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卡巴斯基 全方位安全軟體  旗艦防禦  

Kaspersky Total Security 

防止密碼盜用及 Wi-Fi 駭客和保護孩童網路安全 

 

卡巴斯基全方位安全軟體 是您的高階安全套件，反詐騙和反數位追蹤功能，且具有隱私和身

份保護功能，包拓密碼管理(即使設備被盜也可以保護和記住密碼)、智能 VPN(可以在公共 Wi-Fi 上隱藏) 此外，還

可以輕鬆管理孩童的使用電腦時間或 GPS 定位所在處。 

 

√ 每天都有流量高達 300 MB 的免費 VPN 

√ 卡巴斯基密碼管理器高級版 (價值$450) 

√ 卡巴斯基安全兒童專業版(價值$450) 

 

適用於 :  

 

榮獲多種獎項 和 優越表現 

AV comparatives 

2019 最高評分安全產品 

Banking Security 

榮獲 2018/2019 安全獎項 

PCMag 

2019 安全編輯最佳選擇 

AV TEST 

榮獲最佳評分安全產品 

    

 

 

全面的威脅防護 

卓越效能 

結合了安全性，隨著我們在“背景運作”的安全監控，讓您的電腦可以保持正常運行。 

阻止加密虛擬貨幣挖掘惡意軟體 

通過檢測腳本，卡巴斯基幫助阻止加密虛擬貨幣挖掘惡意程式，從而減慢您的電腦並增加您的網路流量。 

節省更多時間 

由於卡巴斯基防毒軟體易於設定及使用，因此您可以做更多您真正想做的事。 



 

 

 

 

 

防範駭客 

網絡監控和反勒索軟體 

可防止駭客闖入您的家庭網路 

並攔截您的數據。 

反病毒 

即時防病毒可以保護您免受蠕蟲

和 Pharming 等常見威脅以及殭

屍網路等複雜威脅的侵害。 

反惡意軟體 

先進的反惡意軟體消除了包括間

諜軟體，廣告軟體，鍵盤記錄程

序，XSS 攻擊和難以檢測的無文

件木馬在內的威脅。 

 

 

超可靠的隱私保護 

 

通過 VPN 獲得在線隱私和自由 

✓ 在有風險的公共 Wi-Fi 上加密您的數據 

✓ 隱藏您的 IP 地址，甚至從您的 ISP 隱藏 

✓ 確保未記錄您的在線操作 

保護您的金錢，身份和隱私 

✓ 通過加密的瀏覽器付款 

✓ 使用反網路釣魚阻止身份竊賊 

✓ 防止鍵盤記錄器記錄您的按鍵 

 

 



 

守護您的孩子在網路和現實世界中的安全 

01 GPS 追蹤和警報 

在地圖上找到您的孩子，定義一個安全的區域，

讓他們留在裡面，並在離開時得到提醒。 

02 Facebook 監控 

查看您孩子的信息，在他們結識新朋友時得到

提示，並查看誰是新朋友 

03 網頁過濾 

阻止成人內容並自定義您的孩子只有在您允許

的情況下才能訪問的網站列表。 

04 了解使用應用程式情況和時間 

限制孩子每天在每種設備上的屏幕顯示時間，

並管理他們對遊戲和應用的訪問。 

 

 

卡巴斯基全方位安全軟體 主要功能 

反病毒防禦 

識別，隔離和刪除所有類型的惡

意軟件的多層保護 

防駭客 

防止駭客入侵您的設備並利用

您的數據謀取利益。 

高科技保護 

高科技掃描可以檢測複雜的威

脅，例如難以檢測的無文件攻

擊。 

隱私工具 

在阻止網路攝影機間諜和騷擾

應用程式的同時，保護您的瀏

覽歷史記錄和在線數據。 

擴展保護 

保護您的家庭，Wi-Fi 網路和

外圍設備的功能。 

孩童保護 

先進的家長控制功能，可以跟

踪，過濾和保護孩子的在線活

動。 



 

系統需求 

 

針對所有裝置 

✓ 需要網際網路連線 

Windows 桌上型與筆記型電腦 

✓ 1,500 MB 可用硬碟空間 

✓ Microsoft
®

 Internet Explorer
®

 10 或更新版本 

✓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 或更新版本 

✓ Microsoft Windows 10
1
 Home / Pro / Enterprise

23
 

✓ Microsoft Windows 8 及 8.1 / Pro / Enterprise / 8.1 更新
2
 

✓ Microsoft Windows 7 Starter / Home Basic 及 Premium / Professional / Ultimate - SP1 或更新版本 

✓ 處理器：1 GHz 或更高等級 

✓ 記憶體(RAM)：1 GB (32 位元) 或 2 GB (64 位元) 

Windows 平板電腦 (採用 Intel
®

 處理器的系統)
2
 

✓ Microsoft Windows 10
1
 Home / Pro / Enterprise

23
 

✓ Microsoft Windows 8 及 8.1 / Pro (64 位元)
3
 

✓ 最低螢幕解析度：1024 x 768 

Android 智慧型手機 和 平板電腦
4
 

✓ Android 
TM

 4.4 c 或 更新版本 

✓ 最低螢幕解析度：320 x 480 

Mac 桌上型電腦 和 筆記型電腦 

✓ macOS 10.12 或 更新版本 

✓ 3,115 MB 可用硬碟空間 

✓ 記憶體(RAM)：2 GB 

iPhone 和 iPad
5
 

✓ iOS
®

 12.0 或 更新版本 

請注意，我們不支援新作業系統的測試版或預覽版。產品僅支援最終的官方作業系統版本。 

1. 如果您使用的是 Windows 10，則可能需要為 Kaspersky Lab 安全軟體下載並安裝所有可用的更新程式。產品並非

設計用於 Windows 10 Mobile/S 版本。 

2. Kaspersky Safe Kids 服務不適用於此版本的 OS 或這些類型的設備。 

3. 某些功能可能無法在 64 位操作系統上使用。請訪問 https://support.kaspersky.com/us/15459 以獲取更多詳細信息。 

4. 卡巴斯基安全軟體 For Android 版，當前功能可能在某些設備上受到限制。請訪問

https://support.kaspersky.com/us/15258#block6 了解更多詳細信息。 

5. 這些平台僅提供 Kaspersky Password Manager 和 Kaspersky Safe Kids。 

有關系統需求的完整資料請參考 www.kaspersky.com/total-security 

https://support.kaspersky.com/us/15459
https://support.kaspersky.com/us/15258#block6
http://www.kaspersky.com/antivirus


 

 

產品注意事項 

✓ 此為 繁體中文版本 

✓ 臺灣銷售之產品僅 適用於臺灣地區啟用 

✓ 為保護您的產品序號，請先至 卡巴斯基客服中心 www.kaspersky-member.com.tw 兌換該產

品啟動碼。填寫完整資料後送出，即可輸入啟動碼並啟動產品。 

 

 

個人及家庭用戶版本比較 

 

 卡巴斯基防毒軟體 卡巴斯基安全軟體 卡巴斯基全方位安全軟體 

病毒 及 惡意軟體 

掃描，檢測和刪除最新的網絡威脅 
   

過濾網路釣魚電子郵件 

篩選您的電子郵件，以免被騙子欺騙 
   

保護您的電腦免受勒索軟體的侵害 

防止您的設備被劫持 
   

防禦網路攻擊 

檢測並阻止想嘗試攻擊您的網路和電腦 
   

付款保護 

阻止駭客攔截您的信用卡詳細資訊 
   

使用雙向防火牆阻止駭客攻擊 

阻止駭客透過網路訪問您的電腦 
   

無痕瀏覽 

永久抹除電腦活動的所有記錄 
   

跨平台守護 

為您的電腦、MAC、ANDROID 裝置 

提供防護 

 
(僅適用於 Windows) 

 
(適用 Windows/Mac/Android) 

 
(適用 Windows/Mac/Android) 

http://www.kaspersky-member.com.tw/


 

阻止未經授權造您的網路攝影機 

停止在家中監視網路攝影機的間諜 
   

保持機密文件的安全 

加密文件並將其存儲在只有您可以解鎖

的資料夾中 

   

創建無法破解的密碼 

將您的密碼儲存在安全的環境中，並自

動填寫線上表格。 

   

卓越的管控 

確保您的孩子安全上網並使用 GPS 定位

他們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