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工作表

McAfee Security for Business
雲端型資料、Web 及電子郵件保護套件

主要優點
雲端型安全性
• 不需要伺服器。
• 不需要人員在現場管理。
• 提供全方位的安全性。
其他附加價值
全年無休、永保最新狀態的安
全性。
• 全年無休客戶支援服務。
• 可善用 McAfee Global Threat
Intelligence 技術。
•

無論您經營的是麵包店、腳踏車行、法律事務所，還是小餐館，只要是成長中的企
業，都是網路罪犯鎖定的目標。他們鎖定了您，認為貴公司比較容易下手，因為您無
力負擔也無法妥善管理複雜精細的安全機制。但他們錯了，McAfee 可保護您。沒有 IT
人員嗎？沒關係。McAfee® Security for Business 的代管和維護作業全由 McAfee 一手包
辦。這款雲端型全方位端點、電子郵件及 Web 安全性解決方案提供最有效、最先進
的安全機制，而且無須架設管理伺服器，是符合您業務與預算的最佳選擇。

主要功能
防毒與防間諜軟體功能

雲端服務
電子郵件保護

McAfee Security for Business 能同時保護電腦和伺
服器，抵禦病毒和間諜軟體。這款「全自動」解
決方案會自行更新至最新狀態，同時持續檢查網
路內外和網站上的檔案與程式、電子郵件訊息以
及通訊內容，確認其中是否存在威脅，自動為您
網路上的電腦提供保護。它可快速偵測裝置、卸
除式媒體或網路中是否存在病毒、間諜軟體、蠕
蟲、特洛伊木馬程式以及其他潛在威脅，連透過
電子郵件傳播的威脅也不放過。

位於 McAfee 商務級資料中心內的電子郵件安全性
功能可偵測到我們伺服器上的威脅，並在威脅到
達您的網路之前便將其移除，降低帶有風險的電
子郵件流量，避免對您的頻寬造成影響。

每當存取電腦上的檔案時，病毒和間諜軟體防護
都會掃描檔案，以確保其中不含任何可能有害的
內容。
桌上型防火牆安全性

McAfee 桌上型防火牆技術可在每台電腦與網際網
路或區域網路中的其他電腦間築起一道屏障。桌
上型防火牆會在背景中監控通訊流量，尋找是否
有可疑活動並採取適當行動 (例如封鎖)。
瀏覽器安全

McAfee SaaS Endpoint & Email Protection 仰賴
McAfee SiteAdvisor® 來顯示網站相關資訊，協助
使用者抵禦 Web 威脅。使用者可以在瀏覽或搜尋
網路時，檢視網站的安全性評分和安全報告。此
外，Web 篩選功能可讓管理員根據安全性評分、內
容類別或特定 URL，控制網站的存取權限。

入埠與出埠電子郵件篩選功能可封鎖或隔離在郵
件和附件中偵測到的目錄收集攻擊、垃圾郵件、
網路釣魚詐騙、病毒，以及其他藉由電子郵件傳
播的威脅，藉此保護您的員工和客戶遠離經由電
子郵件傳播的惡意軟體。
電子郵件加密和進階資料遺失防護功能讓您可以
存取 PCI-DSS、醫療保健、財務資料等項目的預建
內容規則，以便快速建立符合性原則。
電子郵件不間斷功能可讓您從任何網頁瀏覽器存
取 60 天內已儲存的電子郵件，即使電子郵件網路
服務中斷，您的企業營運也不會受到影響。
Web 保護

傳入和傳出的網際網路內容都是透過專屬的
McAfee 伺服器傳送，在威脅對您的業務造成影響
之前便將其消除。
Web 防惡意軟體引擎會掃描網頁上的主動式內容，
瞭解其意圖並預測其行為，讓 McAfee 可主動保
護您遠離無訊息下載、網路釣魚網站、鎖定式威
脅，及企圖竊取您資訊的其他攻擊。

規格
以下是最小需求。括弧中為建議需求 (適
用的話 ) 。實際的需求將隨著您環境的本
質而有所不同。
系統要求
•

Intel Pentium 處理器或相容架構
GB RAM (建議為 2 GB)

•1

病毒和間諜軟體防護
用戶端電腦
Microsoft Windows 8 (32 位元或 64 位
元版本)
• Microsoft Windows 7 旗艦版、專業
版、家用進階版、家用入門版 (32 位元
或 64 位元版本)
• Microsoft Windows Vista Ultimate、
Enterprise、Business、Home Premium、
Home Basic (32 位元或 64 位元版本)
• Microsoft Windows XP Home 或
Professional (32 位元或 64 位元版本)
含 SP2、SP3。Windows XP 的 64 位元
版本不支援桌上型防火牆防護。
•

伺服器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2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1：
Small Business Server
•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8 R2：
Standard、Enterprise
•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8
(32 位元或 64 位元版本)：
Standard、Enterprise、Small
Business Server
• Microsoft Windows Small Business
Server 2003 R2
•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3 含
Service Pack (32 位元或 64 位元版本)：
Standard、Enterprise、Small
Business Server
•
•

桌上型電腦防火牆保護
同上 (附註除外)

•

• 不支援：Windows

XP Professional

64 位元版本
瀏覽器保護與 Web 篩選
•

同上 (以下附註除外)

• 不支援

Apple Safari (Windows 版)

McAfee Email Security Service
必須有電子郵件網域，如 yourdomain.
com；靜態 IP 位址或可解析為 IP 位址
的主機名稱；專用的電子郵件伺服器，
無論是在公司內部或由 ISP 代管
• 只要簡單的郵件交換程式 (MX) 記錄重
新導向即可啟用

圖 1. McAfee SecurityCenter 可集中管理安裝、報告與原則設定。

即便使用者未連線到網路，仍可持續為所有使用
者提供更新，以利防禦快速變動的零時差惡意軟
體、間諜軟體和網路釣魚威脅。
就算使用者存取的網際網路是由咖啡廳、飯店或
其他 Wi-Fi 熱點的控管式存取入口網站 (用於付款
和存取) 所提供，用戶端 Proxy 仍可將 Web 保護原
則和安全性套用到離線的漫遊使用者。
存取控制功能可管理線上內容、每日使用時
間、Web 應用程式和媒體類型。使用者可自由瀏
覽網路，不用浪費時間分心在其他事務。
Web 管理主控台
內建的 Web 管理主控台提供整個端點安全性的完整
檢視畫面，可從任何有網際網路連線的瀏覽器檢視。
•

McAfee SecurityCenter 這個集中式主控台讓您每天
只需花不到 15 分鐘的時間，便可輕鬆管理所有裝置
的安全性。

•

方便隨時從任何有網際網路連線的裝置存取此主
控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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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程定期安全性報告，並透過電子郵件傳送。

•

無論裝置位在任何地點，都能在個別裝置或裝置群
組中定義安全性原則及進行設定。

30 天免費試用版
利用 30 天免費試用版體驗 McAfee 雲端型安全性解
決方案的價值。請造訪 www.mcafee.com/tw/smallbusiness-security/security-for-business.html。
McAfee 解決方案服務合作夥伴
McAfee 合作夥伴提供了安裝、管理等專業服務。立即
與 McAfee 連絡，瞭解 McAfee Partner Security Services
如何為您提供協助。
深入瞭解
請於上班時間撥打我們的專線電話：886-2-27217766。如需詳細資訊，請造訪 www.mcafee.com/tw/
small-business-security/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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