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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科技防毒管家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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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簡介 
 服務特色 
 服務升級亮點 
 服務流程 
 優惠方案 
 競品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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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趨勢科技防毒管家Pro為中小業主量身訂做的網路安全服務，提供零時
差的遠端防護與免費原廠到場安裝及專業的服務團隊，讓中小企業主成
本減少58%，享有完整的網路安全服務。 

 採用全球偵測率第一名的雲端運算開發技術，有效提升電腦效能，病毒
攔阻率達96.4% 

 透過雲端防毒主機，代管客戶防毒軟體，讓企業安全管理更簡單 

中小企業的資安防禦資源有限，但網路安全威脅卻與日俱增。 

唯有提供即時的監控服務、重大攻擊入侵通知、解決工具
和企業整體安全周報，才能解決目前中小企業的資安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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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開通、即裝即用 >>解決中小企業安裝的困擾 

 提供雲端防毒主機,登入帳號即可使用 

主機代管、輕鬆管理>>降低企業人力與成本 

 提供微型企業簡單管理、低成本的企業防毒防駭服務 

多元功能、系統全面支援>>設備 All in One 

 支援Windows/Mac/Android 
 防毒防駭/郵件安全防護/週邊設備控管/網頁威脅防禦 

主動告警、及時防護>>輕鬆掌握重點，立即因應 

提供清毒工具 
提供重大威脅入侵通知 
提供定期安全週報 

 
 

為企業攔截不適
當的網頁連結。
阻擋危險的網站 

專家服務 

 7x24 事件監控分析 

 5x8線上技術支援 

 重大入侵攻擊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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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開通、即裝即用 

服務帳號登入 

受保護電腦列表 

防護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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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去安裝建置及管理防毒主機的成本 

趨勢原廠提供主機維護及更新 

不影響原有伺服器的的效能 

任何時間，地點，都可隨時存取管理主控台 

個人電腦，筆電在任何地點皆可得到最佳防護 

技術支援更及時、有效 

程式版本即時更新，享有最新功能 

主機代管、輕鬆管理

家中 

 

 

 

 
Laptop  

公司內 

 

 

 

 
 

Desktops/Servers 
出差中  

 

 

 

 

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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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功能、系統全面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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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告警、及時防護

防毒管家Pro版 專家服務內容 

• 病毒事件通知 

• 重大威脅入侵通知 

• 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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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告警1

主動監控異常病毒
行為, 每小時主動針
對無法、清除刪除
之病毒事件主動提
供清除工具，並發
送事件通知及執行
步驟到管理者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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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告警2

重大病毒事件通知項目 

 

 
種類 威脅範圍 建議措施 

目標式
攻擊
(APT) 
 

社交工程攻
擊、資料外
洩 

內部網路安全
檢測 

網頁後
門 
 

交易資料被
竊取 

網站主機安全
檢測 

駭客工
具 
 

植入後門 
跳板攻擊 

確認及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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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告警3-企業整體安全週報 

資安燈號 :  

 紅 (危險,需立即處理)  

 黃 (有風險,需注意)  

 綠 (安全) 

病毒碼落後通知 

防毒授權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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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ry-Free  專家服

務版

Worry-Free  中小

企業授權版
PC-Cillin 單機版

中央管理功能 專家代管 自行管理 無

網站式管理主控台，統一策略設定 ╳

透過群組分類讓安全設定更彈性 ╳

支援作業系統 電腦/主機/行動裝置 電腦/主機/行動裝置 無法支援伺服器

Windows PC、筆記型電腦

Windows 伺服器以及 Mac 伺服器 ╳

Mac 用戶端 (iMac 和 MacBook)  

行動裝置防護 (iOS、Android)   

防毒與防駭 全功能 全功能 全功能

雲端病毒碼即時防範惡意威脅

行為分析監控，抵擋最新APT與勒贖軟體攻擊

即時的 URL 過濾，封鎖惡意網站 ( C&C、Botnet )  

裝置控管 - 限制 USB 隨身碟，防止資料外洩

POP3 電子郵件帳戶即時掃瞄

技術支援 基本+專家服務 基本服務 基本服務

5x8 客服專線

7x24 事件監控分析 ╳ ╳

主動提供清毒工具 ╳ ╳

企業整體安全週報 ╳ ╳

重大威脅及早預警 ╳ ╳

PRO版 舊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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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管理網頁 

•建立管理帳號 
開通 

•Agent程式

安裝佈署 

•最佳管理政

策套用 

佈署 
•病毒清除 

•重大入侵攻

擊警示 

處理 
•資安評等 

•風險管理 
週報 

監控 

清除 

改善 

提供企業管理、掌握內部資安的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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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結合專家建議及主動式病毒防護的WorryFreePRO防護功能再進化。 
無論新客戶、老朋友，購買5U以上，不論新購或續約皆有500元 7-11禮券！ 
【每次購買至少5U，每增購1U 加價990元。】  Ex. 每5Ｕ送 500元7-11禮券 ; 
6 U 送600元 7-11 禮券..以此類推。買越多優惠越多喔!  

數量(U) 售價 說明 

5台 4,950 送 500元7-11禮券  

6台 5,940 送 600元7-11禮券  

7台 6,930 送 700元7-11禮券  

8台 7,920 送 800元7-11禮券  

9台 8,910 送 900元7-11禮券  

10台 9,900 送 1,000元7-11禮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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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SS Labs使用從網際網路蒐集的真實社交工程惡意程式樣本來測試企
業端點解決方案，確認這些樣本在不同的網路層被各家解決方案所攔截
或偵測到的實際狀況。 

 
推薦 
理由 

http://www.nsslabs.com/
http://www.nsslabs.com/
http://www.nsslabs.com/


16 為了你 一直走在最前面 Always Ahead 

企業防毒管家PRO  Q&A 

Q1：請簡介服務內容與功能? 

 

「趨勢科技防毒管家Pro」是為中小業主量身訂做的網路安全服
務，提供零時差的遠端防護及專業的服務團隊，讓中小企業主不
用花費太多成本的情況下，享有完整的網路安全服務。 

本服務為中華電信與趨勢科技合作，提供中小企業之優惠方案。
趨勢科技防毒管家PRO採用全球偵測率第一名的雲端運算開發技
術，有效提升電腦效能，病毒攔阻率達96.4% 

透過雲端防毒主機，代管客戶防毒軟體，讓企業安全管理更簡單 

 



17 為了你 一直走在最前面 Always Ahead 

企業防毒管家PRO  Q&A 

Q2：請問服務特色與功能? 
 快速開通、即裝即用 >>客戶只要開通帳號，就可以輕鬆登入中控
平台，看到企業內部的電腦，解決中小企業安裝的困擾 

 提供雲端防毒主機>>提供主機代管機制，讓客戶在任何時間、地
點都可登入帳號使用，輕鬆控管企業內部資安，有效降低企業人力
與成本 

 多元功能、系統全面支援>>本服務支援Windows/Mac/Android
各種系統，功能部份涵蓋: 防毒防駭、郵件安全防護、週邊設備控
管(如:USB)、上網行為管控、網頁威脅防禦等。 

 主動告警、及時防護>>本服務提供專家24*7監控，若有發現重大
資安事件，即會發告警信通知客戶，並提供每週資安評等報表，告
知客戶軟體授權與病毒碼更新情況，讓客戶可以輕鬆掌握內部資安
重點，並立即因應。 

 



18 為了你 一直走在最前面 Always Ahead 

企業防毒管家PRO  Q&A 

Q3：本服務是否會提供安裝協助? 申租流程為何? 

 

客戶申租後，趨勢科技工程師收到單子五天內就會聯絡
客戶，確認客戶的E-MAIL等資訊，然後寄送相關的說
明與註冊開通信給客戶，並且在說明寄出三天內即會打
電話話給客戶，再次確認是否有收到資訊，或者在安裝
上有沒有問題，給予進一步的指導與協助。 

 



19 為了你 一直走在最前面 Always Ahead 

企業防毒管家PRO  Q&A 

Q4：若沒有收到註冊通知信件應如何處理？ 

 請先檢查電子郵件信箱的垃圾郵件資料夾有沒有收到
信件，若仍未收到可以致電詢問趨勢科技技術支援中
電話03-3019880 ，或更換電子郵件信箱進行註冊。 

 

Q5：事件通知信的工具無法執行，請問該怎麼辦？ 

 Windows 7/8/8.1作業系統請使用系統管理員身分
執行(於檔案上面按滑鼠右鍵，點選“以系統管理員
身分執行”)，執行後請耐心等候工具執行完成。 

 



20 為了你 一直走在最前面 Always Ahead 

企業防毒管家PRO  Q&A 

Q6：我擔心目前公司的電腦或系統不能使用這個服？ 

 可點選以下網址，參考「產品常見問題」 

https://74885.trendmicro.com.tw/wfp/qa.html 

 若仍有問題，可致電給趨勢科技技術支援中心:   

    03-3019880作進一步確認 

Q7：如果對於告警報表或在使用服務上有任何  

             疑問可以向誰詢問？ 

 可致電給趨勢科技技術支援中心:  電話03-3019880 

 或mail: WFP_Support@74885.trendmicro.com.tw 

 

https://74885.trendmicro.com.tw/wfp/qa.html
https://74885.trendmicro.com.tw/wfp/qa.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