益透過授權數量衡量。 

 Dynamics 客戶來源權益未衡量。 

 Microsoft Office 多語言套件權益透過可用下載衡量。 

 規劃服務權益透過計劃天數衡量。 

 教育訓練券權益透過訓練天數衡量。 

 Windows Thin PC 權益透過可用下載數量衡量。 

 

查看更多您可以使用的權益 

向下捲動您的權益下的頁面，檢視被列為更多您可以使用的權益的其他權益。連絡您的合作夥伴，瞭解如何取得這些權

益。 

有時候，您之前擁有此權益，但卻過期了。在此情況下，將會顯示此權益已過期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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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Microsoft 合作夥伴提供管理您權益的權限 

如果您不希望親自管理，可以要求您的 Microsoft 合作夥伴為您的組織管理權益。如果您的合作夥伴同意，他們必須向您

發出權限要求，您可以在商務中心批准或拒絕該要求。 

管理權益的要求必須來自合作夥伴，其可以在大量授權合作夥伴中心提出此要求。他們提出要求後，您可以在商務中心

進行回應。 

如果您向您的合作夥伴提供了代表您管理權益的權限，他們將可以代表您執行所有操作。 

 新增和移除授權的網域 

 散發存取碼給使用者 

 新增、編輯和移除授權的使用者 

 新增和移除授權的網域 

 指派和撤銷教育訓練券 

 下載軟體及檢視產品金鑰 

 管理將來發佈的其他權益 

您可以允許多個合作夥伴管理您的權益，也可以隨時取消這些權限。 

要獲得權限： 

1. 如果您的 Microsoft 合作夥伴告知您他們已請求管理您權益的權限，則可在商務中心尋找該請求。您還會收到來

自 Microsoft 的電子郵件通知您，您的合作夥伴是否請求管理您權益的權限。 

2. 移至軟件保證與服務權益索引標籤。 

3. 在您的權益下，選取檢視和編輯合作夥伴權益權限連結。如果您沒看到此連結，則您的合作夥伴尚未傳送管理

您權益的要求。請連絡他們，要求他們在大量授權合作夥伴中心傳送此要求。 

 

 



快速入門：使用您的軟體保證與服務權益 

Microsoft 大量授權  6 

4. 選擇此連結後，您將移至合作夥伴管理權益頁面，您可以在該頁面中查看已核准或擱置的、您合作夥伴為管理

您權益而傳送的要求。 

 

 

5. 找到相應的擱置要求，並從變更狀態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核准要求或拒絕要求。完成後，選取提交。 

 
 

6. 看螢幕頂部是否有一條訊息，確認您已核准您的合作夥伴管理您權益的要求。Microsoft 將通知他們您已經核准

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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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您的合作夥伴管理您權益的權限 

您也可以移除某個合作夥伴管理您權益的權限。  

1. 根據上方說明，前往合作夥伴管理權益頁面。  

2. 找到相應的已核准要求，並從變更狀態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移除權限。完成後，選取提交。 

 

 

3. 看螢幕頂部是否有一條訊息，確認您已移除該合作夥伴代表您管理權益的能力。Microsoft 也會通知合作夥伴此

變更。 

 

 

瞭解如何使用您的權益 

由於有許多不同類型的軟體保證與服務權益，且差異較大，因此有大量關於不同權益如何運作以及如何使用這些權益的

資訊。您可以找到許多關於您各項權益的詳細資訊，包括帶有更多資訊的連結。 

1. 要瞭解您權益的相關內容，請選擇各權益清單右側的箭號。  

 

選取朝右的箭號，檢視關於您權益的更多詳細資訊以及如何使用它們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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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操作將打開載有如何使用權益的說明頁面。本說明主要為管理員編寫，指導其如何為組織內的使用者設定該權

益。本說明並非為最終使用者編寫，因為使用者通常不會在商務中心存取這些權益頁面。 

 

權益詳細資訊頁面的說明指導管理員如何為組織內使用者設定權益 

 

 各權益詳細資訊頁面會顯示主權益頁面上所顯示的相同資訊，即關於您已使用多少權益，剩餘多少權益，以及識別

具體權益（如軟體保證識別碼或程式碼）的資訊。 

 某些權益詳細資訊頁面中包含說明連結，管理員可將其傳送給最終使用者（參與者），指導他們如何使用該權益。

例如，管理員可將「軟體家用計劃」頁面的說明傳送給最終使用者，指導他們如何下載和安裝他們可以購買的 

Microsoft Office 軟體複本。 

 某些權益詳細資訊頁面包含關於適合的網域名稱的資訊，使用者的電子郵件地址必須有這些網域名稱才能使用相應

的權益。 

 某些權益詳細資訊頁面包含該權益的其他特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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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或刪除權益使用者，或重新傳送說明 

某些權益頁面允許您新增更多權益使用者，如 24 小時全年無休的網絡和電話問題解決支援權益頁面。  

如果您可以新增使用者，在權益詳細資訊頁面上將有一個帶有新增使用者標籤的按鈕。（新增使用者不套用於某些類型

的權益。）如果您可以新增使用者，則也可以刪除使用者。 

1. 選取您要打開權益詳細資訊頁面的權益的向右箭號。  

2. 看到新增使用者按鈕時，填寫您要新增的權益使用者資訊欄位，然後選取新增使用者。  

3. 要移除一個現有的使用者，請選取該使用者，然後在操作下方選取刪除使用者。  

4. 視乎權益而定，可能會有向其他使用者重新傳送說明的選項。 

 

某些權益頁面允許您新增更多的權益使用者 

 

瞭解如何計算您的權益 

各權益的計算方法視乎權益而定。計算您權益的方法如下： 

1. 在權益詳細資訊頁面中，選取檢視計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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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操作將打開計算頁面，說明權益的計算方法。  

 

計算頁面顯示各權益的計算方法 

 

3. 您也可以在某些權益計算頁面上選取匯出交易記錄，以匯出您交易的試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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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清單 
本指南編寫時提供的軟體保證與服務權益如下。未來將有更多權益可用。聯絡您的合作夥伴取得關於可用權益的更多資

訊。 
 

 24 小時全年無休的問題解決 — 電話 

您可以使用此電話支援服務，透過 Microsoft 支援網站或致電 Microsoft 支援部門提出解決問題的要求。此電話支援

適用於所有 Microsoft 伺服器、Windows 和 Office 所有產品和版本。 

瞭解關於 24 小時全年無休電話支援的更多資訊 

 

 24 小時全年無休的問題解決 — 網路 

您可以使用此線上支援服務，透過 Microsoft 支援網站線上提出解決問題的要求。此服務允許您選擇您需要協助的是

哪款 Microsoft 產品。 
 
瞭解關於 24 小時全年無休網路支援的更多資訊 
 

 E-Learning 

Microsoft E-Learning 是 Microsoft 為個人提供的、針對所選 Microsoft 技術的交互式線上訓練，能夠以自己的步調

進行訓練。此線上訓練可協助您的員工獲得他們所需的技能，提高使用當前 Microsoft 軟體的效率，並為使用新版本

做好準備。 

瞭解關於 Microsoft 軟體保證 E-Learning 的更多資訊 

 

 全域服務監視 

System Center 全域服務監視是專供軟體保證客戶使用的服務。其可於組織自己的網路界限之外擴展 Microsoft 

System Center 2012 的應用程式監視能力。全域服務監視使用 Windows Azure 網路節點監視和識別外部因素，協助

您真實反映 Web 應用程式的使用者體驗。 

瞭解關於全域服務監視的更多資訊 

 

 軟體家用計劃 

軟體家用計劃 (HUP) 為員工提供最新版本的 Microsoft Office 套件或應用程式，他們只要透過低成本的下載，就可以

在家用電腦使用。當員工在家和公司使用同樣的軟體時，自然可以獲得更多協助提高產能的技能。 

瞭解關於 Microsoft 軟體家用計劃的更多資訊 

 

http://www.microsoft.com/licensing/software-assurance/support.aspx
http://www.microsoft.com/licensing/software-assurance/support.aspx
http://www.microsoft.com/learning/sa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Licensing/licensing-programs/software-assurance-by-product.aspx
http://www.microsoft.com/licensing/software-assurance/home-use-program.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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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rosoft Dynamics 客戶來源  

透過這個專為 Microsoft Dynamics 客戶設計的唯一線上入口網站可以全天 24 小時存取工具和資源，從而促進使用

者採用，幫助員工提高產能。客戶來源是專業見解、主動式工具等的中心來源。  

 

 Microsoft Office 多語言套件 

您可以使用 Microsoft Office 多語言套件部署一個支援 40 種使用者介面語言的 Office 映像，並為建立或編輯內容的

個人提供強大的校訂工具和自助功能。語言套件允許您使用所選語言靈活地自訂 Office。  

瞭解關於多語言套件的更多資訊 

 

 規劃服務 

軟體保證規劃服務提供現場專業指導，幫助您規劃您的下個 Microsoft 技術部署。部署規劃顧問將協助您評估現場、

雲端或混合環境下最佳的 Microsoft 部署解決方案。 

瞭解關於規劃服務的更多資訊 

 

 教育訓練券 

您的 IT 員工可以使用這些教育訓練券接受由講師指導的課程，這些課程由 Microsoft 學習合作夥伴講授並由 

Microsoft 專家開發。這些深入的課程設計用於協助您的 IT 員工部署、管理和支援新軟體。 

瞭解關於教育訓練券的更多資訊  

 

 Windows Thin PC 

客戶可以使用 Windows Thin PC 透過提供使用量較小的 Windows 7 鎖定版本，將現有電腦的用途重新設定為精簡型

用戶端。  

瞭解關於 Windows Thin PC 的更多資訊  

 

 

將規劃服務轉為更多的教育訓練券 
若您想要獲得更多的規劃服務日數，您可以將一些教育訓練券轉為規劃服務。（您必須已有一些規劃服務才能進行此轉

換。） 
 

注意︰若您同意授權 Microsoft 合作夥伴代表您管理此權益，則他們可以為您進行此轉換。  
 

http://www.microsoft.com/dynamics/customer/en-us/access-customersource/default.aspx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Licensing/licensing-programs/software-assurance-by-product.aspx
http://www.microsoft.com/licensing/software-assurance/planning-services-overview.aspx
http://www.microsoft.com/licensing/software-assurance/training-vouchers.aspx
http://www.microsoft.com/windows/enterprise/products/windows-7/default.aspx
http://www.microsoft.com/windows/enterprise/products/windows-7/default.aspx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Licensing/licensing-programs/software-assurance-by-produc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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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如下指示執行此轉換： 
 

1. 移至商務中心首頁並從庫存下的下拉式選單選擇管理我的庫存。 

 
 

2. 如果您有多個採購帳戶，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帶有您希望檢視權益的採購帳戶。  

3. 該頁面預設將打開授權與服務索引標籤。選取軟體保證與服務權益索引標籤。  

4. 在您的權益清單中找出規劃服務，並選擇行尾的箭號。請注意您已使用的規劃服務日數與尚剩餘的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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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規劃服務頁面上，選擇轉換權益。此操作將讓您可以轉換一些您的規劃服務日數為教育訓練券。  

 

 

6. 輸入您想要在彈出表格中建立的額外規劃服務日數。三天的教育訓練券日數等於一天的規劃服務日數。此表將告知

您依據您擁有的教育訓練券數量，可創立的規劃服務日數為幾日。您不能輸入超過此日數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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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格也將告知您在轉換後還剩下多少張教育訓練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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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您輸入要建立的規劃服務日期後，選擇轉換。  

您的新規劃服務日期以及新的已減少教育訓練張數將出現在您的權益清單中。  

 

 

 

注意︰若您在稍後改變心意，可以將一些您的教育訓練券轉回規劃服務日數。若要進行此操作，請移至教育訓練券

權益頁面，並選擇轉換。 

除非您倒轉先前的轉換，否則無法將教育訓練券轉換回規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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