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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10 是有史以來最好的 Windows 

★史上最安全的 Windows
安全威脅已經急劇演變，導致網路犯罪防範的成本很高。受

駭客影響的生產力產值高達 3 兆美元，但是網絡犯罪的成本
不僅僅是知識產權和敏感信息的損失，而是企業的聲譽和信

任的損害，數據洩露每個事件的平均成本估計為 350 萬美元。
面臨現今的資安威脅，Windows 7 已經不足以對抗潛在威脅，
面對新的挑戰，需要一個新的平台，而 Windows 10 給予最值
得信賴的平台，Windows 10 從開機的那一刻起就給予企業全
面性的安全防護，內建並可立即使用，所以企業可以放心致力

於企業的業務。

★更高生產力的Windows 10
Windows 10 在以前版本的 Windows 上建立了優勢和增加創新功能 Windows 10 為您的員工在工作上提供了合適工具，幫助他們更有效率。 

WINDOWS 7 WINDOWS 10

惡意軟體在開機前啟動，躲避 Windows 檢測並掌握控制 防止惡意軟件在作業系統的防禦啟動前侵入 Windows 信任式開機

密碼很容易遭到盜竊，而且多重因素驗證困難而複雜
密碼可以替換為生物識別技術
而且易於使用多重因素身份驗證

Windows Hello 生物辨識

用戶憑證很容易在公司網絡上被竊盜 用戶憑證在虛擬化的隔離下被保護 Credential Guard 身份辨識

惡意軟件可以輕易略過防毒軟體和應用程式的執行
應用程序執行和作業系統的強化，
讓 IT讓對於任何運行的軟體都有完全的掌控權 Device Guard 對抗威脅

使用者和應用程式可以無限制地洩漏企業資料
資料遺失的防止功能有助於防止
意外企業資料外洩

WIP 企業資訊保護

需要第三方解決方案來檢測設備上的攻擊
利用端點行為感應器、雲端安全性分析以及
威脅情報來快速的辨識遭受攻擊的設備

WDATP 進階威脅防護

用熟悉的方式工作 - 企業員工將發現熟悉的 Windows 系統
開始功能表和動態磚，以及 Windows 10 中創新的新功能
非常易於使用。 

Office + Windows = 工作的最佳搭檔

使用 Microsoft Edge 創造自己的入口網頁 

自然更有生產力 - 手寫筆、觸控、手勢： Windows 給使用
者更多的互動選項去選擇，以便他們可以選擇最適合的使

用方式。 Inking 能快速的將靈感隨時記下來，讓企業員工
能在任何的裝置快速回到工作狀態並完成任務。

只有 Windows 10 是最能信賴的平台



★ 更快速部屬和更易管理的
     Windows 10
管理 IT。行動業務使用者期望接收最新的更新而不
會中斷他們的工作。 他們期望他們的裝置可以立即
使用，無論他們在辦公室還是在路上。Windows 10 
超出了使用者的期望，使管理、設定和保持最新更

容易和更靈活。

簡化安裝及部屬 - 使用者可以透過簡單的裝置設定
自己的 Windows 10 裝置。而使用者或 IT 管理員可
以使用就地升級到  Windows 10，透過快速、可靠
的升級過程自動保存應用程式、資料和設定。 

彈性管理 - Windows 10 根據企業的環境大小選擇，
提供了一系列管理並設計為與企業過去的投資在本

地、在雲端中，或兩者的組合。 

根據企業自己的條款更新 Windows 10  - 企業可以
針對不同使用者或系統，採用分層方法來選擇接受

新功能。 

★ 更多強大多元裝置的Windows 10
今日的裝置技術正在快速發展，無論您是在尋找一個全新的裝置或改進在當前裝置的體驗， Windows 10 已經包含在內。

Windows 10 提供了無法比擬的裝置選擇 : 包含多元的價格和形式選擇，而且由於所有裝置使用相同的平台，您可以在所有形
式因素中獲得一致的體驗，以及更快的啟動時間，更長的電池壽命和更好的效能。

Windows 10 與您已經有的硬體完美搭配 : Windows 10 具有與 Windows 7 和 Windows 8 相同的硬體要求，即使是處理能力和
內存較少的舊裝置，旨在為每個裝置提供最佳體驗。 它也將與您現有的 Windows 外設，包括滑鼠和鍵盤，完美搭配。

Windows 10 裝置將企業計算推向未來 : 使用新的輸入方法，促進與裝置更自然的互動，如手寫筆和手寫和手勢，開拓新的形
式因素，如基於硬體的安全性，如信任平台模組（TPM）晶片加密 或生物辨識身份驗證選項，讓您使用臉部、指紋或虹膜辨
識存取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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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的速度需要提高靈活性

   "與以前的WINDOWS版本相比，
                      COMPOSITE組織估計
                      已升級到 WINDOWS 10 
                      的設備已經將桌面管理
                      資源時間減少了 15% "  
                      -FORRESTER

過去 Windows 10

部屬時間 4YEAR 2年

部屬 IT的資源 15 FTE 5 FTE

安裝 IT的時間 60 MIN 5分鐘

隨著Windows即服務的產生永遠是最新版的Windows
讓您的企業永遠走在時代尖端 

頻繁性更新 - Windows 10 更快地為企業提供新的功能和體
驗。 系統功能（如“開始”功能表和內建應用程式）是獨立
的部分，因此可以獨立於整個 Windows 核心作業系統進行
更新，從而使其更快、更容易增強，遠離資安的威脅。

讓 IT 員工減少負擔 -  Windows 10  簡化的每月服務更新過程
與累積更新消除了對大型、通常是耗時的部署項目的需求。

增強對部署的控制 - 透過使用 Windows 10 中的 Windows 
Update for Business 功能，企業可以從雲端中輕鬆部署功能
升級和服務更新，無需基礎設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