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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領先級別網絡保安研發室夥拍 Topline 推出 

Emsisoft 最新綜合防惡意攻擊及防毒二合一保安方案 
學校遙距教學最佳保安及管理效果 

 
學校實施遙距教學，為學校、老師和學生(和家長)開啟了集體網

絡攻撃的方便之門，2020 年第 3季統計世界多所學校也面對最嚴

峻的惡意攻擊(Malware): 學校被勒索程式攻擊比去年高出 4 倍!  
 
勒索程式(Ransomeware)令學校損失比電腦病毒更嚴重: 
 蒙受金錢損失以港幣數十萬以上 
 學校系統全面停止運作 
 嚴重損壞學校所有重要的成績、行政和試卷及教學檔案 
 洩漏所有學生、家長及教職員資料 
 
Emsisoft 美國網絡保安研發室發現, 每日 500,000 個新威脅中, 電腦

病毒只佔保安事故 5%, 反而惡意攻擊(Malware) 如勒索程式

(Ransomeware) 才是網絡罪案的最大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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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行為為本的惡意勒索偵察 
在未加密電腦內的檔案前，全面停止惡意勒索軟件執行 
獨具慧眼的偵測功能, 受惠於 Emsisoft先進與 ID Ransomware 全
面配合獨特的偵測功能，使 Emsisoft較同類型軟件更快速地偵

測惡意軟件入侵，為用戶提供周全保障。 
 以行為為本的偵測功能 
Emsisoft能恒常偵測不同類型的惡意勒索威脅，減低對重要資

料的影響並在有懷疑的情況下偵測出可疑入侵。 
 按破壞行為偵測 
Emsisoft能破壞惡意軟件入侵，按破壞行為偵測功能能協助用

戶有效偵測常用軟件如 Microsoft Office內執行的惡意軟件編碼

都會被有效阻截，除 Microsoft Office外，還包括電郵、不安全

的 RDP及電腦內未曾修補的漏洞。 
 了解惡意勒索軟件行為 
Emsisoft能自動偵測及阻截惡意勒索軟件行為如加密大量檔

案、為不同檔案加入惡意勒索密碼，阻止這類惡意軟件加密

或刪除備份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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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層保安管理，內置 Machine  Learning (AI) 功能 
四層保護，協助學校應對來自網上不同程度的威脅 
 保護網絡及瀏覽器安全 
假設學校不同用戶不慎瀏覽有惡意軟件的網站，Emsisoft會即時阻

截與這些網站的聯繫，充分保障用家私隱不會外洩。 
 實時檔案保護 
實時檔案使用獲奬無數、執行速度快的 Emsisoft雙引擎掃描器，

保護功能會即時檢查所有下載和經修改的電腦檔案 
Emsisoft保安軟件更內置 Machine  Learning(AI)功能，支援更準確的

惡意軟件偵測。 
 用家行為管理 
Emsisoft綜合保安管理軟件能即時阻截各種新出現的威脅，更會時

刻監察不同用家的行為，即時了解不同用家和執行指令，把懷疑

有問題的活動即時找出來。 
 反勒索功能 
可自訂的反惡意軟件勒索監察功能，會不斷協助校內的系統管理

員監察校內，甚至遙距的老師和同學家中電腦的使用情況，如有

電腦在執行惡意勒索軟件時軟件會即時阻止執行，以確保資料不

會被盗。 
 

 
 
3. 掃描清除威脅 

mailto:kftang@top-lineasia.com


                       
 

Topline (Asia) Limited                        Email: kftang@top-lineasia.com                          Tel / Whatsap: +852 90130865 

Emsisoft 解決網上教學保安潛在風險 
 由全球首屈一指的反勒索專家於美國開發 
 全球不同政府、跨國企業及教育院校及中小學採用 
 執行速度快及只需少量資源便能執行,讓學生和老師的電腦執

行其他教學演示時不受速度影響 
 同時適用於個人桌面或平板電腦、伺服器及遙距連接的學生

及老師的電腦, 時刻阻截攻擊源頭 
 注重用戶私隱, 學生和老師的電腦內容高度保障 
 精心設計的終端用戶介面,備有繁中、簡中及英文可供選擇 
 簡單易用的綜合保安管理功能 
 新世代尖端科技提供多層保護 
 

 
 
 
4. 雲端管理 
有效為學校不同電腦提供雲端管理 
 負責資訊保安管理的老師或教職員在校內已可直接管理所有

電腦，即使身處不同地點，也可即時透過軟件，接收警告，

透過 Emsisoft雲端管理功能，系統管理員可直接透過瀏覽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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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或 iOS 程式與用家實時瀏覽電腦畫面，並即時協助用家

解決潛在的保安問題。 
 Emsisoft使用介面設計簡易，為學校內管理人員或老師提供一

站式簡單快捷的管理介面，為學校內不同用家提供周全保

護。(隨 Emsisoft綜合保安管理軟件提供) 
 遙距保安管理包括:受保護的電腦、具上網功能的桌面電腦和

智能手機 (可另購) 。 
  

 
5. 伺服器保安自動化: 為 Windows 伺服器提供額外保護 
毋須登入即可操作 
Emsisoft 軟件毋須一定要 Login登入亦能發揮保護功能，軟件在開

機後已能自行運作 
 透過電郵接收通知 
當受保護的電腦懷疑被惡意勒索軟件入侵時，會即時向系統管理

員發出電郵通知，使管理員有時間回應及作出調查。 
 監察檔案分享 
把任何暴露於潛在危機的伺服器進行實時監察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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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企業級別保安: 實時監察已連接的新電腦 
 所有新連接的電腦或裝置均提供即時自動保護，毋須額外設

定。 
 節省伺服器硬件資源 
伺服器資源珍貴，應用在適當地方，所以 Emsisoft保護只會佔用

少量硬件資源，讓伺服器的運算效能可用在其他有需要的地方。 
 
安裝規格: 
適用於 Windows 7/8.1/10 (Server 2008 R2/2012/2016/2019) – Version 
2020.11.0.10501  
 
了解更多有關 Emsisoft 全球得獎及領先保安技術:   
www.top-lineasia.com 
 

 

即時登記免費 
Emsisoft學校遙距教學保安計劃 

Whatsap: +852 9013 0865  
信息註明:請聯絡本人提供 Emsisoft 學校保安計劃資料, 學校名稱、職位、
聯絡人姓名) 我們將有專人聯絡, 名額有限,如反應熱列以抽籤形式處理 

更新日期:2020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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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sisoft 美國領先級別網絡保安研發室 
學校遙距教學保安危機及管理最新參考資料 

更新日期:2020 年 11 月 20 日 

 
 
惡意勒索軟件潛藏於教育界，靜候機會在開課時機發動攻擊 
https://blog.emsisoft.com/en/37193/ransomware-surges-in-education-sector-in-q3-as-
attackers-wait-patiently-for-start-of-school-year/ 
 
 
高中整個地區學校遭惡意勒索鎖上電腦系統，需付款解鎖 
https://www.wctv.tv/content/news/Wakulla-County-School-District-computer-system-hacked-
559932431.html 
 
 
EMSISOFT 榮獲 VB100 2020 年 10 月份測試認證，領先其他保安軟件 
https://blog.emsisoft.com/en/37092/emsisoft-anti-malware-awarded-vb100-in-october-2020-
tests/ 
 
 

 

 

 
Topline (Asia) Limited 
學校及企業保安方案 

雲端保安 CCSP 認證專家 
Whatsap: +852 9013 0865  

info@top-lineas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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