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套件企業版(SPS-EE)
--所包含的安全軟體名稱說明

保安資訊整理提供

SPS-EE 5.0 (Symantec Protection Suite Enterprise Edition)包含的安全軟體名稱：

 SEP 14：Symantec Endpoint Protection 14支援

本文件還包含以下主題：

Windows/Linux/Macintosh

 企業端點防護(SEP)與多層次防

 SMS Exchange：Symantec™ Mail Security for
Microsoft® Exchange With Premium Anti-spam

 SMG：Symantec™ Messaging Gateway (Appliance
(選購)∕同時支援VMware 及Hyper-V虛擬環境)

產品簡介－－什麼是
產品簡介－－
什麼是 SPSEE ？／ SEP ？

護保安套件企業版(SPSEE)包含
元件之比較

 訂購單及詳細價格表

SPSEE 是『Symantec Protection Suite

管以及選購的已內建於 SEP 代理程式的(網

Enterprise Edition』之簡稱。中文直接翻譯就

路存取控管－－自我強制)等安全功能。SEP 與

是賽門鐵克保護套件企業版， 更多人稱它為

一般防毒軟體有很大的競爭優勢是它的安全

保安套件企業版。Suite 是套餐、多種同系列

政策：可以避免使用者接觸到危險源。透過

物品的組合的概稱，例如：一套傢俱包括餐

更快的病毒定義更新，更精準的行為偵測技

桌、椅子、碗櫃、沙發等。大家最常接觸也

術，第一時間就能掃描並清除最新的威脅。

最熟悉的Suite軟體就是 Microsoft 的 Office。

透過裝置控管及應用程式控管，能強制規定

它包含Word、Excel、PowerPoint 以及Outlook

那些裝置及程式可以使用，例如：禁用 USB

等辦公室常用的軟體，幾乎沒有人不使用它

或 FaceBook 等。而自我強制能提供未符合

。除非您只需要單一個元件，否則各別購買

安全政策的電腦採取必要的隔離或停用∕關

兩個元件的總價比購買一個 Suite 的價格還要

機的處置方式，以避免不安全的用戶端在企

貴，這也是Office 賣得比其它單一元件(Word

業內部網路到處為害或擴散。透過企業級的

、Excel、PowerPoint 以及 Outlook)多很多的

中央主控台架構－－SEPM(Symantec Endpoint

因素。這種狀況在 Symantec 的 SEP 與 SPSEE

Protection Manager)，讓企業能即時掌握用戶

一樣有非常明顯的對比。

端的安全狀態(如病毒定義檔或入侵偵測的特

SEP 則是『Symantec Endpoint Protection

徵檔沒更新、用戶端無故離線)，並依不同的

』之簡稱。中文直接翻譯就是賽門鐵克端點

安全與管理需求，制定∕調整∕套用∕強制

防護，也有人稱為賽門鐵克最新版的企業版

不同的群組政策。

防毒軟體。其實，防毒只是 SEP 的六(七)大

SEP能被當成獨立的單一料號購買，

功能之一而已：防毒、防間諜程式、用戶端

或是被包含於 SPSEE 內，也就是說，SEP

防火牆、入侵防護、裝置控管、應用程式控

是 SPSEE諸多元件其中的一種。SPSEE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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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套件企業版(SPS-EE)--所包含的安全軟體名稱說明

企業級資訊安全防護解決方案的金牌典範。

組訊息主機的防護，同時也提供郵件安全閘

它提供企業從端點、伺服主機、閘道的多層

道SMG-Symantec Messaging Gateway的防護。

次防護及包含病毒、蠕蟲、木馬、後門、間

定位為企業級(Enterprise Edition)的解決

諜程式、廣告程式、垃圾郵件、網路釣魚、

方案，除防護的能力要有專業的水準外，更

網頁安全防護、網頁內容過濾與分類、自我

代表它的穩定性、可靠性、相容性、可擴充

強制的安全政策遵循。它同時提供Windows

性與管理性要比其它市售的解決方案更能讓

Server(2016/2012(R2)/2008(R2))/Windows

顧客無後顧之憂並足以應付企業日後成長之

Wo r k s t a t i o n ( Wi n d o w s 1 0 / 8 . 1 / 8 / 7 / Vi s t a /

所需(無需因企業組織擴大之後，需重新評估

embedded systems)、Macintosh 以及 Linux (最

∕換成其它的解決方案)。

先支援 RedHat enterprise 等最多作業系統與檔

以下為SPSEE 所包含的元件列表：

案層級的防護，Microsoft Exchange的郵件群

企業端點防護 (SEP) 與多層次防護保安套件企業版 (SPSEE) 包含元件之比較

保 護 技 術

Symantec Endpoint
Protection
(SEP 14)

Symantec Protection
Suite Enterprise Edition
(SPS EE 5.0)

●

●

Symantec Endpoint Protection 14(SEP)-Windows/
Linux/Macintosh
Symantec Mail Security for Exchange(SMSExchange)

●

Symantec Premium AntiSpam Add on to SMS

●

Symantec Messaging Gateway 軟體授權(SM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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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澎金馬地區

訂 購 人：
電
傳

話：
真：

E - M a i l：
發

票：□二聯式

發票抬頭：

分機：

Symantec企業授權方案產品
SEP 報價/訂購單

手機：

訂購日期：

年

月

□三聯式

日

統一編號：

送貨地址：
本訂購單之產品名稱為：賽門鐵克端點防護企業版，全球統一名
稱為：Symantec Endpoint Protection 14，簡稱SEP V14，目前最
新版本為V14.3MP1(釋出日期2020.07.31)。
■ SEP 14 是一套安裝在用戶端的第三代端點防護解決方案，可以接受
管理主控台控管，亦可為獨立的單機模式，不接受控管。SEP的主
控台稱為SEPM(Symantec Endpoint Protection Manager)是安裝
於Windows平台的管理中心，而安裝SEP代理程式的電腦稱為SEP
用戶端(Client)－－支援Windows/Linux/Macintosh。在SEP用戶端可
依需求佈署全方位、多層次的防護技術，延伸涵蓋多種保護技術(多
重防毒引擎、防火牆、入侵預防、應用程式控管、裝置控管、系統
強化…)至端點攻擊鏈的每個環節，可避免單點失效，全軍覆沒。
■ SEP 14 是一線資安廠商中唯一將機器學習、人工智慧與重要的端點
技術(端點防火牆、入侵預防、信譽評比、行為分析、傳統特徵檔比
對…)融合，整合式網路防禦機制，可遏止未來的進階威脅以及現今
的威脅，提供全球最完整的端點安全防護。

無論網路攻擊是如何入侵您的網路，都是以各個端點做為發動攻
擊的跳板。我們的多層式用戶端防護解決方案可提供各項功能，
其中包含檔案信譽與行為分析，以及先進的機器學習人工智慧。
Symantec Endpoint Protection 14 為市面上最輕量化且功能強大
的用戶端防護軟體。
■ 所有賽門鐵克的授權產品均需另外購買專屬媒體包(內含光碟與手冊
)。－－不建議購買，因為原廠網站就能下載到最新的版本，而且盡量
使用電子檔手冊以減少紙張消耗，保護地球。
■

您可以滑鼠點擊以下藍色字體獲得更多資訊：
■ 本解決方案中文型錄下載
■ 本解決方案更詳細的網頁說明
■ 一般使用者(非管理員)的使用操作介面快速導覽
■ 原廠近期線上研討會：賽門鐵克端點安全：提供創新與成功的策略
賽門鐵克網路安全：提供創新與成功的策略

注意事項

以下單價為每一台授權之單價，依級數(數量的區間)及訂閱年份不同，享不同優惠單價
級數 本級數授權數量(以每一授權計價) □訂閱一年 □訂閱二年 □訂閱三年
數量
A
10-24
1,482
2,816
4,001
B
25-49
1,408
2,675
3,802
C
50-99
1,334
2,534
3,601
D
100-249
1,260
2,394
3,401
SEP專屬媒體包(內含光碟與手冊)--繁體中文版(選購)
2,750
總
價：新台幣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未稅) 總金額(未稅)
付款方式：□銀行電匯 □郵政劃撥

2020/09/07生效

小計

•付款方式：現有顧客貨到月結30天現金或公司即期票(第一次交易請先匯款)。
•付款帳號：＊銀行電匯帳號：215032001889 國泰世華銀行文心分行 戶名：保安資訊有限公司 跨行銀行代碼：013
＊郵政劃撥帳號：22552931 戶名：保安資訊有限公司
•作業時間：為加速本公司對您的服務，請將"郵政劃撥單"或"銀行電匯單"影本及"傳真訂購單"傳真予本公司(傳真號碼：04-2381-3000)
，自收到您的傳真日起，約2-3個工作天，您將接獲您訂購之安裝光碟並於十四天內收到原版授權書、原廠完成接受訂單當
日起即可合法使用產品、不必等到接到原版授權書。
•若有任何疑問請洽：保安資訊有限公司 客戶服務部
總管理處暨營業所：408006台中市南屯區三和街150號1樓 電郵信箱：keep.safe@msa.hinet.net
電話：0800-381500‧04-23815000分機168/169 傳真：04-23813000 手機：0936-285588(中華)
•相關資訊及更多產品資訊亦可由本公司網站的『Symantec產品』主選單區查詢。
本公司網址www.savetime.com.tw(好記：幫您節省時間.的公司.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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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antec Endpoint Protection V14 –– SEP 14 賽門鐵克端點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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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澎金馬地區

訂 購 人：
電
傳

話：
真：

E - M a i l：
發

票：□二聯式

發票抬頭：

分機：

Symantec企業授權方案產品
SPSEE 報價/訂購單

手機：

訂購日期：

□三聯式

年

月

日

統一編號：

送貨地址：
本訂購單之產品名稱為：Symantec Protection Suite Enterprise
Edition－－簡稱：SPS-EE 。
■ 賽門鐵克的保安套件企業版(Symantec Protection Suite Enterprise
Edition－－簡稱：SPSEE)：中文直接翻譯就是賽門鐵克保護套件企
業版，也有人稱為保安套件企業版。Suite是套餐、多種同系列物品
的組合的概稱，例如：一套家具包括餐桌、椅子、碗櫃、沙發等。
大家最最接觸也熟悉的Suite就是Microsoft的Office有包含Word、
Excel、PowerPoint以及Outlook等辦公室常用的軟體，幾乎沒有人
不使用它。SPSEE是完整的資訊安全(Secure)與資訊保護(Safe)解決
方案。它包含賽門鐵克在端點、伺服主機、郵件伺服主機、郵件閘
道多層級全方位的安全防護，並提供完善的全局安全管控能力。以
最經濟的成本提供易於管理並能自動控制重要的IT資產的企業資訊
安全完整解決方案，是企業降低投入成本與時間成本的最佳資訊安
全解決方案。SPSEE可建立一個受保護的端點、訊息及網路環境，
以抵禦當今複雜的惡意程式、資料外洩及垃圾郵件威脅。利用賽門

鐵克領先市場的技術，使用單一登入網頁主控台及更有效地管理IT
基礎架構無可避免的風險，降低保障您環境的成本。SPSEE包含：
SEP/SMS-EXCHANGE/SMG等三種元件。
■ 所有賽門鐵克的授權產品均需另外購買專屬媒體包(內含光碟與手冊
)。－－不建議購買，因為原廠網站就能下載到最新的版本，而且盡量
使用電子檔手冊以減少紙張消耗，保護地球。

您可以滑鼠點擊以下藍色字體獲得更多資訊：
■ 中文型錄下載：SEP 14.2：端點防護
SMG 10.7.x：郵件安全閘道
SMS-Exchange 79：Exchange防護
■ 本解決方案更詳細的網頁說明
■ 一般使用者(非管理員)的使用操作介面快速導覽
■ 原廠近期線上研討會：賽門鐵克端點安全：提供創新與成功的策略
賽門鐵克網路安全：提供創新與成功的策略

以下單價為每一台授權之單價，依級數(數量的區間)及訂閱年份不同，享不同優惠單價
級數
本級數授權數量(以每一授權計價)
□訂閱一年 □訂閱三年
數量
A
10-24
2,660
7,182
B
25-49
2,450
6,612
C
50-99
2,240
6,042
D
100-249
2,027
5,473
SPSEE專屬媒體包(內含光碟與手冊)--繁體中文版(選購)
2,750
總
價：新台幣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未稅) 總金額(未稅)
付款方式：□銀行電匯 □郵政劃撥

2020/04/25生效

小計

注意事項

•付款方式：現有顧客貨到月結30天現金或公司即期票(第一次交易請先匯款)。
•付款帳號：＊銀行電匯帳號：215032001889 國泰世華銀行文心分行 戶名：保安資訊有限公司 跨行銀行代碼：013
＊郵政劃撥帳號：22552931 戶名：保安資訊有限公司
•作業時間：為加速本公司對您的服務，請將"郵政劃撥單"或"銀行電匯單"影本及"傳真訂購單"傳真予本公司(傳真號碼：04-2381-3000)
，自收到您的傳真日起，約2-3個工作天，您將接獲您訂購之安裝光碟並於十四天內收到原版授權書、原廠完成接受訂單當
日起即可合法使用產品、不必等到接到原版授權書。
•若有任何疑問請洽：保安資訊有限公司 客戶服務部
總管理處暨營業所：408006台中市南屯區三和街150號1樓 電郵信箱：keep.safe@msa.hinet.net
電話：0800-381500‧04-23815000分機168/169 傳真：04-23813000 手機：0936-285588(中華)
•相關資訊及更多產品資訊亦可由本公司網站的『Symantec產品』主選單區查詢。
本公司網址www.savetime.com.tw(好記：幫您節省時間.的公司.在台灣)

業界公認 保安資訊－－賽門鐵克解決方案專家
We Keep IT Safe, Secure & Save you Time, Cost

Symantec Protection Suite Enterprise Edition –– SPS-EE 5.0 賽門鐵克端點防護

請傳真至 04-2381-3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