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鑑於網路安全性專業人員人才短缺，您需要加強現職員工
的能力，以簡化網路安全性的協調作業。此外，他們也要針對
任何裝置類型上的威脅迅速做出回應，以將損害降至最低。
有鑒於此，他們更需要對貴組織的安全性狀態有充分瞭解，
這可說是風險管理的首要任務。McAfee MVISION ePO 為全
域多租戶企業安全即服務 (SaaS) 版 McAfee ePO 軟體，這個
獨特的安全性管理平台獲得實證肯定。 

McAfee MVISION ePO 讓您不必再處理費時的內部部署安
全性管理基礎架構維護作業，有助於降低發生錯誤的可能
性，讓您的資安團隊能發揮更大的效益，並且更有效率地管

理安全性，不受地點所限。透過 McAfee® MVISION Endpoint 

技術，McAfee MVISION ePO 甚至可管理 Windows 作業系
統內建的的原生控制項。

基本安全性管理變得更簡單

一切安全性解決方案都離不開對裝置和資料的監控與控制
能力，這也是 IT 安全符合性的基礎。網際網路安全性中心 

(CIS) 控制和美國國家標準技術研究院 (NIST) SP 800-53 安
全性與隱私控制等業界標準，皆呼籲將監控及控制網路安全
性基礎架構視為健全安全性的必要項目。 

主要優勢

 n 獲得業界肯定的集中式管理 

 n 省去內部部署安全性平台維護作業的
麻煩

 n 提供 99.95% 的服務層級協議 (SLA)，
可隨時隨地使用 

 n 可在 Windows Defender 等作業系統
中管理 McAfee 產品和原生控制項的
全方位平台

 n 自動化工作流程，讓管理工作更有效率
 n 簡化事件調查及修補作業 

 n 通用的安全性管理，適用於市面上大多
數裝置類型 

 n 可擴充至數十萬個裝置，涵蓋範圍從裝
置到雲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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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簡易的單點可見性與控管機制，不受地點所限

安全性管理相當複雜，需要在工具和資料之間進行繁複操作。此外，網路安全性專業人員不應將
時間耗費在管理與更新安全性基礎架構上。相反，他們需要專注於處理關鍵的安全性工作，例如
偵測和執行；否則在專業人員在分神處理其他瑣碎雜事的時候，攻擊者便會趁機發動攻擊，並會
造成重大損失。McAfee® MVISION ePolicy Orchestrator® (McAfee MVISION ePO™) 省去了內部
部署安全性基礎架構的維護作業，讓安全性專業人員能夠專責維持安全性。只要使用您的憑證
即可從瀏覽器存取並管理安全性。

與我們聯絡

https://www.cisecurity.org/controls/
https://csrc.nist.gov/csrc/media/publications/sp/800-53/rev-5/draft/documents/sp800-53r5-draft.pdf
https://securingtomorrow.mcafee.com/
https://twitter.com/mcafee_business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mcafee/
http://www.facebook.com/mcafee
http://www.youtube.com/mcafee
http://www.slideshare.net/mcafee


McAfee MVISION ePO 主控台能讓您監看關鍵性的資料，設
定並自動執行原則，以便從任何地方皆可確保整個企業維持
健全的安全性狀態。現在您可以透過整合的單一窗口，在整
個企業中管理和強制執行原則，省去協調多個產品的麻煩。 

防護工作區可協助您排定風險的優先順序，並在單一圖形
檢視中提供整體數位領域的網路安全性狀態摘要，讓您更
有效率地管理風險。管理員可深入檢視特定事件，以獲得更
多的分析資訊。此摘要檢視可縮短建立報告及合理化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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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界分析師表示，McAfee 
ePO 軟體是許多組織選擇
和繼續使用 McAfee 產品
的原因。
 

圖 1. McAfee ePO 防護工作區。



資料所需的時間，並減少因需要手動介入而可能發生的錯
誤。McAfee MVISION ePO 是一項 SaaS 產品，因此無需設
定和維護安全性基礎架構，讓您可以專責監控及控制所有裝
置。持續性的平台更新，過程清晰透明。裝置安全性會在整
個企業中自動部署，無需再花費人力為每個裝置手動安裝
或更新安全性，可確保提供更強的威脅防禦執行力。McAfee 

MVISION ePO 以超過 36,000 位 McAfee ePO 軟體客戶的
經驗追蹤記錄為基礎所設計，這些客戶都需要管理安全性、
簡化與自動化符合性流程，並希望提升對企業中所有裝置的
掌控。 

提升威脅分析能力 

McAfee MVISION ePO 為統一安全性管理而設計，可籍此達
到更佳的效率和效用。McAfee MVISION ePO 將風險管理和
事件分析結合在一起，讓您的裝置可以為安全性資訊和事件
管理 (SIEM) 解決方案提供重要見解，並確保您的分析人員可
輕鬆取得重要資訊，協助改善威脅獵捕及修補作業。

廣泛的裝置安全性：管理原生安全性工具

McAfee MVISION ePO 的可擴充平台可管理多個裝置，包括含
有原生控制項的裝置。 McAfee 可提升與共同管理 Microsoft 

Windows 10 內建的安全性，以提供最佳化的防護能力，讓

組織也可以善加利用原生的 Microsoft 系統功能。McAfee 

MVISION ePO 可管理 McAfee MVISION Endpoint，其中結
合了特別為 Microsoft 作業系統原生安全性調整的進階機
器學習功能，此舉同時省去額外管理主控所產生的麻煩和成
本。McAfee MVISION ePO 透過 Windows 10 裝置和各個不
同企業中所有裝置的共用原則，提供通用的管理體驗，確保
操作簡易且一致。

自動化工作流程，更穩定、更省時

由 McAfee 於 2018 年委託的 MSI 研究發現，透過自動化重
複性工作，組織預計每天能夠省下大約 25% 的時間。McAfee 

MVISION ePO 提供彈性的自動化管理功能，讓您可以從單
一檢視迅速找出漏洞、安全性狀態的變更及已知威脅，並加
以管理及做出回應。在這單一檢視中，您只要按下幾個連續
步驟即可部署並執行安全性原則。 

當管理員執行工作期間提供持續性內容，讓他們可以查看每
個步驟以及步驟之間的關聯，省去麻煩而且減少發生錯誤的
可能性。推送全新或更新原則之前，您可以選擇要求執行核
准流程，以降低發生錯誤的風險並確保品質控管。 

資料工作表

3 McAfee MVISION ePO

「將經實證的 McAfee ePO 
軟體帶入雲端，可減輕平
台維護帶來的負擔，讓我
們可以完全專注於維持安
全性，而我們的網路安全
性專業人員也可以更即時
針對威脅做出回應，而且
成效更佳。」
―主要金融服務公司



關聯路由會根據環境、原則和工具中安全性事件的類型與嚴
重性，給予警示和安全性回應。McAfee MVISION ePO 平台
可讓您建立安全性與 IT 作業系統之間的自動化工作流程，以
便快速修補問題。 

常見使用案例
 n 將原則部署至所有裝置，包括具有原生控制項的裝置，藉
此維持一致性並節省時間。

 n 藉由排定符合每位利益關係人需求的安全性符合性報告，
可以節省時間，消除無謂且需要耗費大量人力的作業。 

 n 藉由同步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與 McAfee MVISION 

ePO 主控台，讓您在新裝置加入公司網路時，可以部署代
理程式或機器學習安全性解決方案，來維護安全性狀態。

迅速緩解和修補

McAfee MVISION ePO 平台具有進階功能，可以提升安全性 

作業人員在緩解威脅或變更設定以回復符合性時的效

率。McAfee MVISION ePO 的自動回應可根據發生的事件自
動觸發動作。動作可以是簡單的通知或是核准的修補。

自動回應的常見使用案例
 n 根據預先設定的閾值以電子郵件通知管理員有新威脅、失
敗的更新或高優先順序的錯誤

 n 根據用戶端或威脅事件來套用原則，例如在主機遭到入侵
時阻斷外部通訊 (這會阻絕命令與控制活動) 的原則，或封
鎖資料外洩/向外傳輸，直到管理員重設原則為止

 n 標記系統和執行額外的修補工作，例如在偵測到威脅時按
指定掃描記憶體

 n 以較多限制的原則自動隔離工作流程或容器 (任何裝置)

 n 標記系統後，升級狀態即會自動顯示在 Protection Workspace 

儀表板上

主要功能

 n 零停機時間升級
 n 地區資料中心
 n 從 McAfee® VirusScan® Enterprise 簡
易遷移至 McAfee MVISION Endpoint 

 n 角色型存取控制
 n 自訂報告與查詢
 n 圖形化的安全性狀態儀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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