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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ET HOME 功能
ESET HOME 連接多個功能，可協助您瀏覽並充分利用您的家用 ESET 產品。
ESET HOME 提供以下功能和應用程式：

裝置管理
裝置管理允許您存取將 ESET 產品連接到您 ESET HOME 帳戶的裝置或由您帳戶管理的授權所啟動電腦的相
關資訊。以及停用您在裝置上的 ESET 產品。
• 裝置管理 - 線上說明

授權管理
授權管理可讓您查看每個授權的相關基本資訊、授權狀態、授權到期日期、已啟動裝置數量，以及 (如果
適用) 授權過度使用或已到期的警告。您也可以與其他使用者共用授權。
• 授權管理 - 線上說明

ESET 防盗
ESET 防盗 是 ESET 安全性產品針對家用使用者的一項專用功能。ESET 防盗 使用查閱地理 IP 位址、網路攝
影機影像擷取、使用者帳戶防護，以及裝置監控等技術，可以幫助您和執法機構定位您遺失或遭竊的膝上
型電腦或行動裝置。ESET 防盗 利用 ESET HOME 入口網站來連線您的 ESET 產品，讓您得以在任何裝置上的
Web 瀏覽器中檢視您的膝上型電腦或行動裝置上正在發生的活動，使其更容易追蹤。
ESET 防盗 無法作為獨立應用程式使用，但可作為下列產品中的功能使用：
• ESET Smart Security Premium (Windows)
• ESET Internet Security (Windows)
• ESET Mobile Security (Android)
ESET 防盗 - 線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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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ET Parental Control
ESET Parental Control Web 服務作為 ESET Parental Control 應用程式的新增項目，可保護兒童避免其智慧型
手機和平板電腦上的威脅。應用程式是一個獨立的 Android 應用程式，並且與 ESET HOME 完全整合，因此
家長登入其 ESET Parental Control 帳戶，不只可以透過 ESET HOME 應用程式，還可以從任何 Web 瀏覽器上
監視和調整孩子的線上活動。
• ESET Parental Control - 線上說明

ESET Password Manager
ESET Password Manager 是 ESET Smart Security Premium 套件的一部分。此功能可保護並儲存您的密碼和個
人資料，同時包括表單完成功能，透握自動準確地完成 Web 表單來節省您的時間。您可以將密碼存放區新
增到自己的電子郵件，或家人和朋友的電子郵件。ESET Password Manager 會處理所有您新增的密碼存放區。
ESET Password Manager 可作為適用於 iOS 和 Android 的應用程式，也可作為瀏覽器延伸模組。
• ESET Password Manager - 線上說明

若要存取 ESET HOME 入口網站功能，您必須建立一個 ESET HOME 帳戶。

ESET HOME 個應用程式
取得 ESET HOME 應用程式

安裝後，建立 ESET HOME 帳戶或登入。

ESET HOME Web 入口網站和應用程式的比較
功能

入口網站 Android 應用程式 iOS 應用程式

已連線裝置的清單、安全狀態和管理 ✔

✔

✔

授權清單、管理和共用

✔

✔

✔

正在下載 ESET 產品

✔

✔

✔

續約授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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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網站 Android 應用程式 iOS 應用程式

功能
安全性、授權和帳戶通知

✔

✔

✔

ESET 防盗

✔

✖

✖

Android 版 Parental Control

✔

✖*

✖

Password Manager

✔

✖

✖

PIN 或生物特徵辨識驗證

✖

✔

✔

新增功能

✔

✔

✔

報告問題並傳送意見

✔

✔

✔

帳戶設定

✔

✔

✔

活動摘要

✔

✔

✔

* Android 版 ESET Parental Control 是一款獨立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設定
點選主功能表按鈕

> 應用程式設定，即可調整應用程式語言和推播通知。

應用程式語言 - 有超過 40 種語言可供應用程式使用。在此處選擇應用程式顯示的語言。
接收推播通知 - 啟用或停用透過 ESET HOME 應用程式傳送到裝置的簡訊和警示 (與授權和裝置相關)。

開始使用
透過建立 ESET HOME 帳戶，您將取得概觀，並且可以管理您的授權和裝置防護。ESET HOME 還提供多種功
能，例如 ESET Parental Control, 保護您的孩子免受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上的威脅，ESET Password Manager
保護和儲存您的密碼和個人資料，並且 ESET 防盗 幫助您找到筆記型電腦或行動裝置，如果遺失或遭竊的
話。若要取得功能相關的詳細資訊，請閱讀 ESET HOME 功能。
建立您的 ESET HOME 帳戶之後，先新增授權並保護您的裝置。在 ESET HOME 主畫面上，按一下 [開始使
用] 並根據以下喜好設定繼續進行：

新增授權授權與下載防護
1. 選取 [新增授權和下載防護]，然後按一下 [繼續]。
2. 輸入您的授權金鑰，然後按一下 [新增授權]。如果您還沒有授權，按一下 [購買授權] 或按一下
[嘗試免費防護] 取得免費試用版本。

附註
若要管理您的授權，請參閱授權和授權管理。
3. 現在您的授權處於作用中狀態時，您可以：
a)使用與步驟 2 中相同的程序來新增另一個授權。
b)[保護裝置]—直接從 ESET HOME 下載 ESET 產品，並將您的裝置連線到 ESET HOME 帳戶以檢
視和管理所有啟動的 ESET 授權和裝置。您可以按照以下指示來保護您目前/其他裝置或與您的
家人共用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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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您只能將 Android 和 Windows 裝置連線到您的 ESET HOME 帳戶。
保護此裝置 – 將 ESET 產品安裝程式下載到您目前使用的裝置並啟動 ESET 產品。
4. 若要在目前裝置上下載安裝程序，按一下 [保護此裝置]，然後按一下 [繼續]。如果您沒有可用
的授權單位，那麼請移除一些裝置，然後購買新的授權或增加您現有的授權容量。
5. 選擇授權，然後按一下 [繼續]。
6. 按一下 [下載防護]。
7. 按一下 [瞭解]。
8. 開啟下載的安裝程式並啟動 ESET 產品。

保護其他裝置
透過電子郵件取得防護 —傳送 ESET 產品安裝程序以啟動其他裝置上的防護。
4. 選取 [透過電子郵件取得軟體安裝程式]，然後按一下 [繼續]。
5. 選擇下方列出的作業系統，然後按一下 [繼續]。您將看到具有您想要保護的作業系統類型 ESET
產品。

附註
如果您沒有合格的授權來保護所需的作業系統，請購買新的授權並將其新增到您的 ESET HOME
帳戶。
• Windows—傳送安裝程式，該安裝程式可引導您完成 ESET Windows 家用產品安裝。
• macOS—選擇語言並傳送 ESET Cyber Security Pro 或 ESET Cyber Security 防護。下載的產品取決
於您的授權類型。
• Android—將安裝程式的連結傳送到 Android 裝置。該連結會將您重新導向到 Google Play，您可
以在其中下載最新的 ESET Mobile Security 版本。
6. 鍵入您可以在要保護的裝置上存取的電子郵件地址。
7. 按一下 [傳送防護]，而防護將會傳送到輸入的電子郵件地址。
8. 從收到的電子郵件中下載安裝程式，並依照下列安裝程式的指示啟動 ESET 產品。
9. 按一下 [瞭解]。
10. 成功啟動之後，將裝置連線到您的 ESET HOME 帳戶。
共用 ESET 防護—與家庭成員或朋友共用您的授權單位。
如果您的授權沒有被過度使用並且您有可用的授權單位，您可以與家庭成員或朋友共用授權。
4. 選取 [與朋友共用 ESET 防護]，然後按一下 [繼續]。
5. 選擇授權，然後按一下 [繼續]。

附註
您只能與一個或多個免費的授權單位共用授權。若要建立可用的授權單位，移除裝置代表您
不再使用。
6. 使用 [+] 和 [-] 按鈕，選擇您要保護的裝置數量。
7. 輸入您要向其傳送防護的電子郵件地址，然後按一下 [共用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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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按一下 [瞭解]。

購買授權
選取 [購買授權] 之後，按一下 [繼續]，系統會將您重新導向至 ESET 線上商店，您可以在其中購買授權。
然後登入到您的 ESET HOME 帳戶以保護您的裝置。

下載免費試用版本防護
1. 選取 [下載免費試用版本]，然後按一下 [繼續]。
2. 選取您要保護裝置的作業系統，然後按一下[繼續]。
3. 按一下：
a)[下載防護]—將會下載安裝程序以保護您目前的裝置。
b)[傳送電子郵件]—防護將會傳送到輸入的電子郵件地址。

需求和限制
適用於 Android 和 iOS 的 ESET HOME Web 入口網站和應用程式，僅適用於特定軟體版本，如下表所示。
產品
ESET HOME 入口網站

軟體需求
Google Chrome 版本 60 或更新版本
Microsoft Edge (Chromium版本) 版本 79 或更新版本
Mozilla Firefox 版本 63 或更新版本
Safari 版本 10.1 或更新版本

ESET HOME Android 應用程式 Android 6.0 或更新版本
ESET HOME iOS 應用程式

iOS 14 或更新版本

ESET HOME 與 ESET 產品的相容性取決於版本。下表顯示此相容性的最低支援版本。
產品

版本

ESET NOD32 Antivirus
14.1 或更新版本
ESET Internet Security
ESET Smart Security Premium
ESET Mobile Security

6.3 或更新版本

授權限制
每個帳戶的授權數目限制為 10 個授權。
如果您想要管理大量授權和裝置，ESET 建議您改用 ESET 商業產品，並將 ESET Business Account 用於授
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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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忘記了 ESET HOME 密碼
正在尋找有關與常用密碼相關問題的資訊嗎？
• 我的使用者名稱、密碼或授權金鑰無法運作
• 在 ESET Windows 家用產品中解除鎖定您的設定密碼
• 重設 ESET HOME 密碼

我找不到 ESET HOME 帳戶憑證
1. ESET HOME 次造訪。
2. 在 [電子郵件地址] 欄位中輸入您在 ESET HOME 註冊的電子郵件地址。
3. 按一下 [傳送]。
4. 在您按下 [傳送] 之後，我們會將電子郵件傳送至您提供的電子郵件地址，郵件中包含帳戶連結，以
及重設 ESET HOME 帳戶密碼的說明。
5. 登入您的電子郵件帳戶，開啟 [帳戶密碼變更要求 - ESET HOME] 電子郵件。
6. 請按照電子郵件中的指示進行操作。您將會重新導向至 ESET HOME。
7. 若要設定新密碼，請在 [輸入新密碼] 和 [確認新密碼] 欄位中輸入您要使用的密碼，並按一下 [確
認變更]。

我需要從應用程式擷取密碼
1. 開啟 ESET HOME 應用程式。
2. 點選 [登入]。
3. 點選 我忘記了密碼。
4. 在 [電子郵件] 欄位中輸入您已對 ESET HOME 註冊的電子郵件地址。
5. 登入您的電子郵件帳戶，開啟 [帳戶密碼變更要求 - ESET HOME] 電子郵件。
6. 請按照電子郵件中的指示進行操作。您將會重新導向至 ESET HOME。
7. 若要設定新密碼，請在 [輸入新密碼] 和 [確認新密碼] 欄位中輸入您要使用的密碼，並按一下 [確
認變更]。

附註
如需重設 ESET HOME 帳戶密碼的逐步視覺說明，請參閱 ESET 知識庫文章。(此文章並未提供所有的
語言版本。)

我並未收到任何包含重設密碼指示的電子郵件
如果發生這種狀況，請在收到指示之前嘗試下列其中一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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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確定您輸入的電子郵件地址與在註冊 ESET HOME 時或啟動 ESET 防盗 功能時所輸入的電子郵件地址
相同。基於安全性理由，ESET HOME Web 介面不會顯示您輸入至系統的電子郵件地址是否正確。
2. 尋找：
• 電子郵件帳戶中的 [垃圾郵件 (Spam)] 或 [垃圾郵件 (Junk)] 資料夾
• 其他次要收件匣資料夾：將 info@product.eset.com 標記為電子郵件用戶端中的安全地址。
• Gmail 使用者：請檢查您的 [促銷] 資料夾。請參閱

如何存取 [促銷] 資料夾？

a.開啟您的 Web 瀏覽器並登入 Gmail 帳戶。
b.按一下索引標籤右邊的 + 圖示。
c.選取 [促銷] 旁邊的核取方塊並按一下 [儲存]。
3. 再次輸入電子郵件地址，並按一下 [提交]。請確定您輸入的電子郵件地址，為購買產品時所使用的
電子郵件地址 (如步驟 1. 所述)。
4. 如果您仍然無法解決問題，請連絡 ESET 技術支援。

常見問題集
常見問題集類別：
• 應用程式
• 帳戶
• 授權
• 裝置

應用程式
我忘記了我的 ESET HOME 應用程式 PIN。
如果您忘記了應用程式的 ESET HOME PIN，則必須解除安裝該應用程式並重新安裝。但您不會因解除安裝應
用程式而遺失任何 ESET HOME 資料。

什麼是「推送通知」？
推送通知是行動裝置上彈出的訊息。

ESET HOME 應用程式和入口網站是否免費？
是，ESET HOME 可免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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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
我不想接收特殊優惠；要如何退出？
在 ESET HOME 中，點選應用程式中的功能表或按一下入口網站中的使用者名稱、移至 [我的帳戶] 設定，
然後取消選取 [我希望收到特殊優惠] 選項。
在 ESET 傳送的任何促銷電子郵件底端，可找到 [取消訂閱] 按鈕。

如果刪除我的 ESET HOME 帳戶，我的裝置會發生什麼情況？
裝置已與 ESET HOME 中斷連線但維持啟動狀態，且裝置仍受保護。但是將停用與其他人員共用的保護。

我收到：「我們檢測到您帳戶的不正常登入。請檢查所有登入裝置。」訊息。我該怎麼辦？
為了提高您帳戶的安全性，ESET HOME 會檢測您登入裝置的 IP 位址。如果此 IP 位址變更，您會收到上述訊
息。此訊息表示有人從其他裝置登入到您的帳戶，或 IP 位址已變更。如果您有動態 IP 位址或者沒有靜態
IP 位址，則 IP 位址可能會每天變更，取決於您的 ISP 和 ISP 原則。

我的登入歷程中有從未造訪的地點。
登入位置取決於地理 IP 查詢。此位置與用於登入您 ESET HOME 帳戶的裝置位置不一致。目前位置取決於
您 ISP 的 IP 位址。

授權
授權管理在哪裡？
授權管理與 ESET HOME 入口網站整合。

如果過度使用或已洩漏授權，該怎麼辦？
查看如果您有過度使用/已洩漏的授權時該怎麼辦。

我的授權狀態仍然為「正在等待驗證」。
您正嘗試在收到郵件後的 1 個小時之後使用您電子郵件地址中的連結驗證授權。請在您 ESET HOME 帳戶
中的 [授權] 區段，按一下 [顯示所有授權] > [開啟授權]，然後向下捲動到 [重新傳送驗證電子郵件]。

我的授權遭標記為暫停使用時該怎麼辦？
由暫停使用的授權而啟動的 ESET 產品將不再接收更新。建議您檢查付款詳細資訊或連絡授權經銷商以解決
授權問題。如需詳細資訊，請造訪我們的知識庫文章。

ESET 授權免費嗎？
ESET 產品的完整授權並非免費。如果不確定是否要購買 ESET 安全產品，可以使用試用版本。
網際網路的某些來源可能會為您提供「免費」的 ESET 授權金鑰，但請記住：
• 如果您按一下「免費 ESET 授權」廣告可能會危害您的電腦或裝置，並可能導致感染惡意軟體。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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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可能隱藏在非官方 YouTube 影片、顯示廣告以根據您的造訪賺錢的網站中。通常，這些都是陷
阱。
• ESET 可以並且確實會停用盜版授權。
• 盜版授權金鑰並不符合使用者授權合約，若您擁有不符合的盜版授權金鑰，則您必須接受該合約才
能安裝 ESET 產品。
• 您僅可透過官方管道 (例如 www.eset.com、ESET 經銷商或轉銷商) 購買 ESET 授權。請勿從非官方
的第三方網站 (例如 eBay) 購買授權，或與第三方共用授權。
• 下載 ESET 產品是免費的，但安裝期間啟動需要有效的 ESET 授權金鑰 (可以下載並安裝該軟體，但
在不啟動的情況下，授權將不會運作)。
• 請勿在網際網路或社交媒體上共用您的授權 (可能會廣泛傳播)。

如何使用我的授權？
請參閱授權用途。

在哪裡可以管理我的自動更新設定？
請參閱授權自動更新。

其他授權常見問題集
請參閱家用產品授權常見問題集的 ESET 知識庫文章。

裝置
如果我有多個授權，要在何處查看使用特定授權啟動的ˋˋ裝置數目？
在 [授權] 中，按一下 [顯示所有授權] > [開啟授權]。在 [裝置] 區段中，您可以找到所有受您授權保
護的裝置。您在此處只會看到連接到 ESET HOME 帳戶的裝置。

我在裝置區段下看不到我的裝置，但是該裝置已受到完全保護。
您的裝置可能使用另一個授權啟動，但並未新增到 [授權] 區段。在將授權新增到 ESET HOME 後，系統會
向授權擁有者傳送確認連結。之後將由擁有者為您提供管理額度。

如何和裝置中斷連線，但不要停用防護？
您可以將裝置與 ESET 產品中的授權中斷連線。如果您不是 ESET HOME 帳戶擁有者，請要求擁有者中斷裝
置連線。

如何將裝置連線到我的 ESET HOME 帳戶？
請參閱將裝置連線到 ESET HOME 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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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因素驗證
雙因素驗證 (2FA) 提高您的 ESET HOME 帳戶和您可以存取資料的安全性。啟動雙因素驗證之後，您必須在
輸入 ESET HOME 密碼後輸入由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上的驗證應用程式所產生的唯一 6 位數安全性驗證
碼。根據以下說明隨時設定雙因素驗證：

您必須在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上安裝驗證應用程式，例如 ESET Secure Authentication
。ESET
Secure Authentication 是一款免費的驗證應用程式，可在 Android、iOS 和 Windows Phone 的官方應用
程式商店中取得。ESET HOME 支援雙因素驗證的 TOTP (基於時間的一次性密碼) 通訊協定。您可以使
用任何相容的行動應用程式，例如 Google Authenticator 或 Authy。

在 ESET HOME Web 入口網站上啟用雙因素驗證
附註
如需在 ESET HOME 應用程式中設定雙因素驗證的逐步視覺說明，請參閱 ESET 知識庫文章。(此文章
並未提供所有的語言版本。)
1. 登入 ESET HOME 帳戶。
2. 在螢幕的右上角，按一下您的電子郵件地址。
3. 按一下 [我的帳戶]。
4. 在 [安全性設定] 區段中，按一下 [雙因素驗證] 旁邊的 [設定]。
如果您尚未建立 ESET HOME 密碼，則必須建立一個密碼。按一下 [繼續] 並按照 ESET 傳送到您的
電子郵件地址的電子郵件中的說明進行操作。
5. 具有手動代碼的 QR 代碼顯示在螢幕上。在您的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上，開啟您的驗證應用程式
並掃描 QR 代碼或手動將 QR 代碼下方顯示的代碼新增到應用程式。
6. 在 ESET HOME 入口網站中，按一下 [繼續]。
7. 輸入來自驗證應用程式的 6 位數代碼並按一下 [繼續]。
8. 提供十個一次性復原代碼。當您無權存取驗證應用程式時，使用復原代碼登入您的 ESET HOME 帳
戶。若要將代碼安全地儲存到您的裝置，按一下 [下載代碼並繼續]，將其存儲在安全的位置 (例如，
保存庫)，然後按一下 [完成設定]。

10

9. 已啟用您 ESET HOME 帳戶的雙因素驗證。按一下 [瞭解]。

在 ESET HOME 入口網站上編輯雙因素驗證
1. 登入 ESET HOME 帳戶。
2. 在您螢幕的右上角，按一下您的電子郵件地址。
3. 按一下 [我的帳戶]。
4. 在 [安全性設定] 中，按一下 [雙因素驗證] 旁邊的 [編輯]。
5. 輸入您的 ESET HOME 密碼。
6. 輸入來自驗證應用程式的 6 位數代碼並按一下 [繼續]。
7. 進行適用的雙因素驗證編輯：
• 停用雙因素驗證
8. 按一下 [停用雙因素驗證]。
9. 雙因素驗證已停用，並且不再保護您的帳戶。按一下 [瞭解]。
• 復原代碼
8. 在 [復原方法] 旁邊，按一下 [復原代碼]。
9. 若要將復原代碼作為 .txt 檔案儲存到您的裝置，按一下 [下載代碼]。如果您已經使用大部分的代
碼，按一下 [取得新代碼]。
• 忘記記住的裝置
8. 要從 ESET HOME Web 入口網站和應用程式中移除所有記住的登入資料並在您每次登入時提示您進
行雙因素驗證，按一下 [繼續]。
9. 所有裝置上所有記住的登入資料都會遺忘。按一下 [瞭解]。

登入您 ESET HOME 帳戶的驗證方法
如果已為您的帳戶設定雙因素驗證，請使用以下兩種方法的其中一個來登入您的 ESET HOME 帳戶：
11

• 使用雙因素驗證登入 – 使用您的 ESET HOME 密碼登入之後，您需要從驗證應用程式中輸入額外
的 6 位數代碼。勾選 [記住此裝置 30 天]，在此裝置上 30 天內不會提示您輸入雙因素驗證。按一
下 [繼續] 進行登入。
• 使用您其中一個 8 位數復原代碼 – 設定雙因素驗證時會顯示復原代碼。輸入您已下載的這些代
碼的其中一個，然後按一下 [繼續] 以成功登入您的 ESET HOME 帳戶。

ESET HOME 帳戶管理
您需要登入，才能管理您的 ESET HOME 帳戶。
如果您沒有 ESET HOME 帳戶，您必須建立帳戶。若要這麼做，請按一下 [建立帳戶]。如需建立 ESET
HOME 帳戶的更多說明，請：
• 遵循此線上說明中建立新的 ESET HOME 帳戶章節的指示操作。
• 有關使用 ESET Windows 家用產品的詳細指示，請參閱 ESET 知識庫文章。
• 有關使用 ESET Mobile Security 的詳細指示，請參閱 ESET 知識庫文章。
如同下列圖表所示，建立 ESET HOME 帳戶非常快捷，並且完全免費。

您可以透過應用程式管理 ESET HOME 帳戶：

選取 [保持登入] 旁的核取方塊，以在 ESET HOME 儲存憑證並在日後自動登入。基於潛在的安全性風險因
素，如果您存取 ESET HOME 的電腦或裝置並非您所擁有。請不要選取此選項，您的瀏覽器必須具有允許此
選項運作的 Cookie。

建立新的 ESET HOME 帳戶
使用下列其中一個方法來建立新的 ESET HOME 帳戶：
• 在 ESET HOME 入口網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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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ESET HOME 應用程式中
• 在 ESET Windows 家用產品的主程式視窗中
• 在 ESET Parental Control 應用程式中的啟用程序期間
• 外來 ESET Mobile Security
若要讓 ESET Windows 和 Android 家用產品與 ESET 防盗、適用於 Android 的 ESET Parental Control 和 ESET
Password Manager 一起正常運作，您必須建立 ESET HOME 帳戶。若要建立 ESET HOME 帳戶，請使用您的
Google 帳戶、Apple ID 或電子郵件和密碼進行登入。
如果您使用 Google 帳戶或 Apple ID 建立帳戶，必須建立個別 ESET HOME 密碼才能使用 ESET 防盗、
家長控制，或者取消 Google 帳戶或 Apple ID 與您 ESET HOME 帳戶的關聯。

使用您的電子郵件地址和密碼在 ESET HOME Web 入口網站中建立帳戶
1. 造訪 ESET HOME 入口網站。
2. 按一下 [建立帳戶]。
3. 輸入有效的電子郵件地址，並按一下 [繼續使用電子郵件]。
若要使用社交媒體帳戶建立 ESET HOME 帳戶，按一下 Google/Apple 按鈕並輸入您的 Google 帳戶或
Apple ID。您將登入到您的 ESET HOME 帳戶。
4. 輸入密碼，然後選取適當的國家/地區。需要這些欄位進行註冊。
密碼必須至少為 10 個字元，並且至少包含下列其中一個字元：
• 小寫字母
• 大寫字母
• 號碼
5. 按一下 建立帳戶和登入。
6. 驗證電子郵件將傳送到您的電子郵件地址。按一下電子郵件中的連結以確認註冊。您將自動登入
到您的帳戶。
建立 ESET HOME 帳戶後，您可以存取所有的 ESET線上服務，包括 ESET 防盗。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如何
新增裝置並啟動 ESET 防盗 線上說明區段或 ESET 防盗 知識庫文章 (並非以所有語言提供。)。

13

在應用程式中建立新的 ESET HOME 帳戶
若要在應用程式中建立 ESET HOME 帳戶，請遵循以下步驟：
1. 開啟您的 ESET HOME 應用程式

。

2. 點選 [建立帳戶]。
3. 輸入有效的電子郵件地址，並點選 [繼續使用電子郵件]。
若要使用社交媒體帳戶建立 ESET HOME 帳戶，點選 Google/Apple 按鈕並輸入您的 Google 帳戶或
Apple ID。您將登入到您的 ESET HOME 帳戶。
4. 輸入密碼，然後選取適當的國家/地區。需要這些欄位進行註冊。
密碼必須至少為 10 個字元，並且至少包含下列其中一個字元：
• 小寫字母
• 大寫字母
• 號碼
5. 點選 [建立帳戶和登入]。ESET 將對您傳送一封電子郵件來驗證並啟動您的帳戶。

登入您的 ESET HOME 帳戶
使用 ESET HOME Web 入口網站登入您的 ESET HOME 帳戶
ESET HOME 電子郵件和密碼
1. 造訪 ESET HOME Web 入口網站。
2. 輸入您的電子郵件和密碼。
3. 按一下 [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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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帳戶
1. 在 ESET HOME Web 入口網站上，按一下 Google 圖示

。

2. 選取您的 Google 帳戶。
3. 如果您是第一次使用自己的 Google 帳戶連接到現有 ESET HOME 帳戶，系統將提示您輸入您的 ESET
HOME 密碼。
4. 按一下 [登入]。
Apple ID
1. 在 ESET HOME Web 入口網站上，按一下 Apple 圖示

。

2. 輸入您的 Apple ID 和密碼。
3. 按一下 [登入]。
4. 輸入傳送到您 Apple 裝置的代碼。
5. 按一下 [繼續]。
6. 如果您信任 Web 瀏覽器，請按一下 [信任]。
7. 點選 [繼續] 即可使用您的 Apple ID 存取 ESET HOME。
8. 如果您是第一次使用自己的 Apple ID 連接到現有 ESET HOME 帳戶，系統將提示您輸入您的 ESET
HOME 密碼。
9. 按一下 [登入]。

重設您的密碼 (如有需要)
我忘記了 ESET HOME 密碼。
您的 ESET HOME 電子郵件和密碼必須不同於 ESET 商店的電子郵件和密碼。

首次登入 ESET HOME 應用程式
1. 開啟 ESET HOME 應用程式
2. 選擇想要使用的帳戶：
ESET HOME 帳戶
a.點選 [登入] 以開始。
b.輸入您的電子郵件和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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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點選 [登入]。
d.點選 [繼續]。
Google 帳戶
a.點選

[繼續使用 Google]。

b.選取您的 Google 帳戶。
c.點選 [登入]。
d.如果您是第一次使用自己的 Google 帳戶連接到現有 ESET HOME 帳戶，系統將提示您輸入您的 ESET
HOME 密碼。
Apple ID
a.點選

[繼續使用 Apple]。

b.輸入您的 Apple ID 和密碼。
c.輸入發送到您 Apple 裝置的六位數雙因素驗證代碼。
d.Apple 會詢問您是否信任此瀏覽器，請點選 [信任]。如果您點選 [不信任]，您每次登入時都需要輸
入驗證代碼。
e.點選 [繼續] 即可使用您的 Apple ID 存取 ESET HOME。
f.如果您是第一次使用自己的 Apple ID 連接到現有 ESET HOME 帳戶，系統將提示您輸入您的 ESET
HOME 密碼。
g.點選 [繼續]。
3. 選擇您偏好的登入方法供將來使用:
• 生物特徵辨識登入：使用已儲存在您手機上的安全性功能，例如用於人臉辨識的臉孔、指紋或畫
面鎖定密碼。請點選 [繼續]。
• PIN：包含一個四位數的 PIN 代碼：
1. 點選 [繼續]。
2. 輸入選擇的四位數 PIN，然後點選 [繼續]。
3. 重複 PIN 以確認，然後點選 [繼續]。
4. 如果系統提示您允許或略過通知，點選 [允許] 可直接在智慧型手機上顯示推播通知。您之後也可
以啟用或停用通知。
您現在已登入。以後若要登入到 ESET HOME 應用程式，請開啟 ESET HOME 應用程式，然後系統將提示您
使用選定的登入方法。

社交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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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您的 ESET HOME 帳戶與 Google 帳戶或 Apple ID 建立關聯
如果您在登入 ESET HOME 帳戶時，選取使用 Google 帳戶或 Apple ID 登入的選項，您的 ESET HOME 帳戶會
自動與您的 Google 帳戶或 Apple ID 建立關聯。使用您的電子郵件和密碼登入後，您也可以直接在 ESET
HOME 入口網站上與您的帳戶建立關聯。
如果用於現有 ESET HOME 帳戶的電子郵件地址與您的 Google 電子郵件或 Apple ID 相同，您可以使用
Google 或 Apple ID 登入，以透過 Google 或 Apple ID 與您的 ESET HOME 帳戶建立關聯。在登入過程
中，系統會提示您輸入您的 ESET HOME 密碼以驗證您的身分，系統會自動建立與帳戶的關聯。

在 ESET HOME 入口網站上連線您的 Google 帳戶或中斷連線
1. 登入您的 ESET HOME 帳戶。
2. 在畫面的右上角，按一下電子郵件地址。
3. 按一下 [我的帳戶]。
4. 在 [社交登入] 區段中，選取您是否想要使用 Google 或 Apple ID 與您的 ESET HOME 帳戶建立關聯。
Google 帳戶
將 ESET HOME 連線到您的 Google 帳戶
a.輸入您的 ESET HOME 密碼。
b.選取您的 Google 帳戶並輸入密碼。
您的 Google 帳戶現在已連線到您的 ESET HOME 帳戶。
中斷與您 Google 帳戶的連線
a.在 [社交登入] 區段中，按一下 [中斷連線]。
b.輸入您的 ESET HOME 密碼，然後按一下 [繼續]。如果您沒有 ESET HOME 密碼，系統會提示您建立密
碼再繼續。
現在，您的 Google 帳戶與 ESET HOME 帳戶的連線已中斷。
Apple 帳戶
ˋ將 ESET HOME 連線到您的 Apple ID
a.按一下 [連線]。
b.輸入您的 ESET HOME 密碼，然後按一下 [登入]。
c.輸入您的 Apple ID 和密碼。
d.從 Apple 裝置插入 6 位數代碼。
e.如果您信任 Web 瀏覽器，請按一下 [信任]。在此情況中，系統下次就不會要求您提供驗證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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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點選 [繼續] 即可使用您的 Apple ID 存取 ESET HOME。
現在，您的 Apple ID 已成功連線到您的 ESET HOME 帳戶。
中斷與 Apple 帳戶的連結
a.在 [社交登入] 區段中，按一下 [中斷連線]。
b.輸入您的 ESET HOME 密碼，然後按一下 [繼續]。如果您沒有 ESET HOME 密碼，系統會提示您建立密
碼再繼續。
現在，您的 Apple ID 與 ESET HOME 帳戶的連結已中斷。

在 ESET HOME 應用程式中連線或中斷連線您的 Google 帳戶
1. 登入 ESET HOME 應用程式。
2. 在左上角，點選主功能表

按鈕。

3. 點選 [我的帳戶]。
• 連接到您的 Google 帳戶
a.在 [社交登入] 區段中，點選 [連線] 您的 Google 帳戶。
b.輸入您的 ESET HOME 密碼，然後點選 [繼續]。
c.選取您的 Google 帳戶。
您的社交帳戶已成功連線到您的 ESET HOME 帳戶。
• 中斷與 Google 帳戶的連線
a.在 [社交登入] 區段中，點選 [中斷] 與 Google 帳戶的連線。
b.輸入您的 ESET HOME 密碼，然後點選 [繼續]。
您的社交帳戶已與您的 ESET HOME 帳戶中斷連線。

社交登入失敗 - 電子郵件地址已在使用中
在您使用社交按鈕期間收到下列其中一個關於已使用電子郵件地址的錯誤訊息時，要如何解決該問題？

電子郵件地址已與其他 ESET HOME 帳戶產生關聯。使用不同的電子郵
件地址，或者按一下以下連結以深入瞭解登入選項。
當 ESET HOME 帳戶已使用相同的電子郵件地址建立但連接到不同的 Apple/Google 帳戶時，會出現此錯誤
訊息。
若要解決此問題：
• 使用您已註冊的 ESET HOME 電子郵件和密碼登入或
• 使用已與您的 ESET HOME 帳戶連接的其他 Apple/Google 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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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您的 ESET HOME 帳戶是使用電子郵件地址 esetemail_1@gmail.com 建立，並與社交帳戶
esetemail_2@gmail.com 連接。
您嘗試使用 Google 社交按鈕並使用電子郵件地址 esetemail_1@gmail.com 登入，但您收到上方所述
的錯誤訊息，因為您註冊到 esetemail_1@gmail.com 的 ESET HOME 帳戶已與 Google 社交帳戶
esetemail_2@gmail.com 連接。
若要使用 Google 社交按鈕成功登入 ESET HOME，請使用社交帳戶 – esetemail_2@gmail.com。

該電子郵件地址已與另一個 ESET HOME 帳戶相關聯。請使用您的
Google/Apple 帳戶登入，並在帳戶設定中連接您的 Apple/Google 帳戶。
當 ESET HOME 帳戶是已使用相同的電子郵件地址所建立，但您使用不正確的社交按鈕登入時，會顯示此
錯誤訊息。
若要解決此問題：
1. 使用正確的社交按鈕 (根據錯誤訊息建議選擇現有的按鈕)，利用您的 Apple/Google 帳戶登入您的
ESET HOME 帳戶。
2. 在螢幕右上角 (PC 使用者) 或左側功能表按鈕 (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使用者)，按一下您登入時使
用的電子郵件地址。
3. 按一下 [我的帳戶]。
4. 在 [社交登入] 區段中，利用 Google 或 Apple ID 連接您的 ESET HOME 帳戶。

範例
您的 ESET HOME 帳戶與 Apple 帳戶 esetemail@gmail.com 連接。您嘗試使用 Google 按鈕利用您的
Apple 帳戶登入，但您收到上方所述的錯誤訊息，因為您的 ESET HOME 帳戶與 Apple 社交帳戶
esetemail@gmail.com 連接。
若要使用社交帳戶成功登入 ESET HOME – esetemail@gmail.com，請使用 Apple 社交按鈕。

變更 ESET HOME 帳戶設定
若要對您的 ESET HOME 帳戶進行變更：
• 在 ESET HOME 入口網站：在畫面頂端按一下您的電子郵件地址，然後選取下拉式功能表中的 [我
的帳戶]，以變更電子郵件語言、國家和其他 ESET HOME 帳戶的設定。
• 在 ESET HOME 應用程式中：點選左上角的主功能表圖示，然後選取主功能表頂部的 [我的帳戶]。

變更 ESET HOME 地區設定
在我的帳戶地區設定中，您可以變更您的來源國家/地區、ESET HOME 要向您發送的電子郵件語言，和您的
時區。

變更您的 ESET HOME 密碼
1. 在您的電子郵件地址下，按一下 [變更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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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輸入您目前的密碼。
3. 輸入新密碼。
密碼必須至少為 10 個字元，並且至少包含下列其中一個字元：
• 小寫字母
• 大寫字母
• 號碼
4. 按一下 [提交]。
5. 密碼已變更，並且您會收到一封來自 ESET 的電子郵件。按一下 [瞭解]，然後使用新的 ESET HOME
密碼進行登入。

變更您的 ESET HOME 預設電子郵件
1. 按一下 [變更電子郵件地址]。
2. 輸入新電子郵件地址和目前的 ESET HOME 密碼。
3. 按一下 [提交]。
4. 開啟您所選的電子郵件。
5. 開啟 [電子郵件地址變更要求 - ESET HOME] 電子郵件。
6. 按一下確認連結以返回 ESET HOME 入口網站。
7. 按一下 [確認]。
8. 按一下 [瞭解]。
現在，您可以使用新電子郵件登入您的 ESET HOME 帳戶。
這些步驟會變更您的登入電子郵件地址，以及接收 ESET HOME 電子郵件的電子郵件地址。這些步驟
不會變更您的授權註冊電子郵件。若要變更與授權相關聯的電子郵件地址，請連絡 ESET 技術支援。

變更您的 Cookie 喜好設定
您可以隨時變更您的 Cookie 喜好設定。調整 Cookie 設定之後，按一下 [變更我的 Cookie 喜好設定] > [確
認我的選擇]。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我們的 Cookie 原則。

刪除您的 ESET HOME 帳戶
刪除帳戶後，您可以使用與先前帳戶關聯的相同電子郵件地址新建 ESET HOME 帳戶。
刪除您的 ESET HOME 帳戶不會刪除與您的 ESET 授權憑證，您使用這些授權憑證搭配 ESET 產品 (例如 ESET
Smart Security Premium)，來啟動您的產品並取得產品模組更新。
在刪除您的 ESET HOME 帳戶後，您的 ESET 產品將繼續安裝在裝置上，並且仍會受到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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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ESET HOME 入口網站刪除您的帳戶 (有 ESET HOME 密碼)
1. 在畫面頂端按一下您的電子郵件地址，然後選取下拉式功能表中的 [我的帳戶]。
2. 按一下 [刪除帳戶]
3. 在 [密碼] 欄位輸入您目前的 ESET HOME 帳戶密碼

附註
如果您已設定雙因素驗證，則輸入來自驗證應用程式的 6 位數代碼，然後按一下 [繼續]。
4. 按一下 [刪除帳戶]
您的帳戶現在已刪除。

使用 ESET HOME 入口網站刪除您的帳戶 (我未建立 ESET HOME 密碼)
1. 在畫面頂端按一下您的電子郵件地址，然後選取下拉式功能表中的 [我的帳戶]。
2. 按一下 [刪除帳戶]
3. 按一下 [傳送電子郵件]。
4. 電子郵件將傳送到您的電子郵件地址。按一下電子郵件中的連結即可驗證您的身分，並會將您重新導
向至 ESET HOME 入口網站。

附註
如果您已設定雙因素驗證，則輸入來自驗證應用程式的 6 位數代碼，然後按一下 [繼續]。
5. 按一下 [刪除帳戶]
您的帳戶現在已刪除。

使用 ESET HOME 應用來刪除您的帳戶
1. 點選左上角的主功能表圖示，然後選取主功能表底部的 [我的帳戶]。
2. 向下捲動並點選 [刪除帳戶]。
3. 在 [密碼] 欄位輸入您目前的 ESET HOME 帳戶密碼

附註
如果您已設定雙因素驗證，則輸入來自驗證應用程式的 6 位數代碼，然後按一下 [繼續]。
4. 點選 [刪除帳戶]。
您的帳戶現在已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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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已登入裝置和登入歷程
您可以直接在 [我的帳戶] >[安全性設定] > [已登入裝置] 中檢視帳戶目前登入 ESET HOME 的位置。
為了提高您帳戶的安全性，可以在 [登入歷程] 選項中檢查您在過去何時以及在何處使用 ESET HOME 帳戶。
這將提供對您 ESET HOME 帳戶活動的更佳概觀。

位置精確
登入位置是基於地理 IP 查詢。此位置不必與用於登入您 ESET HOME 帳戶的裝置位置一致，而會根據
您 ISP 的 IP 位址註冊程序。
有關登入裝置 IP 位址的資訊，請閱讀常見問題集章節。

已洩漏密碼
為了幫助保護您的帳戶免於遭受攻擊，每次在您登入或建立新的 ESET HOME 帳戶時，ESET 都會根據資料外
洩資料庫檢查您的密碼。
如果 ESET HOME 警告您目前的 ESET HOME 帳戶密碼出現在資料外洩資料庫中，這並不表示該密碼是從
ESET 洩漏。這表示您的密碼出現在各種網際網路外洩的其中一個資料庫。這些密碼資料庫在網際網路上可
供攻擊者使用，讓攻擊者更容易破壞您的帳戶安全性。

如果我的密碼已洩漏？
1. 建立新密碼。
密碼長度必須至少 10 個字元，需要包含小寫字母、大寫字母和至少一個數字。若要建立強式密碼，
請使用 ESET 密碼產生器。
2. 如果您的密碼在資料外洩中曝露，那麼使用相同密碼的所有服務也將面臨風險。我們強烈建議將其變
更為新的唯一密碼。開始使用 ESET Password Manager 來安全地保護和儲存您的所有密碼。

授權和授權管理
授權與您的 ESET HOME 帳戶連接後，將分別顯示每個授權。在主視圖中，可以查看有關每個授權的基本資
訊：
• 指示授權狀態的旗標
• 授權到期日
• 已啟動的裝置數量
• 任何授權過度使用或已到期的授權警告
有關 ESET 家用產品的授權常見問題集，請參閱 ESET 知識庫文章。
以下是您可以執行的授權管理工作：
• 新增新授權
• 共用授權的免費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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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約已到期的授權
• 修正過度使用授權
• 檢視授權狀態並刪除已到期的授權

新增授權
成功登入之後，按照以下指示新增您的授權。

第一次新增授權
新增其他授權
可以在您的帳戶中維護多個授權。若要新增授權：
1. 在 [授權] 區段中，按一下 [顯示所有授權]。
2. 在右上方，按一下 [+ 新增授權]。
3. 在空白欄位中輸入或複製貼上有效的授權金鑰，然後按一下 [新增授權]。
授權金鑰可在 ESET 傳送給您的電子郵件中，或在盒裝產品中隨附的授權卡片上找到。
4. 系統將告知您的授權已在作用中狀態。您現在可以 +保護裝置。

已自動更新授權
當授權註冊與 ESET HOME 帳戶註冊電子郵件地址相同時，在建立 ESET HOME 帳戶時將自動關聯授權。

無法將授權新增到 ESET HOME
• 您收到一條錯誤訊息：「此授權已由另一個帳戶管理。」同一授權無法新增到多個 ESET HOME 帳
戶。
• 您的授權可能是盜版。請連絡 ESET 技術支援。

共用授權
重要
請記住，此功能僅允許您與家庭成員或好友共用授權 (使用軟體的權利)。不得將其視為轉售或共用
授權作為商業用途的權利。
如果您的授權未過度使用，並且您可用的授權單位，便可以與家人和好友共用授權：
1. 在與您的 ESET HOME 帳戶相關聯的授權清單中，選取您想要分享的授權，然後按一下 [開啟授權]。
2. 按一下 [共用防護]。
3. 選取您要共用的裝置數量。請注意，您可選取要保護的裝置數量，等同於您擁有的可用授權單位數
量。
4. 鍵入您要與其共用授權單位的人員電子郵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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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一下 [傳送防護] 以進行確認。電子郵件地址擁有者將收到一封包含授權邀請的電子郵件，以及
有關在裝置上防護啟動的更多資訊。此程序需要登入 ESET HOME 帳戶。
6. 成功登入到 ESET HOME 帳戶之後，您的收件者可以選擇接受或拒絕邀請。接受邀請後，您的收件
者可以直接將啟動的產品下載到其裝置，具體取決於共用授權類型，或者使用其 ESET HOME 帳戶來
啟動使用獨立安裝程式或 Live Installer 安裝的產品。具有相應數量共用單位的共用授權將顯示在您的
收件者授權清單中。
如需逐步的視覺指南，請參閱 ESET 知識庫文章 (並未提供所有的語言版本)。
共用的授權單位將顯示在授權詳細資訊頁面上的 [授權用途] 清單中。使用者的電子郵件及其目前
狀態表示每個共用的授權單位。您可以透過按一下三點功能表圖示
或者停止共用您的授權單位。

並選取 [撤銷] 來取消邀請，

續約授權
更新狀況可能會因國家而有所不同。
有關更詳細的授權更新指示，請參閱以下 ESET 知識庫文章 (可能無法以您的語言提供)。

授權用途
授權用途提供如何使用 ESET 授權的資訊，因此您可以使用免費授權單位，或最佳化現有授權單位的使用。
在此區段中，您可以使用您的授權來重新命名、移除或識別裝置。您還可以尋找免費和共用的授權席位。

授權單位類別
登入您的 ESET HOME 帳戶後，在 [授權] 區段中，按一下 [顯示所有授權] > [開啟授權]。您將會在三個
類別中的 [授權用途] 下看見所有授權單位：
• 連接到 ESET HOME 帳戶的裝置 - 受您的授權保護並連線到您 ESET HOME 帳戶的裝置。如果您的
家人或好友使用在此類別下看到的某些裝置，他們可以按其 ESET HOME 帳戶進行管理。有關建立
ESET HOME 帳戶和新增裝置，請參閱該手冊。
• 受您的授權保護的其他裝置 – 受您的授權保護但尚未連線到任何 ESET HOME 帳戶的裝置。有關
連線您的 ESET HOME 帳戶與裝置，請參閱該手冊。
• 與家人和朋友共用防護 – 受您的授權保護，並與家人或朋友的 ESET HOME 帳戶連線的裝置。每
個共用的授權席位都由在此類別中使用者的電子郵件地址和邀請狀態表示。可以是：
a)邀請已傳送 – 您將邀請電子郵件傳送給您的朋友並正在等待朋友接受。
b)邀請已接受 – 您的朋友已接受邀請，但未在其裝置上啟動 ESET 產品。
c)邀請已啟動 – 您的朋友已接受並啟動 ESET 產品。

裝置安全狀態
受您授權保護的裝置可能具有以下安全狀態：
受保護 - 裝置受到保護、定期更新，並且指定裝置的授權未到期。
需要注意 – ESET 產品正在運作中，但是裝置有問題。
24

安全性警告 - ESET 產品無法正常運作。
非作用中超過 (週、月、年) – 此狀態出現在您裝置上的時間：
• 此裝置很久未與您的 ESET HOME 帳戶通訊 (例如裝置損壞)。如果您不再使用此裝置，請將它從免
費授權席位中移除。
• 您正在 Android 裝置上使用強制停止或清除應用程式功能。在這種情況下，請手動開啟您 Android 裝
置上的 ESET Mobile Security 應用程式，讓其正常運作並解決此問題。

重要
為了確保 Android 裝置為作用中且受到妥善的保護，ESET 建議您將 ESET Mobile Security 應用程式新增
至在強制停止/清除應用程式的 [忽略] 清單或白名單。您的應用程式可能會使用不同的方法將特定
應用程式從強制停止程序中排除。

授權自動更新
自動更新可確保您的 ESET 授權和產品保持最新版本，提供持續防護。除非透過 ESET 線上商店進行關閉或
連絡授權經銷商，否則自動更新將自動處於作用中狀態。如果您的授權經銷商提供自動更新選項，請按照
以下說明管理：

檢視或變更自動更新設定
1. 登入您的 ESET HOME 帳戶。
2. 在 [授權] 區段中，按一下 [顯示所有授權]。
3. 選擇一個授權，然後按一下 [開啟授權]。
4. 在 [一般資訊] > [授權模型] 中，按一下 [自動更新]，您將重新導向到 ESET 網上商店以管理自動
更新。

重要
您必須連絡您的授權經銷商以管理特定 ESET 授權的自動更新設定。

管理您的 Google Play 訂閱
附註
僅在授權模型為訂閱時按照下面的說明進行操作。
1. 登入您的 ESET HOME 帳戶。
2. 在 [授權] 區段中，按一下 [顯示所有授權]。
3. 選擇一個授權，然後按一下 [開啟授權]。
4. 在 [一般資訊] > [授權模型] 中，按一下 [取消訂閱/重新訂閱]，然後 ESET 會將您重新導向到
Google Play 商店中的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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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授權過度使用/已洩漏時該怎麼辦
我已在我的 ESET HOME 帳戶中新增授權，而該授權遭標記為「過度使
用」。
如果在此授權允許的裝置數超過授權允許的設備安裝了 ESET 產品，則此授權會標記為「過度使用。」在這
種情況下，在您通過停用某些裝置釋放授權席位之前，將無法再次使用授權。有關詳細資訊，請造訪我們
的知識庫文章。

我已在我的 ESET HOME 帳戶中新增授權，而該授權遭標記為「已洩
漏」。
如果您的授權已洩漏，您可能是軟體盜版或仿冒品的受害者。從授權中移除裝置、重置授權金鑰、請求退
款，以及從授權的 ESET 轉銷商購買授權。

授權狀態和移除
您的授權可以具有以下狀態：
授權狀態
啟動

可移除
*

行為
授權有效。可能還有在更多裝置上安裝 ESET 防護的空位。

即將到期 授權即將到期。在 ESET 商店中續約您的授權。

✖

已到期

授權到期之後，使用此授權啟動的 ESET 產品將不能更新。

✔

過度使用

使用此授權的裝置超過了該授權所允許的裝置數。此授權無法用於啟動任何其他
ESET 產品。停用 [您不再使用] 的裝置可釋放授權席位。

✖

已洩漏

當您的授權已洩漏時，您可能是欺詐的受害者。

✔
✖

暫停使用 由暫停使用的授權而啟動的 ESET 產品將不再接收更新。
已取消
正在等待驗證

授權已取消，所有連接的產品將停用。

✔

驗證連結已傳送到授權擁有者的電子郵件地址。請透過按一下電子郵件中的連結，
✔
確認您授權的擁有權。

*若要移除授權，請在 [授權] 主視圖中按一下該授權的三個點圖示

，然後選取 [移除授權]。

轉換舊版授權憑證
若要將舊版 ESET 家用產品的現有 ESET 核發使用者名稱和密碼轉換為授權金鑰，請造訪
https://home.eset.com/convert。
請參閱下文 ESET 知識庫文章 (可能無法以您的語言提供) 以了解更多關於授權更新指示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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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置
新增裝置
若要保護新的裝置，請按一下 [裝置] 區段中的 [+新增裝置]，或參閱新增裝置。

檢視裝置資訊
此視窗列出與您的 ESET HOME 帳戶連線的裝置，以及建議連線的裝置。每個連線的裝置都由其名稱、應用
程式狀態和產品更新資訊來表示。

需要注意
此清單中的裝置具有警告或重要通知。

沒有問題的裝置
在此清單中，可以找到正常工作的裝置。在受保護裝置上運行的安全產品已啟動並更新為最新版本。作業
系統已更新，但若是行動裝置，則不會回報為遺失。
建議連線的裝置
此清單中的裝置透過您的授權受到保護，但未連線到您的 ESET HOME 帳戶。此類別中的裝置以其名稱表示。
按一下所要連線的裝置，然後按一下 [通知裝置] 可管理與檢視其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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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詳細資料
按一下 [顯示更多資訊] 以顯示詳細的裝置資訊。
• 通知 – 顯示裝置上已安裝的 ESET 產品問題。按一下特定通知可查看詳細資訊。此資訊僅在裝置具
有警告或重大通知時才可供使用。
• 產品資訊 – 顯示安裝產品和啟動日期的相關資訊。
• 授權資訊 – 顯示用於啟動的授權和下一個付款日期相關資訊。按一下開啟授權以瞭解更多資訊。
• Anti-Theft – 按一下 [開啟 Anti-Theft] 以管理受 ESET 防盗 保護的裝置。此功能僅在裝置受 ESET
防盗 保護時可用。
• 產品版本
有關裝置安全狀態，請參閱授權用途。

新增裝置
將裝置連線到 ESET HOME 以檢視和管理您啟動的所有 ESET 授權和裝置。在 ESET HOME 管理入口網站或行
動應用程式中，您可以編輯 Anti-Theft 設定 (ESET Internet Security、ESET Smart Security Premium 和 ESET
Mobile Security 中的功能)、新增不同的授權、將產品下載到您的裝置、檢查產品安全性狀態或透過電子郵
件共用授權。
有三種方法可連線您的裝置:
• 我已在裝置上安裝了 ESET 產品
• 藉由傳送連線請求將您的裝置連線到 ESET HOME
• 使用 QR 代碼將您的裝置連線到 ESET HOME
裝置名稱不支援下列字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防護新裝置
I. 從 ESET HOME 下載 ESET 產品
如果您不確定可以使用哪些 ESET 產品，請從 ESET HOME 入口網站將防護直接下載到您的新裝置。下載的
安裝程式將為您的授權提供功能最豐富的 ESET 產品。
1. 登入您的 ESET HOME 帳戶。
2. 在主畫面上，按一下 [裝置] 區段下方的 [顯示所有裝置]。
3. 按一下 [+新增裝置]。您可以按照以下指示保護您目前的裝置或將防護傳送到您的其他裝置：
保護此裝置– 將 ESET 產品安裝程式下載到您目前使用的裝置並啟動 ESET 產品。
4. 若要在目前裝置上下載安裝程序，按一下 [保護此裝置]，然後按一下 [繼續]。如果您沒有可用
的授權單位，那麼請移除一些裝置，然後購買新的授權或增加您現有的授權容量。
5. 選擇授權，然後按一下 [繼續]。
6. 按一下 [下載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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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按一下 [瞭解]。
8. 開啟下載的安裝程式並啟動 ESET 產品。
保護其他裝置—傳送 ESET 產品安裝程序以啟動其他裝置上的防護。
4. 選擇授權，然後按一下 [繼續]。如果您只有一個授權，系統會自動進行選擇。
5. 選擇下方列出的作業系統，然後按一下 [繼續]。您將看到具有您想要保護的作業系統類型的
ESET 產品 。
• Windows—傳送安裝程式，該安裝程式可引導您完成 ESET Windows 家用產品安裝。
• macOS—選擇語言並傳送 ESET Cyber Security Pro 或 ESET Cyber Security 防護。下載的產品取決
於您的授權類型。
• Android—將安裝程式連結傳送到 Android 裝置。該連結會將您重新導向到 Google Play，您可以
在其中下載 ESET Mobile Security 的最新版本。

附註
如果您沒有合格的授權來保護所需的作業系統，請購買新的授權並將其新增到您的 ESET HOME
帳戶。
6. 鍵入您可以在要保護的裝置上存取的電子郵件地址。
7. 按一下 [傳送防護]，而電子郵件將會傳送到輸入的地址。
8. 從收到的電子郵件中下載安裝程式，並依照下列安裝程式的指示啟動 ESET 產品。
9. 按一下 [瞭解]。
10. 成功啟動之後，將裝置連線到您的 ESET HOME 帳戶。

II. 安裝 ESET 產品，並連線到您的 ESET HOME 帳戶
按照 ESET 產品的安裝說明進行操作：
• ESET NOD32 Antivirus
• ESET Internet Security
• ESET Smart Security Premium
• ESET Mobile Security
• ESET Cyber Security
• ESET Cyber Security Pro

ESET 產品已安裝在現有裝置上
確保 ESET HOME 支援您的 ESET 產品和版本。
連接任何以前與您的 ESET HOME 帳戶相關聯 (受新增到您帳戶的授權而啟動的產品保護) 的裝置以恢復保
護。在這種情況下，請從以前連線的裝置清單中選擇裝置，並開啟 ESET 產品以手動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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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ET NOD32 Antivirus
• ESET Internet Security
• ESET Smart Security Premium
• ESET Mobile Security
將建議的裝置連線到 ESET HOME
1. 造訪 ESET HOME Web 入口網站。
2. 登入您的 ESET HOME 帳戶。
3. 在主畫面上，開啟 [裝置] 區段。
4. 向下捲動至 [建議連線的裝置]，然後選取適當的裝置。
5. 按一下 [通知裝置]。ESET HOME 會向您傳送確認連線的通知。
6. 在 ESET 安全性產品中顯示的通知視窗中，按一下 [允許] 以管理和檢視您裝置的安全性。
您的裝置現在已成功連線到您的 ESET HOME 帳戶。
此程序也適用於 ESET HOME 行動應用程式。
使用 QR 代碼將您的裝置連線到 ESET HOME
1. 打開 ESET 家用產品的主程式視窗。
2. 在右上角，按一下 [ESET HOME 帳戶] > [連線到 ESET HOME]。
3. 選取 [掃描 QR 代碼] 選項。
4. 在行動裝置上登入 ESET HOME 應用程式。
5. 點選主功能表圖示

。

6. 點選 [掃描 QR 代碼]。
7. 點選 [連線裝置]。
8. 在您的 ESET 家用產品的程式視窗中，設定裝置的名稱，然後按一下 [繼續]。
9. 按一下 [完成]。
您的裝置現在已連線到 ESET HOME 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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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裝置
當您達到授權限制，或是授權過度使用時，您應該停用已不再使用的裝置，以釋出部分授權席位。裝置中
已安裝的 ESET 產品不會解除安裝，但將停用，而且裝置將失去防護。中斷裝置的連線後，您無法在 ESET
HOME 帳戶中管理和檢視其安全性。

從授權中移除裝置並重設授權金鑰
如果您的授權已洩漏，建議您移除裝置並重設授權金鑰。
1. 登入 ESET HOME Web 入口網站。
2. 在 [授權] 區段中，按一下 [顯示所有授權]。
3. 在適用的授權旁邊，按一下三點

按鈕 > [移除裝置]。

4. 選取適用的裝置或選取 [全選] 核取方塊。
如果您無法識別螢幕上顯示的某些裝置，選取 [重設授權金鑰] 核取方塊。
5. 按一下 [移除裝置]。
6. 會刪除選取的裝置。ESET 產品的停用最多可能需要六個小時才能完成。按一下 [完成]，您的新授
權金鑰將傳送到您的電子郵件地址並顯示在螢幕上。
7. 使用您的新授權金鑰或 ESET HOME 帳戶憑證來重新啟動所有合法的裝置。

重要
為了確保不再發生進一步的洩漏，我們建議您變更用於登入 home.eset.com 的 ESET HOME 密碼。

中斷連線/取消保護與停用裝置
來自 ESET HOME 中特定授權的裝置
1. 在 ESET HOME Web 入口網站上，按一下 [授權] 區段中的 [顯示所有授權]。
2. 選取您想要移除裝置的授權。按一下 [開啟授權] 即可存取。
3. 按一下您要移除的裝置旁邊的三點

按鈕。

4. 根據授權單位類別：
a)在 [與您 ESET HOME 帳戶連線的裝置] 類別下方，按一下裝置上的 [中斷連線]。
b)在 [受您授權保護的其他裝置] 類別下方，按一下裝置上的 [取消保護]。
5. 按一下警告視窗中的 [中斷連線裝置/取消保護裝置] 以確認您的決定。
裝置上的 ESET 產品將停用，但不會解除安裝，裝置將失去防護。

ESET HOME 中的裝置
1. 在 ESET HOME Web 入口網站上，按一下 [顯示所有裝置]。
2. 按一下要中斷連線的裝置旁邊的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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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鈕。

3. 按一下 [中斷連線]。
4. 按一下警告視窗中的 [中斷連線裝置] 以確認您的決定。

應用程式中的 ESET HOME
1. 登入您的 ESET HOME 應用程式。
2. 點選主畫面上的 [裝置]，以開啟您所有裝置的清單。
3. 點選三點

按鈕。

4. 點選 [中斷連線] > [中斷連接裝置]。

中斷連線但不停用裝置
裝置中已安裝的 ESET 產品將中斷連線，但不會解除安裝，裝置仍會受到保護。

ESET HOME
透過您裝置的 ESET 產品從您的 ESET HOME 帳戶登出。ESET 產品將保持啟動狀態。

您的 ESET 產品中的 ESET HOME
1. 開啟 ESET 家用產品主程式視窗。
2. 在右上角，按一下 [ESET HOME] > [從 ESET HOME 中斷連線]。
3. 按一下 [中斷連線]。

ESET 防盗
每天往返於家中和公司以及其他公眾場所，我們的個人裝置隨時面臨遺失或遭竊的風險。如果您的裝置遺
失或遭竊，ESET 防盗 可讓您監控裝置的使用情況，並使用其 IP 位址定位的功能追蹤遺失的裝置，協助您取
回裝置及保護個人資料。
ESET 防盗 是 ESET Smart Security Premium、ESET Internet Security 和 ESET Mobile Security 中的功態，若裝置
遺失或遭竊時能夠提升使用者層級的安全性。
ESET 防盗 使用查閱地理 IP 位址、網路攝影機影像擷取、使用者帳戶防護，以及裝置監控等這類的現代技
術，可以幫助您和您的執法機構定位您遺失或遭竊的電腦或裝置。 ESET 防盗 讓您得以檢視您的電腦或裝置
上正在發生的活動，使其更容易追蹤。

附註
不支援通話、訊息或行動數據的平板電腦上無法使用 Anti-Theft 以及來電過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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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帳戶未受密碼保護
您的 Windows 使用者帳戶無法透過密碼而得到保護。如果至少有一位使用者未受到密碼保護的話，您將會
收到最佳化警告。建立電腦上所有使用者的密碼 (幽靈帳戶除外) 將會解決此問題。

附註
設定密碼後，則需要在每次登入電腦時輸入密碼。

Windows 10
1. 依序按一下 [開始] > [設定] > [帳戶] > [登入] 選項，以開啟使用者帳戶。
2. 按一下 [密碼] > [新增]。
3. 請填寫 [新密碼]、[重新輸入密碼] 和 [密碼提示] 欄位。
4. 按一下 [下一步]。
5. 按一下 [完成]。

Windows 8.1 / 8
1. 按下鍵盤上的 Ctrl + Alt + Delete。
2. 按一下 [變更密碼]。
3. 留空 [舊密碼] 欄位。
4. 在 [新密碼] 及 [確認密碼] 欄位中輸入密碼，然後按一下 [確定]。
如果您想要建立其他帳戶的密碼，請遵循以下步驟：
1. 用滑鼠指向 [桌面] 右上角，按一下 [設定] > [控制台] > [使用者帳戶和家庭安全] > [使用者帳
戶] > [管理其他帳戶]。
2. 請選擇您想要變更的使用者。
3. 按一下 [建立密碼]。

重要
您需要管理員使用者帳戶來完成上述步驟。
如需更多詳細指示和資訊，請閱讀在 Windows 中的密碼：常見問題

Windows 7 或 Windows Vista
1. 依序按一下 [開始] > [控制台] > [使用者帳戶和家庭安全] > [使用者帳戶]，以開啟使用者帳戶。
2. 按一下 [建立密碼]。
3. 在 [新密碼] 和 [確認新密碼] 欄位中輸入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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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您要使用密碼提示，請在 [密碼提示] 方塊中輸入提示。
5. 按一下 [建立密碼]。
如需詳細指示，另請參閱下列 Microsoft 知識庫文章：
• 透過密碼保護您的電腦
• 建立或變更密碼提示

Windows XP
1. 依序按一下 [開始] > [控制台]。
2. 按兩下 [使用者帳戶]。
3. 在 [使用者] 索引標籤中按一下您想要為其建立新密碼的使用者名稱，接著按一下 [重設密碼]。
4. 在 [新密碼] 和 [確認新密碼] 欄位中輸入您要使用的密碼，接著按一下 [確定]。

幽靈帳戶問題
「幽靈帳戶」相關的通知訊息將根據不同情況而異。
• 安全性提示:設定「幽靈 Windows 帳戶」
• 問題:需要「幽靈 Windows 帳戶」
如果已建立幽靈帳戶，當您的裝置標記為遺失時，ESET 防盗 將封鎖作用中使用者帳戶的存取，以保護您的
敏感資料不會遭到盜用。任何嘗試使用該裝置的人都只能使用幽靈帳戶。幽靈帳戶是一種權限受到限制的
來賓帳戶形式，且將作為預設系統帳戶使用，直到裝置標記為已找回 - 防止任何人登入其他使用者帳戶
或存取使用者資料。幽靈帳戶會透過監控所在位置並透過使用情形來幫助 ESET 防盗 復原您所遺失或遭竊
的電腦。

重要
在電腦狀態尚為正常時登入幽靈帳戶，系統將會在每次有人登入此帳戶時，傳送電子郵件至您的信
箱，通知您裝置上有可疑活動正在進行。收到通知後，您可以決定是否要將電腦標記為遺失。
您現在可以啟用幽靈帳戶。按一下 ESET 防盗 Web 介面的設定索引標籤中位於 [幽靈帳戶狀態] 旁的 [建
立]。

已啟用真實帳戶自動登入
如果您的真實帳戶已啟用自動登入，則您的真實帳戶無法防範未授權的存取。按一下 [停用自動登入] 來
解決此最佳化問題。
若要手動停用不同版本的 Windows 自動登入，請參閱下列 Microsoft 知識庫文章：
• 啟用或停用 Windows 7、Windows 8 和 Windows 10 中的自動登入
• Windows 登錄中的 AutoAdminLogon 金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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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腦狀態尚為正常時登入幽靈帳戶，系統將會在每次有人登入此帳戶時，傳送電子郵件至您的信箱，通
知您裝置上有可疑活動正在進行。收到通知後，您可以決定是否要將電腦標記為遺失。

重要
請僅遵循以下步驟關閉自動登入功能。

已啟用幽靈帳戶自動登入
您裝置中幽靈帳戶的「自動登入」為啟用。當裝置為「正常」狀態，則不建議使用自動登入，因為這會造
成如存取您的真實使用者帳戶或傳送有關電腦遺失狀態的錯誤警示等問題。
若要停用自動登入，請按一下 [停用自動登入] 或參閱在上述主題中提及的 Microsoft 知識庫文章。

受 ESET 防盗 保護的裝置
登入 ESET 防盗 後，您應該能看見受 ESET 防盗 保護的裝置清單。
我沒看到任何裝置；要如何新增裝置？

我的防護裝置
按一下 ESET 防盗 私人區域 Web 介面上方功能表區段中您要檢視的裝置及其名稱，以檢視裝置的狀態、活
動 (如 IP 位置或網路攝影機影像)，或按一下右上方的轉輪
以變更個人化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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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防盜最佳化等級] 中顯示的安全性層級可能會出現下列狀態：
• 如果未偵測到任何問題 - 安全性層級 = 5 顆星
• 如果只偵測到一個問題 - 安全性層級 = 4 顆星
• 如果偵測到二或三個問題 - 安全性層級 = 3 顆星

看不到任何裝置
如果您沒有看到任何裝置，請使用您的 ESET 防盗 帳戶憑證來啟用 ESET Internet Security、ESET Smart
Security Premium 或 ESET Mobile Security 中的 ESET HOME。
如需啟用 ESET 防盗 的詳細指示，請參閱我們的使用說明手冊。

狀態
若要回報為遭竊或遺失，請選取該裝置並且按一下 [我的裝置已遺失]。

將採取以下處理方法：
• 您將會收到電子郵件通知，說明您的裝置狀態已設定為遺失。
• 當遺失的電腦或裝置上線時，ESET Internet Security、ESET Smart Security Premium 或 ESET Mobile
Security 會根據規律的時間間隔記錄其資訊。您可以從活動索引標籤檢視這些資料。
• 遺失的裝置一旦連上網路，幾分鐘內就會自動重新啟動。
• 如果幽靈 Windows 帳戶存在，裝置將使用此帳戶作為預設帳戶並自動登入。這可防止人們登入其他
使用者帳戶或存取使用者資料。

附註
當您的裝置標記為遺失時，按一下 [執行測試] 模擬由 ESET 防盗 執行的資料收集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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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建議
我們強烈建議採取下列的處理方式以減輕犯罪者所可能造成的潛在傷害：
• 只有您知道您自己的 ESET HOME 帳戶防護記錄詳細資料 - 請勿與他人分享您在登入 ESET 防盗 Web
介面時所使用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我們建議您不要在 Web 瀏覽器 中儲存登入憑證。
• 變更您的電子郵件帳戶密碼 - 特別是在您有使用如 Outlook Express、Mozilla Thunderbird 等電子郵件
程式，或者您利用網頁瀏覽器來儲存網頁郵件密碼 (例如您的 Gmail 帳戶密碼) 的狀況之下。
• 變更您的網路銀行密碼，並檢查您的銀行帳戶是否存在可疑的交易記錄。
• 變更您在所有社交媒體中的所有密碼 - 這與主要的社交網路有關，如 Facebook 或 Twitter。

按一下 [我已取回我的裝置] 將裝置恢復為正常狀態。該裝置將重新啟動，而您的一般使用者帳戶也會重
新啟用。

附註
預設的監視期間為 14 天。到期前 5 日，您將收到一封來自 ESET 的電子郵件，提示您檢閱裝置的
狀態。

ESET 防盗 狀態
ESET 防盗 狀態可以如下所示：
• 未遺失，已最佳化 - 預設與必要值 (先前為 [正常狀態])；裝置並未標記為遺失。
• 未遺失，未最佳化 - 裝置未標記為遺失，但發現最佳化問題。
• 標記為遺失狀態 - 裝置被回報為遭竊或遺失，ESET 防盗 記錄資料。
• 可疑狀態 - 成功登入幽靈帳戶。

活動
在本節中，您可以檢視並下載以下內容：
• 您裝置的地理 IP 位置
• 裝置的網路攝影機相片
• 您的桌面快照

重要
請注意，如果您的裝置無法連接到網際網路，將無法擷取任何資料。建議您啟用設定索引標籤中的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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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 Anti-Theft 是否正在您的裝置上運作
您可以執行一個測試，以查看目前正在裝置上發生的事情：
1.按一下 [執行測試] 以在裝置上測試 ESET 防盗 的功能。
2.幾分鐘之後，系統將提示您確認 ESET Mobile Security、ESET Internet Security 或 ESET Smart Security
Premium 中建立快照和位置防護記錄。
3.ESET 防盗 將執行測試並收集上述資料。您也將收到有關收集的相片和快照的電子郵件通知。
4.一旦完成資料收集，請按一下 [下載活動] 以下載壓縮檔，其內容包含您的裝置上所有可用的相
片、快照以及位置資訊。

可透過 ESET HOME 的 ESET 防盗 取得資料
您可以在此預覽使用您裝置所建立的快照和網路攝影機相片。每張相片下方都會顯示其建立的時間和日期，
以及可讓您將照片標記為重要或刪除相片的圖示。

資訊的收集及用途
所有從您裝置收集的資訊，都安全地儲存於 ESET 伺服器。
ESET 收集資訊僅旨於開發用途、個人化服務，以及客戶服務。ESET 致力於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以避免和降
低未授權存取、不當使用，或您的個人資訊錯誤時所造成的風險。如欲深入了解本公司收集並使用資訊的
相關細節，請查看我們的隱私權政策。

位置
[活動] 區段中 [位置] 索引標籤包含從您遺失的 Android 裝置 (行動裝置或平板電腦) 收集到的 IP 地理
定位清單。如欲使用此項資訊，您的裝置必須能夠存取網際網路。
如果 ESET 防盗 無法判斷您裝置的位置，請參閱無可用位置取得協助來解決您的問題。

照片 (僅適用於 Android 裝置)
當偵測到可疑活動或將裝置標記為遭竊時，[活動] 區段的 [照片] 索引標籤包含由裝置拍攝的照片。若
要使此資訊可用，您的裝置必須有權存取網際網路。
按一下照片旁邊的星形圖示，以將圖片標記為 [重要]。重要照片不會在 14 天後刪除，並且可以藉由僅
過濾重要照片來輕鬆存取它們。
若要下載影像，請按一下您要下載的照片，然後按一下 [下載圖像] 按鈕。
擷取的影像以及從 Windows 裝置取得的快照位於 [活動] 索引標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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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位址
位於 [活動] 區段中的 [IP 位址] 索引標籤包含了收集自您遺失裝置上的 IP 位址清單。如欲使用此項資訊，
您的裝置必須能夠存取網際網路。

附註
清單上的 IP 位址大多是由 ISP (網際網路服務供應者) 所配予如 WiFi 路由器這類網路裝置的公用 IP 位
址。

提供的資訊包含：
• IP 位址 (IPv4)
• ISP，從您的裝置建立連接的頻率
• 裝置上次存取網際網路的日期和時間。
按一下 [全部] 以顯示出現的所有連接。

可疑行為已回報
使用 Android 裝置 (行動裝置或平板電腦) 的使用者註冊 ESET HOME 將會從 ESET 收到「可疑行為已回報」
電子郵件，當偵測到裝置上有一或多個下列活動時：
• 發生多次不正確的畫面鎖定代碼
您將會在第二次不正確的畫面鎖定代碼嘗試之後，收到這個警告。
• SIM 卡已取代
• ESET Mobile Security 已從裝置管理員清單中移除
如果裝置遭竊，ESET Mobile Security 需要管理員權限以監視可疑行為並執行動作。
若要新增 ESET Mobile Security 到裝置管理員清單，瀏覽至 Android 設定 > [安全性] > [裝置管理員] > ESET
Mobile Security，然後 [啟動]。
如果您確信裝置已遺失或遭竊，請參閱遭搶劫時該怎麼辦一節，以取得如何開始復原裝置的逐步說明。

最佳化
ESET 防盗 最佳化是指利用測量技術來評定您電腦或裝置的安全狀態。執行此工作以檢查您的系統是否存
在下列問題。

Windows 使用者：
• Windows 帳戶未受密碼保護
• 幽靈帳戶問題
• 已啟用真實帳戶自動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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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啟用幽靈帳戶自動登入
請參閱下列知識庫取得圖解指示以解決最佳化問題：
針對 ESET Windows 家用產品中的 Anti-Theft，最佳化您的裝置

Android 使用者：
• 位置服務已關閉
• 未使用 GPS 衛星
• 未啟用螢幕鎖定
• 未啟用行動數據
• 沒有 Google Play 服務

在 [防盜最佳化等級] 中顯示的安全性層級可能會出現下列狀態：
• 如果未偵測到任何問題 - 安全性層級 = 5 顆星
• 如果只偵測到一個問題 - 安全性層級 = 4 顆星
• 如果偵測到二或三個問題 - 安全性層級 = 3 顆星

位置服務已關閉
若要在裝置上啟用定位服務，您必須在裝置上啟用 [Google 位置正確性]。此方法可能因您的製造商而有所
不同。
在 Android 上 (Android 是 Android 作業系統的基本版本，不包含製造商修改。例如，所有 Google Pixel 裝
置、Nokia 8.3、Xiaomi Mi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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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一下 [設定] > [位置]。在 [位置] 中包含多個基於位置的服務。
2. 點選 [Google 位置正確性] 以開啟功能。

未使用 GPS 服務
若要在裝置上使用 GPS，需要允許裝置設定中的定位服務。
在 Android 上 (Android 是 Android 作業系統的基本版本，不包含製造商修改。例如，所有 Google Pixel 裝
置、Nokia 8.3、Xiaomi Mi A3)：
1. 按一下 [設定] > [位置]。
2. 將切換開關切換到位於 [開啟] 右側的位置。

未啟用螢幕鎖定
若要使用螢幕鎖定代碼、密碼、PIN 或圖形保護裝置，請瀏覽至 [Android 設定] > [螢幕鎖定] > [螢幕鎖定]，
然後選取其中一個用的選項。大部分的 Android 裝置提供 [滑動]、[動作]、[臉部辨識解鎖]、[臉部與聲
音]、[圖形], [PIN] 或 [密碼]。
如果有人企圖使用不正確的代碼解除鎖定裝置時，ESET 防盗 會利用您裝置的通知方式通報您該起可疑活動。

已停用行動資料
若要在您的裝置上啟用行動數據連線，請瀏覽至 [設定] > [網路與網際網路] > [行動網路]，然後選取
[行動數據]。
此設定的路徑可能不同，取決於您的裝置製造商。如需更具體的資訊，請參閱您的裝置文件。

沒有 Google Play 服務
ESET 防盗 使用 Google Play 服務即時將指令傳遞至您的裝置，並顯示推播通知。如果您裝置上的這些服務
已停用或遺漏，則將限制從 ESET HOME 管理的 ESET 防盗 功能。在此狀況下，ESET 建議您使用 SMS 指令，
而非 ESET HOME 入口網站。
ESET Mobile Security 需要 Google Play 服務正常工作。ESET Mobile Security 在未提供 Google Play 服務的裝置
(例如某些華為裝置) 上不支援。

訊息
ESET 防盗 允許您使用 [訊息] 將自訂訊息傳送至您所遺失或遭竊的裝置。[訊息] 功能僅可在裝置處於遺
失狀態中使用。

重要
我們建議您仔細考慮是否要使用此功能，並僅在 收集足夠資料以追蹤裝置之後才使用此功能。若沒
有可用的位置且竊賊注意到您的訊息，他們會停用您的裝置而使您無法繼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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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訊息] 索引標籤中，您可以如設定幽靈帳戶的桌面背景般，為您的裝置設定一段文字訊息。在 [訊息
文字] 欄位中輸入您的訊息。
您可以透過為執行 Windows 的電腦選取 [訊息] 索引標籤中的 [新訊息] 選項，來設定具有訊息文字的自
訂 [背景圖片]。在活動索引標籤中作為具有您訊息的背景。此選項僅適用於 Windows 裝置。
在傳送訊息之前，請按一下 [預覽及傳送] 來查看訊息實際顯示的樣子。在按一下 [傳送到裝置] 後，該
訊息將在您所遺失的裝置上線後五分鐘傳送，並會自動出現在您所遺失/遭竊裝置的桌面背景上。

建議的訊息範本
• 此裝置已回報遺失，並且正受到監控。請立即連絡警方，或來信 [my@email.com] 通知裝置擁有者!
• 請歸還我的裝置。
• 此裝置已遭竊。我們已經從網路攝影機錄下您的相片，並且已經連絡警方。請立即將此裝置歸還裝置
擁有者!

如何取消您已從裝置發出的訊息
1.按一下左側的 [訊息歷程] 索引標籤。
2.按一下 [取消] 以停止重新傳送訊息。

訊息記錄
您可以在此處檢視已傳送至您所遺失或遭竊裝置的訊息記錄。
按一下 [預覽] 以顯示之前建立的所有訊息預覽。此處也會一併顯示建立時間與寄送狀態。如欲重新傳送
已傳送過的訊息，請按一下 [重新傳送]。按一下 [取消] 以停止重新傳送訊息。

設定
在本節中，您可以：
• 變更裝置的名稱
• 為裝置指派視覺識別更佳的圖示
• 變更遺失裝置的掃描間隔
• 選擇啟用何項通知訊息
幽靈帳戶狀態 - 依預設不會建立帳戶。按一下 [建立]，然後輸入適當的 [幽靈 Windows 帳戶名稱]。此
選項僅適用於 Windows 裝置。
掃描間隔 - 在可疑狀態時，ESET 防盗 會從桌面或網路攝影機截取螢幕畫面，並定期記錄地理資料。
裝置開始傳送監視資料的通知 - 當活動索引標籤中的資料可用時，您將收到電子郵件通知。直到您將遺
失狀態重新設定為正常狀態前，都不會傳送其他電子郵件，反之亦然。
可疑狀態的通知 - 當您的裝置狀態變更為可疑狀態時，您將收到電子郵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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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失狀態到期的通知 - 到期前五日，系統會透過電子郵件提示您延長監視期間 (僅在遺失狀態之下)。
最後的已知位置 - 在電池電力過低時，ESET 防盗 會儲存裝置的位置。此選項僅適用於 Android 裝置。
安全密碼 - 此選項僅適用於具有較早版本 ESET Mobile Security 的 Android 裝置。您可以在 ESET 防盗 入口
網站中變更裝置安全密碼。
解鎖裝置 -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ESET Mobile Security 線上使用者指南。
關閉 ESET 防盗 - 如果您關閉 ESET 防盗，該裝置將不再受到 ESET 防盗 保護，並且會停止裝置監視。如果
您已經找到該裝置，並想要保持對它的控制，請選取 [未遺失]。此選項僅適用於 Android 裝置。
移除裝置 - 此處理方法會刪除所有與裝置有關的資料。用戶系統上的所有變更都會在其上線後生效。

使用說明
本章涵蓋常見問題以及一般問題。按一下主題即可得到解決問題的指示：
• 如何新增裝置
• 遭搶劫時該怎麼辦
• 無可用位置
如果您在此找不到問題的解決辦法，可以嘗試我們定期更新的線上知識庫。
必要時，您也可以透過 ESET 產品的 [說明及支援] 窗格中的連絡人表單，將您的問題直接告知ESET 技術
支援。
若要從 Android 裝置傳送支援要求，請點選 ESET Mobile Security 主畫面中的 [功能表] 圖示
(或按下
裝置上的 [功能表] 按鈕)，然後點選 [客戶服務] > [客戶服務]。填寫所有的必填欄位。ESET Mobile
Security 包括進階記錄，以協助診斷潛在的技術問題。若要提供含詳細應用程式記錄的 ESET，請確定已選取
[應用程式防護記錄] (預設)。點選 [提交] 傳送您的要求。「ESET 客戶服務」專家將透過您提供的電子郵
件地址連絡您。

新增裝置ESET 防盗
請遵循下列指示以保護您的裝置和資料免於遭竊。請指定您是否要新增 Windows 或 Android 裝置：
• 如何新增 Windows 裝置
• 如何新增 Android 裝置
您無法直接從 ESET HOME 入口網站新增裝置。您可以新增一或多個裝置，可直接從 ESET HOME、ESET
Internet Security 或 ESET Smart Security Premium.指派到您的 ESET Mobile Security 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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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新增 Windows 裝置
ESET 防盗 不適用於 Microsoft Windows Home Server。
安裝並啟動 ESET 產品後，將提示您設定其他 ESET 安全性工具。若要啟動 ESET 防盗，請按一下 [AntiTheft] 選項旁邊的 [啟用]，然後繼續進行步驟 3。
查看圖解指示 (建議)。
1. 若要開啟 ESET 產品，請按兩下工作列中的 ESET 圖示。
2. 在主要程式視窗中，按一下 [設定] > [安全性工具]，然後按一下滑桿以啟用 ESET 防盗。

3. 若要登入您的 ESET HOME 帳戶，請使用社交登入、掃描 QR 代碼，或輸入您的 ESET HOME 憑證 (電
子郵件地址和密碼)，然後按一下 [登入]。如果您沒有 ESET HOME 帳戶，請按一下 [建立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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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輸入裝置名稱，然後按一下 [繼續]。
5. 已啟動 Anti-Theft 功能，且您的裝置已與 ESET HOME 入口網站 > ESET 防盗 區段上的 Anti-Theft 功能
建立關聯。按一下 [完成]。
6. ESET 防盗 視窗會自動開啟最佳化裝置的安全性，然後按一下 [建立幽靈帳戶]。幽靈帳戶會協助您
回復已損壞或遭竊的裝置。需要幽靈帳戶才能使用所有 ESET 防盗 功能。
7. 按一下 [建立]。預設的幽靈帳戶名稱為「Alex」。並非一定要變更幽靈帳戶名稱。

重要
當您收到「幽靈帳戶建立失敗。」錯誤訊息時，請連絡 ESET 技術支援。
8. 建立幽靈帳戶後，您的 ESET 防盗 帳戶便已完整最佳化。您的裝置在 anti-theft.eset.com 會顯示
[未遺失] 狀態。
與您的 ESET HOME 帳戶相關的所有裝置皆可從我的裝置區段存取。這對於日後解決問題很有幫助。

如何新增 Android 裝置
安裝好 ESET Mobile Security，並且透過您的 ESET Mobile Security 授權啟動之後，將裝置與您的 ESET HOME
帳戶建立關聯 (如果您以前未曾這麼做)。
查看圖解指示 (建議)。
1. 點選 ESET Mobile Security 主畫面中的 [Anti-Theft]。
2. 點選 [啟用]。如果您的裝置已連線至 ESET HOME，跳至步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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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要登入您的 ESET HOME 帳戶，請使用社交登入、掃描 QR 代碼，或輸入您的電子郵件地址和密碼，
然後按一下 [登入]。如果您沒有現有的帳戶，請按一下 [建立帳戶]。
4. 輸入您 ESET HOME 帳戶的電子郵件地址和密碼，確認密碼，然後點選 [我同意 ESET 的條款與條件]
> [建立]。
5. 若要驗證您的新帳戶，請按一下傳送到您電子郵件地址的驗證連結，然後點選 [繼續]。
6. 透過點選 [允許/繼續] 或 [啟動]，允許所有所需的權限。必須授予 ESET 防盗 功能權限，才能使
其正常運作。
7. 若要保護 ESET Mobile Security 中的重要設定，請輸入 PIN、點選該核取方塊，並確認您的 PIN。
8. 安裝有 SIM 卡的裝置：若要 [信任此 SIM 卡]，請點選 [信任]。此設定會將目前的 SIM 卡新增到信
任的清單中。否則，請點選 [略過]。
沒有 SIM 卡的裝置：跳到步驟 10。
9. ESET Mobile Security 6.x 使用者：若要啟用受信任的 SIM 卡功能，請點選 [信任]。ESET 便會在 SIM
卡上和您的連絡人中建立一個唯一識別碼。
ESET Mobile Security 5.4 及更早版本的使用者： 您將不會收到唯一識別碼，並且必須新增受信任的連
絡人。若要新增受信任的連絡人，請輸入連絡人的 [名字] 和 [電話號碼]，然後點選 [儲存]。否則，
點選 [跳過]。若要向受信任的連絡人傳送有關如何使用簡訊命令的說明簡訊，請點選 [傳送]，否則
點選 [不傳送]。
10. 您的裝置現在已針對 Anti-Theft 進行完整最佳化。

遭搶劫時該怎麼辦
如果您懷疑電腦或裝置已經遺失或遭竊，您可以將它標記為遺失。若要如此做，請從 ESET 防盗 Web 介面
選取遺失的裝置，按一下 [狀態]，然後按一下 [我的裝置已遺失]。
ESET 防盗 將禁止存取所有幽靈帳戶以外的帳戶 (僅限 Windows 裝置)，並開始定期擷取可以在活動功能
表中檢閱的相片和快照。
若要回報為遭竊或遺失，請選取該裝置並且按一下 [我的裝置已遺失]。

將採取以下處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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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將會收到電子郵件通知，說明您的裝置狀態已設定為遺失。
• 當遺失的電腦或裝置上線時，ESET Internet Security、ESET Smart Security Premium 或 ESET Mobile
Security 會根據規律的時間間隔記錄其資訊。您可以從活動索引標籤檢視這些資料。
• 遺失的裝置一旦連上網路，幾分鐘內就會自動重新啟動。
• 如果幽靈 Windows 帳戶存在，裝置將使用此帳戶作為預設帳戶並自動登入。這可防止人們登入其他
使用者帳戶或存取使用者資料。

附註
當您的裝置標記為遺失時，按一下 [執行測試] 模擬由 ESET 防盗 執行的資料收集活動。

重要建議
我們強烈建議採取下列的處理方式以減輕犯罪者所可能造成的潛在傷害：
• 只有您知道您自己的 ESET HOME 帳戶防護記錄詳細資料 - 請勿與他人分享您在登入 ESET 防盗 Web
介面時所使用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我們建議您不要在 Web 瀏覽器 中儲存登入憑證。
• 變更您的電子郵件帳戶密碼 - 特別是在您有使用如 Outlook Express、Mozilla Thunderbird 等電子郵件
程式，或者您利用網頁瀏覽器來儲存網頁郵件密碼 (例如您的 Gmail 帳戶密碼) 的狀況之下。
• 變更您的網路銀行密碼，並檢查您的銀行帳戶是否存在可疑的交易記錄。
• 變更您在所有社交媒體中的所有密碼 - 這與主要的社交網路有關，如 Facebook 或 Twitter。

按一下 [我已取回我的裝置] 將裝置恢復為正常狀態。該裝置將重新啟動，而您的一般使用者帳戶也會重
新啟用。

附註
預設的監視期間為 14 天。到期前 5 日，您將收到一封來自 ESET 的電子郵件，提示您檢閱裝置的
狀態。

裝置的 IP 地理定位
如果沒有關於裝置所在位置的可用資訊，您可以嘗試取得 IP 位址 (請參閱 [IP 位址] 索引標籤)，並使用
下列線上服務來定位該裝置：www.who.is
如果裝置被盜，在執法機構的協助下，檢測到公共 IP 位址的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可能於 NAT (在網際網路
中不可見) 後使用私人 IP 位址幫助定位裝置。

無可用位置
ESET 防盗 無法判斷您裝置的所在位置時，可能是由於下列原因：
1. 該裝置收集不到任何資料。
只有當裝置標記為遺失時才會收集資料。若要將您的裝置標記為遺失，請在裝置的 [狀態] 索引標籤中
按一下 [我的裝置已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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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遺失的裝置未連線至網際網路。
該裝置必須連線至網際網路，ESET 防盗 才能判斷所在位置。
3. 裝置所在位置的相關資料不足。
ESET 防盗 需要更多時間來收集足夠的資料以判斷裝置的所在位置，請耐心等候。
4. 沒有關於裝置所在位置的可用資訊。
如果裝置已遺失了很長的時間，而仍然無法判斷其所在位置，您仍可以嘗試透過 IP 位址來定位該裝置
(見下文)。

裝置的 IP 地理定位
如果沒有關於裝置所在位置的可用資訊，您可以嘗試取得 IP 位址 (請參閱 [IP 位址] 索引標籤)，並使用
下列線上服務來定位該裝置：www.who.is
如果裝置被盜，在執法機構的協助下，檢測到公共 IP 位址的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可能於 NAT (在網際網路
中不可見) 後使用私人 IP 位址幫助定位裝置。

資源
如需圖解指示以解決下列問題，請造訪我們的線上知識庫：
• 在您的 ESET Windows 產品中啟動和設定 Anti-Theft
• 針對 ESET Windows 家用產品中的 Anti-Theft，最佳化您的裝置
• 已新增至 ESET HOME 帳戶的筆記型電腦未顯示在線上 Anti-Theft 入口網站中
• 設定 ESET Mobile Security for Android 中的 Anti-Theft 防護
• 在 ESET Windows 家用產品中停用 Anti-Theft
• 開啟 ESET Windows 產品的主程式視窗
在下列連結中找到更多關於 ESET 的資訊：
• ESET 首頁
• ESET 技術支援
• ESET 安全性論壇

活動摘要
與您的 ESET HOME 帳戶相關的所有事件，例如登入時間、使用授權和裝置的作業，都已登入在此區段中。
在 ESET HOME 入口網站或 ESET HOME 應用程式中，按一下漢堡功能表
> 活動摘要。

通知
ESET HOME 帳戶、裝置和授權問題會產生通知。所有收到的通知都顯示在通知面板中。若要開啟通知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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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登入 ESET HOME 入口網站之後，按一下右上角的[通知]。在此區段，您可以選取顯示 [全部] 或
[重要] 通知。您會根據問題的嚴重性 - 資訊性、重要或警示來接收通知。
• 藍色 – 例如，裝置已新增至授權
• 橙色 - 例如，授權即將到期
• 紅色 - 例如，授權已到期
如果通知來自 [授權] 或 [裝置] 區段，您將在個別區段下看到通知徽章 (帶有嚴重性顏色的未讀取通知
數量)。

移除通知
可以在入口網站或應用程式中僅在通知面板中手動刪除通知。
1. 登入 ESET HOME 入口網站 或

應用程式。

2. 開啟 [通知] 區段。
3. 按一下 [X] 或向左撥動並點選應用程式中的垃圾桶圖示

。不再顯示通知。

當您刪除與授權/裝置相關的通知時，通知徽章中的數量也會減少。當您解決問題時，通知將自行刪除，
然後再將其從通知中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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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通知並且主畫面上沒有徽章並不表示您已經解決問題。該問題將在特定裝置或授權下出現，直
到您將其解決為止。

應用程序中的通知

字彙
ESET HOME 相關詞彙解釋：

授權條款
[授權]：管理特定 ESET 授權的權限。
[授權金鑰]：用於啟動您的 ESET 產品與識別授權擁有者的唯一字串。
公用授權 ID (PLID) – 識別第三方核發之授權的簡短字串，然而不可用於 ESET 產品啟動。
授權擁有者 – ESET 授權的唯一擁有者。
授權管理員 – 此管理員可即時查看授權狀態，並監視由特定授權啟動的個別裝置 (包括共用裝置)，並
可選擇停用這些裝置。
席位 (授權單位) – 已啟動與特定授權相關聯的裝置。例如，在一台裝置上的一個已啟動 ESET Internet
Security 代表一個席位或單位。
共用席位 – 授權的一個或多個席位與其他電子郵件地址共用。
已啟動授權 – 已用於啟動產品的授權。
未啟動授權 – 從未用於啟動產品的授權。
授權更新 –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續約授權。

其他條款
Stock Android – 不包含製造商修改，基本版本的 Android 作業系統 (例如所有 Google Pixel、Nokia 8.3 以及
Xiaomi Mi A3 裝置)。
ISP – 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
如需有關偵測類型、威脅、遠端攻擊、ESET 技術和防護方面的資訊，請參閱 ESET 字彙。

使用條款
自 2021 年 10 月 12 日 起生效 | 請參閱先前版本的使用條款 | 比較變更
這些使用條款 (以下稱「條款」) 構成您與 ESET, spol. s r. o. 之間的特別協議；其設址於 Einsteinova 24,
85101 Bratislava, Slovak Republic，註冊於由 Bratislava I District Court (Section Sro, Entry No 3586/B) 管轄的
Commercial Register，公司登記號碼：31333532；(以下稱「ESET」或「提供者」)；而貴用戶身為自然人 (以
下稱「貴用戶」或「使用者」) 可存取和使用 home.eset.com 網站 (以下稱「網站」)、ESET HOME 應用程式
(以下稱「應用程式」)、註冊和使用 ESET HOME 網站帳戶 (以下稱「帳戶」)，或透過帳戶使用網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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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ET 提供的服務和功能 (統稱「服務」)，除了相關條款之外也包含針對其使用方式的條款與條件。
使用任何服務或註冊貴用戶的帳戶之前，請仔細閱讀這些條款。根據帳戶註冊程序中授與的合約，以及我
們向貴用戶傳送確認以通知帳戶已成功建立之後，或在貴用戶選擇使用任何服務時，這些條款對貴用戶將
具有約束力。ESET 可能會在成功建立帳戶之後為貴用戶提供各種服務，其中部分服務可能會受到該服務之
其他特殊條款 (以下稱「特殊條款」) 所約束。如果此類特殊條款與這些條款不一致，則特殊條款的條款
將優先適用。貴用戶可以在下方，或透過 ESET 線上說明存取的適當文件 (以下稱「文件」) 中找到此類
特殊條款 (若適用)，且接受這些條款是服務啟動程序的一部分。
我們的服務僅供成年人使用。如果貴用戶並未年滿十八 (18) 歲，則在涉及貴用戶的家長或其他法定監護
人的情況下，貴用戶僅能建立和使用帳戶或相關的服務。

貴用戶的帳戶其及使用方式
帳戶可讓貴用戶存取和使用 ESET 服務。這些服務中多數與 ESET 產品授權 (以下稱「產品」) 相關，且可
讓貴用戶在裝置上將帳戶作為中心點並從中管理這些服務，或為貴用戶提供產品上的其他功能。貴用戶可
以透過下方的「帳戶」找到服務的說明及其適用文件中更詳細的規格。
若要使用我們的服務，貴用戶需要擁有一個已註冊且啟動的帳戶，然後透過網際網路瀏覽器或專用行動應
用程式來正確登入。即使建立帳戶是免費的，貴用戶仍需要購買特定服務和/或特定產品並啟動相關功能，
然後才能透過貴用戶的帳戶來使用它們。貴用戶可以使用單獨的 ESET eStore 平台或我們合作夥伴的平台並
受其購買和付款條款所約束，以購買此類產品或服務。使用產品和應用程式時需要接受各自的「使用者授
權合約」，且可能也需要遵循其他先決條件或技術要求 (詳見適用的文件)。
貴用戶使用我們帳戶和服務的權利屬於非專屬、不可轉讓，且受本條款、特殊條款 (如果適用)、文件的
條件和限制，以及貴用戶對這些法律文件的法規遵循所約束。貴用戶僅能以一般方式將我們的服務和帳戶
用於個人非商業用途，且僅能用於其預期用途。此外，在貴用戶的服務訂閱期或產品授權期限內，使用服
務的權利可能會受到限制。ESET (或其供應商或授權人) 保留這些條款或特殊條款未明確授與貴用戶的所有
權利。
為了遵守消費者保護法，貴用戶明確同意在註冊帳戶 (並滿足任何其他先決條件) 之後，我們即可開始為
貴用戶提供服務和相關的電子內容。一旦授與我們此項同意，即表示貴用戶確認已收到通知，且貴用戶將
失去撤銷根據這些條款所建立合約的權利。
貴用戶使用帳戶時應自行負責，並維護帳戶與相關密碼的機密性和安全。在適用法律所允許的最大範圍內，
貴用戶同意針對貴用戶帳戶下發生的所有活動承擔全部責任。為了保持對貴用戶帳戶的控制權並防止任何
人存取帳戶，貴用戶不得向任何人揭露密碼，且應限制第三方存取與貴用戶帳戶連線的裝置。如果貴用戶
的密碼已揭露給他人、帳戶遭到未經授權的他人使用，或者如果貴用戶認為可能會發生此類事件，則貴用
戶有義務立即與我們聯繫。此外，貴用戶應確保註冊程序期間或透過帳戶向 ESET 提供的是精確且最新的資
料，並透過更新 [我的帳戶] 區段中的資訊來通知我們任何變更。
貴用戶不得將服務和帳戶用於 (i) 任何非法目的，包括涉及任何犯罪活動或欺詐活動，或以任何方式 (ii) 可
能導致對服務和我們的網站造成干擾、中斷或任何損壞、(iii) 可能對他人造成危害，或 (iv) 違反這些條款、
特殊條款和文件。ESET 保留終止貴用戶的帳戶、停止提供服務，或在此類情況下拒絕提供服務的權利。此
外，ESET 保留停止提供服務或取消貴用戶帳戶註冊所在網站的權利。如果貴用戶已針對取消的服務付費，
則應有權獲得退款。
貴用戶得隨時取消帳戶。但是，請謹記這可能會讓部分服務無法使用。

電子通訊
ESET 將在執行這些條款中規範的活動 (包括提供服務、帳戶或我們的網站) 時與貴用戶進行電子通訊。我
們可能會向貴用戶傳送電子郵件、透過產品或帳戶的應用程式內通知，或在我們的網站上張貼通訊。貴用
戶同意以電子形式接收來自 ESET 的法律通訊，包括有關本條款、特殊條款或隱私權政策變更的任何通訊、
51

用於處理或通知的任何合約提出/接受或邀請或其他法律通訊，且此類電子通訊應視為以書面接收，除非
適用法律明確要求採取不同形式的通訊。

安全性與資料防護
為了註冊和使用帳戶、提供和維護服務，以及根據這些條款與特殊條款履行貴用戶與 ESET 之間的合約而有
必要時，均需要貴用戶的全名、國家/地區，以及有效的電子郵件地址。我們將收集貴用戶的資料並傳輸
至 ESET 伺服器或其合作夥伴的伺服器，然後在其中處理資料，以確保使用帳戶和服務時的功能、提供和授
權，用於改進、行使和防禦 ESET 的法律主張以及根據需要為貴用戶提供支援。
此外，取決於貴用戶選擇透過帳戶使用的服務以及向貴用戶提供的服務，可能需要從貴用戶或與貴用戶帳
戶相關聯的產品中收集其他資料。
ESET 將處理從貴用戶或產品取得的資料，其中部分可能包含個人資料，並遵循我們的隱私權政策。帳戶註
冊過程期間，系統將提示貴用戶閱讀它，且貴用戶可以隨時參照，以取得關於我們如何針對帳戶和服務處
理貴用戶資料的詳細資訊，或關於貴用戶作為資料主體所享有的權利。其他隱私權政策可能適用於貴用戶
所使用的「產品」，且貴用戶可以在相關「產品」的文件中找到。

智慧財產權
ESET 或其各自供應商是網站上所提供軟體、應用程式、產品 (統稱「軟體」) 或網站上所提供任何其他內
容，例如任何文字、文件、影像、標誌、圖示、按鈕或資料庫 (以下稱「內容」) 的擁有者或版權擁有者。
如果貴用戶遵守這些條款和特殊條款，並支付任何適當的費用，則將獲得一個有限、非專屬且不可轉讓的
授權，可針對個人和非商業用途，以及僅在這些條款和特殊條款所允許針對使用服務而有必要時使用軟體
和內容。未經我們明確書面同意，貴用戶不得擷取或重新利用任何服務的任何內容或部分 (包括使用框架
技術)。ESET 及其供應商保留這些條款或特殊條款中未明確授與貴用戶的所有權利。
此外，使用產品和軟體時必須遵守隨附或內含的「使用者授權合約」(以下稱「EULA」)。使用者必須同意此
處的使用者授權合約，才能安裝隨附於使用者授權合約的產品或軟體。
若貴用戶選擇安裝我們的應用程式以存取和使用貴用戶的「帳戶」與相關「服務」，則附件 1 中包含的
應用程式 EULA 將適用於貴用戶。

免責聲明
貴用戶身為「使用者」，瞭解「帳戶」與「服務」係依「現狀」提供，在相關法律所允許之最大範圍內無
任何類型的擔保，無論明示或默示。「提供者」、其授權提供者、分公司或版權擁有者皆不提供任何明示
或默示聲明或保證，包括但不限於適售性或特定用途之適用性，亦不保證「帳戶」或「服務」不侵害第三
方之專利、版權、商標或其他權利。「提供者」或任何其他第三方不保證「帳戶」或「服務」符合貴用戶
之需求，亦不保證「帳戶」或「服務」運作不會引起干擾或完全無誤。對於選擇使用「帳戶」與「服務」
是否獲得預期結果及實際產生的結果，皆由貴用戶承擔所有責任與風險。
除本「條款」特別列出的義務之外，這些「條款」對「提供者」及其授權提供者無任何其他義務要求。

責任限制
在相關法律所允許之最大範圍內，在任何情況下，對於因使用或無法使用「帳戶」所導致的收入利潤損失、
銷售額損失、資料遺失、採購備用商品或服務之額外費用、財產損失、人身傷害、業務中止、商業資訊遺
失，或任何特殊、直接、間接、意外、經濟、遮掩、犯罪、特殊或衍生之損害，無論其導致方式為何以及
是否因合約、過失、疏忽或其他責任理論所引起，「提供者」、其員工或承包商概不負責，即使已告知
「提供者」、其承包商或分公司可能會發生此類損失。因為部分國家或管轄區不允許免除責任，但允許限
制責任，所以「提供者」、其員工、承包商或分公司受限於貴用戶已付「服務」或「帳戶」費用之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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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管制法規遵循
(a)您將不得直接或間接以出口、再出口、移轉或其他方式將本軟體提供給任何人，或以任何方式進行使用，
或涉及任何可能導致 ESET 或其所有公司、其附屬機構、任何其所有公司的附屬機構，以及其所有公司所掌
控之實體 (「附屬機構」) 違反以下貿易管制法律，或受到不利益結果的行為；這些法律包含:
i. 由任何政府、美國各州或主管機關、新加坡、英國、歐盟或任何其會員國，或必須履行這些條款中義務
之任何國家/地區，或 ESET 或任何其附屬機構所組成或營運所在區域針對出口、再出口、移轉商品、軟體、
技術或服務所發佈或採用予以管制、限制或強制授權要求的任何法律；以及
ii. 由任何政府、美國各州或主管機關、新加坡、英國、歐盟或任何其會員國，或必須履行這些條款中義務
之任何國家/地區，或 ESET 或任何其附屬機構所組成或營運所在區域強制實施的任何經濟、金融、貿易或
其他、制裁、限制、禁運、進口或出口管制、禁止移轉資金或資產或執行服務或同等措施 (上述 i 和 ii. 點
中提到的法律行為統稱為「貿易控制法」)。
(b) ESET 在下列情況中應有權暫停或終止其基於這些條款的義務且立即生效：
i.ESET 基於其合理意見的判斷，認為使用者違反或可能違反這些條款中本貿易管制法規遵循條款的相關條
目；或
ii. 使用者和/或軟體變得受到貿易管制法律所約束，而導致 ESET 基於其合理意見的判斷，認為繼續履行其
基於這些條款的義務可能會造成 ESET 或其附屬機構違反貿易管制法律，或受到不利益的結果。
(c) 這些條款中的任何內容並非意指，同時不應解釋或闡釋為誘使或要求任意方以任何適用之貿易管制法律
所不允許、予以處罰或禁止的任何方式作為或不作為 (或同意作為或不作為)。

準據法及語言
這些「條款」應受斯洛伐克法律規範，並據此解釋。「一般使用者」及「提供者」同意，準據法和《聯合
國際商品買賣契約公約》之相抵觸條款將不適用。若貴用戶是常居於歐盟的消費者，則還會透過適用於居
住國家/地區的適用強制法律條款來授予貴用戶其他保護。
貴用戶明確同意任何與「提供者」相關的糾紛與索賠，或任何與使用本「軟體」、「帳戶」或「服務」相
關，或由特殊條款中這些條款所產生 (若適用) 的糾紛與索賠，將由斯洛伐克 District Court Bratislava I 行
使專屬管轄權。貴用戶亦明確同意在 District Court Bratislava I 中對任何相關的糾紛與索賠行使個人管轄權。
若貴用戶是消費者，且常居於歐盟，則也得在擁有專屬管轄權的區域或所居住的歐盟國家/地區提出索賠
以強制執行貴用戶的消費者權利。此外，貴用戶也可以使用線上爭議解決平台，該平台可以在此處存
取：https://ec.europa.eu/consumers/odr/。但是，請首先考慮先與我們聯繫，然後再正式提出任何索賠。
若這些條款的語言版本之間出現任何差異，則一律優先適用此處提供的英文版本。

一般條款
ESET 透過更新相關文件以 (i) 反映帳戶、服務或網站，或 ESET 執行業務方式的變更、(ii) 基於法律、法規或
安全性原因，或 (iii) 為防止濫用或造成傷害，保留隨時變更我們的服務以及修改這些條款、特殊條款與文
件，或其中任何部分的權利。透過電子郵件或「帳戶」修改這些「條款」或「特殊條款」的任何部分時，
貴用戶將會收到通知。若貴用戶不同意這些「條款」或「特殊條款」的變更，則可以在收到變更通知後的
30 天內，取消貴用戶的「帳戶」和/或取消受影響的已購買「服務」。除非貴用戶在此時間限制內取消
「帳戶」或「服務」，否則自收到變更通知的日期起，已提出的變更將視為接受並對貴用戶產生約束力。

我們的連絡人詳細資料
如果貴用戶有任何問題、疑問或想要提交通知或提出索賠，請使用我們的連絡人詳細資料，或使用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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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支援頁面 (若貴用戶遇到任何技術問題)。我們在收到此類詢問後的 30 天內會盡最大努力解決。

服務及適用於其使用方式的特殊條款
1.產品管理
產品管理是一種服務，可讓貴用戶使用帳戶管理與貴用戶帳戶相關聯的產品，以及安裝我們產品所在的裝
置。貴用戶檢視受此類相關聯產品保護之裝置的安全性狀態、接收有關受管理裝置和產品的重要通知、新
增、購買或續約到期的產品 (透過使用單獨平台)、將產品下載至貴用戶的裝置、與家人和朋友共用它們
或享受其他功能，詳見文件。成功建立帳戶之後，系統將啟用「產品管理」，但僅在將至少一個產品與貴
用戶的帳戶相關聯之後，才能使用其多數功能。文件可能會說明貴用戶可從帳戶中管理之產品或裝置的數
量上限。

2. ESET Parental Control
ESET Parental Control 可讓貴用戶控制受管理使用者 (例如貴用戶的子女) 對特定類別的網頁和/或行動應
用程式的存取、套用受管理使用者的時間管理規則，或針對那些裝置使用位置尋找 (已安裝相關產品且
ESET Parental Control 為作用中)。若要使用 ESET Parental Control，貴用戶必須將產品 (與作用中 ESET
Parental Control) 與「帳戶」建立關聯。貴用戶不得同時將相同產品與多個帳戶建立關聯。可存取帳戶的使
用者可為具有一或多個裝置的受管理使用者建立設定檔。ESET 保留限制一位「使用者」可使用設定檔和裝
置數目的權利。
為了正常運作，作用中 ESET Parental Control 會將資訊傳送給提供者 (包括但不限於已造訪網站上的資訊、
位置、行動應用程式、所使用裝置的相關資訊)，包括 ESET Parental Control 的操作和功能相關資訊。此類
資訊可能包含貴用戶或其他受管理使用者的相關資料 (包括隨機或意外取得的個人資料)、裝置的資訊，
以及安裝的作業系統與應用程式。ESET 應採取適當的措施以確保接收的所有資訊均保持機密。
貴用戶僅得將 ESET Parental Control 用於擁有合法權利且能存取之受管理使用者的相關裝置。任何已識別可
能被視為非法、有害或可能干擾他人權利或產生負面影響的使用方式可能會報告給主管當局，且可能導致
限制對服務的存取訪問。針對任何濫用情事，ESET 將遵循相關法律並協助執法機關。
一旦接受這些條款，即表示貴用戶認可提供和使用 ESET Parental Control 以及提供期間的資料處理也會受到
使用者授權合約以及相關聯 ESET Parental Control 的隱私權政策所約束，該政策可從文件中取得且應在軟體
安裝程序期間接受。

3.Anti-Theft
Anti-Theft 可協助防止因為電腦或其他所安裝裝置遺失或遭竊而直接導致的重要資料損失或濫用。Anti-Theft
僅適用於 ESET 提供的部分產品。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產品文件。
Anti-Theft 在相關聯產品的預設設定下為關閉。若要使用 Anti-Theft，貴用戶需要安裝所需的產品、啟動
Anti-Theft 功能並將產品與帳戶建立關聯。在貴用戶的電腦或其他裝置遭竊或遺失時，可以選擇啟動 AntiTheft 和相關的資料收集。如果貴用戶選擇啟動產品的這項功能，則我們會收集遺失裝置的相關資料並傳送
給 ESET，其中可能包含裝置網路位置的相關資料、其畫面上顯示的內容、及其配置相關資料以及已連接攝
影機所記錄的資料。貴用戶僅能針對修正裝置遭竊導致的不利狀態而使用 Anti-Theft 取得的資料並透過帳
戶提供。ESET 將會依照隱私權政策中指定的方法來處理那些資料，並遵守相關法規以僅將本服務提供給貴
用戶。您可隨時停用這項功能。
Anti-Theft 應僅用於貴用戶擁有合法權利且能存取的相關裝置和帳戶。任何已識別可能被視為非法、有害或
可能干擾他人權利或產生負面影響的使用方式可能會報告給主管當局，且可能導致限制對服務的存取訪問。
針對任何濫用情事，提供者將遵循相關法律並協助執法機關。
一旦接受這些條款，即表示貴用戶認可提供和使用 Anti-Theft 以及提供期間的資料處理也會受到使用者授
權合約以及相關聯 ESET Anti-Theft 軟體的隱私權政策所約束，該政策可從文件中取得且應在軟體安裝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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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接受。

4. ESET Password Manager
ESET Password Manager 是一種數位身份管理工具，可讓貴用戶以安全方式儲存登入憑證或其他資料。除了
這些條款與帳戶隱私權政策之外，使用時也應遵循適用於 ESET Password Manager 的特殊條款以及特殊隱私
權政策。若要使用 ESET Password Manager，貴用戶需要安裝所需的產品、建立並啟動帳戶，以及將產品與
帳戶建立關聯。貴用戶的帳戶及其中其他實用功能可用來管理 ESET Password Manager 的授權，並與朋友或
家人共用，然後他們即可盡情充分利用。但是，貴用戶身為授權擁有者將保留隨時取消其授權的權利。

附件 1
ESET HOME 應用程式 EULA

隱私權原則
自 2022 年 9 月 6 日生效 | 請參閱先前版本的隱私權政策 | 比較變更
我們特別重視個人資料防護，ESET, spol. s r. o. 設址於 Einsteinova 24, 851 01 Bratislava, Slovak Republic，註冊於
由 Bratislava I District Cour (Section Sro, Entry No 3586/B) 管轄的 Commercial Register，公司登記號
碼：31333532 身為資料控制方 (以下稱「ESET」或「我們」)。我們想要遵循 EU 一般資料防護條例 (以下
稱「GDPR」) 中合法標準化的透明度要求。為達此目標，「我們」茲發佈此隱私權政策，唯一目的是就下列
個人資料防護主題知會身為資料主體的客戶 (以下稱「使用者」或「貴用戶」)：
個人資料處理的法律依據、
資料共用和機密性、
資料安全性、
貴用戶身為資料主體的權利、
處理貴用戶的個人資料
連絡人資訊。
本隱私權政策適用於貴用戶的 ESET HOME 帳戶 (以下稱「帳戶」)，並提供使用 home.eset.com 網站、ESET
HOME 應用程式，以及透過帳戶使用由 ESET 所提供的服務與功能 (統稱「服務」)。如果此處提及特定服
務的隱私權政策，則其用詞在出現任何差異時應優先適用。
我們可能會隨時自行修改此隱私權政策。我們將向貴用戶傳送一封電子郵件通知，其中包含修改後隱私權
政策的連結，我們將通過應用程式內通知或其他電子方式通知貴用戶修改後的版本。如果貴用戶不同意或
無法遵守修改後的隱私權政策，則應停止使用帳戶和服務並解除安裝它們 (適用時)。如果您在隱私權政
策生效後繼續使用應用程式或服務，將視為您接受修改後的隱私權政策。
我們的服務僅供成年人使用。如果貴用戶並未年滿十八 (18) 歲，則在涉及貴用戶的家長或其他法定監護
人的情況下，貴用戶僅能建立和使用帳戶或相關的服務。

處理貴用戶的個人資料
ESET 提供的帳戶與服務係根據使用條款 (以下稱「條款」)，且在適用時包含與相關服務 (以下稱「產
品」) 和 ESET HOME 應用程式相關聯之 ESET 產品的使用者授權合約 (以下稱「EULA」)，但貴用戶需特別注
意其中幾項規定。針對貴用戶帳戶以及提供我們服務的資料收集與處理，我們將對貴用戶提供更多詳細資
料。為使服務正常運作，「我們」需要收集或存取下列資訊：
註冊和使用帳戶、提供服務，以及確立、行使和防禦我們的法律上主張時，均需要貴用戶的全名、
國家/地區、有效的電子郵件地址以及登入憑證。此外，我們還將獲得一些關於登入貴用戶帳戶時所
使用裝置和應用程式的基本技術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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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幫助保護您的帳戶，每次您登入帳戶時，我們都會收集您的瀏覽器指紋和 IP 位址。如果
出現未知的瀏覽器指紋和未知的 IP 位址，我們將向您傳送一封電子郵件，通知您可能存在可
疑的登入帳戶嘗試。
貴用戶可以選擇使用 Apple 或 Google 提供的第三方驗證來註冊和/或登入至貴用戶的帳戶。在
此類情況下，我們將在註冊程序期間以及出於上述指定的其他目的處理貴用戶的電子郵件地
址 (由此類第三方提供) 與貴用戶位置的國家/地區。
產品管理需要受管理裝置和產品授權的相關資訊，以向貴用戶提供其管理功能。具體而言，我們將
處理與貴用戶產品授權相關的資訊，例如與貴用戶所擁有產品授權類型相關的資料 (例如無論是免
費版本、試用版本或付費版本)、授權有效性、啟動狀態以及授權識別。對於與貴用戶帳戶相關聯的
裝置，我們將處理有關裝置名稱和類型、其作業系統、安全性狀態、已啟動的產品，以及用來識別
裝置的資料。如果貴用戶的產品授權並不與帳戶相關聯 (或與其他人共用而與其帳戶相關聯)，則我
們僅會處理有限的資訊，例如裝置名稱和類型、型號，以及產品啟用日期。
如果貴用戶是產品授權擁有者，且選擇將其與朋友或家人共用，則可以從貴用戶的帳戶中透
過使用我們的共用功能來執行此操作，且可以在其中輸入其電子郵件地址。我們僅會處理此
類電子郵件地址以便讓其使用相關產品或服務，以及向其傳送相關邀請。貴用戶的朋友可能
會在我們傳送的訊息中看到貴用戶的電子郵件地址，以便讓他們知道發信來源。貴用戶的朋
友可以隨時聯絡我們，以要求我們從資料庫中移除其資料。貴用戶可以隨時取消授權的共用。
如果貴用戶並非產品授權的擁有者，但某人與貴用戶共用其產品授權，則產品授權擁有者可
以看到在帳戶註冊期間貴用戶提供的電子郵件地址。請放心，僅貴用戶能存取與貴用戶帳戶
相關聯裝置的完整資訊。如上所述，授權擁有者僅能檢視關於貴用戶裝置的有限資訊。
ESET Parental Control 包含的功能可讓貴用戶控制受管理使用者 (例如貴用戶的子女) 對特定群組的
網頁和/或行動應用程式的存取、套用受管理使用者的時間管理規則以及尋找貴用戶裝置的位置。為
啟用這些功能，且取決於貴用戶具體如何針對受管理使用者設定規則，ESET Parental Control 會將資訊
傳送給 ESET，包含但不限於造訪過的網站、實體位置、行動應用程式等資訊以及裝置的資訊，包含
ESET Parental Control 之操作和功能的資訊。該資訊可能包含貴用戶或其他受管理使用者的資料 (貴
用戶可以依姓名、年齡指定受管理使用者，如果願意的話，按相片指定亦可)，或關於受控制裝置的
資訊，例如安裝的作業系統和應用程式。透過 ESET Parental Control 收集的資料將僅出於為貴用戶提
供服務而進行處理，且它們將在收集的六十 (60) 天至九十 (90) 天後刪除。
ESET Anti-Theft 可協助防止因為電腦或其他所安裝裝置遺失或遭竊而直接導致的重要資料損失或濫用。
此功能在相關產品的預設設定下切換為關閉。如果貴用戶選擇啟動這項功能，則我們會收集遺失裝
置的相關資料並傳送給 ESET，取決於貴用戶具體如何設定服務，其中可能包含裝置的網路位置相關資
料、其畫面上顯示的內容、裝置的設定以及已連接攝影機所記錄的資料。透過 ESET Anti-Theft 收集
的資料將僅出於為貴用戶提供服務而進行處理，且它們將在收集的一 (1) 年後刪除。
ESET Password Manager允許貴用戶儲存密碼、信用卡號碼或其他本機安裝應用程式中貴用戶所選擇
的其他資料，以及在貴用戶的裝置上同步和使用這些資料。貴用戶所選擇儲存至應用程式的資料僅
會在貴用戶裝置上本機儲存，且會透過貴用戶的主要密碼進行保護與加密。為了使用此類貴用戶裝
置上的資料，它們也會儲存在我們的伺服器或我們服務提供者的伺服器上，但僅使用加密格式以便
僅供由貴用戶存取。ESET 和我們的服務提供者皆無法存取您的加密資料或儲存您的主要密碼。只有您
有金鑰而可解密該資料。貴用戶可以透過帳戶來啟動服務，方法是將貴用戶的電子郵件地址或朋友
的電子郵件地址輸入至想要允許根據產品授權使用服務的人員。如果要透過 ESET Password Manager
深入瞭解有關處理個人資料的資訊，請參閱一個特殊的隱私權政策。
貴用戶可能需要將聯絡資訊及資料納入支援要求，以便在貴用戶要求時獲得支援。依貴用戶聯絡我
們的管道而定，我們可能會收集貴用戶的電子郵件地址、電話號碼、產品授權資訊、產品詳細資料
以及貴用戶支援案例的說明。為協助提供支援，以及讓我們解決貴用戶所面臨的問題，我們可能要
求貴用戶提供其他資訊。
我們使用 Google 條碼掃描 API 來啟用我們應用程式的 QR 代碼讀取器功能。請放心，擷取的影像僅
在貴用戶的裝置內進行處理。但是，Google API 可能會向 Google 發送一些與 API 的使用方式與效能相
關的必要技術資訊，以便進行維護、除錯和改進 API，而用於使用方式分析與診斷目的。若要深入瞭
解此處理和所收集資料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Google API 隱私權資訊。
此外，我們可能會出於一些其他目的處理在提供服務過程中所獲得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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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能會使用貴用戶的連絡人詳細資料或帳戶，針對貴用戶所使用的產品或服務聯絡貴用戶，例
如向貴用戶提供與服務相關的報告和通知，深入瞭解貴用戶的相關需求以及對我們服務的滿意度，
此外也包含針對貴用戶所使用的類似內容提供我們產品和服務的廣告，除非貴用戶選擇退出此類行
銷通訊。
我們可能會處理與使用我們服務相關的一些彙總統計資料，以改進功能及其可用性、分析其效能並
修正可能會發生的任何錯誤。
根據貴用戶的選擇的同意，我們可能會收集和處理與應用程式當機相關的技術資料 (例如裝置資訊、
安裝識別碼、當機追蹤、當機小型傾印) 以掌握當機問題，並瞭解其原因並確保應用程式完全正常
運作。我們會使用 Google 來收集和分析我們的資料。若要深入瞭解此處理和所收集資料，請參閱相
關的 Google 隱私權政策。

Cookie
為了讓我們的網站與服務正常運作，當貴用戶造訪我們的網站、登入帳戶或使用特定服務時，我們可能會
在貴用戶的網頁瀏覽器中儲存一些 Cookie。預設情況下，我們僅會使用讓網站正常運作以及貴用戶所要求
服務絕對必要的 Cookie。我們將要求貴用戶同意使用任何其他絕對必要的 Cookie。若要深入瞭解 Cookie 的處
理，請參閱我們的 Cookie 原則。

個人資料處理的法律依據
根據與保護個人資料相關的適用法律架構，我們針對資料處理僅會使用幾項法律依據。ESET 處理個人資料
主要為履行與使用者之間 使用者授權合約 (以下稱「EULA」) 與使用者 (GDPR 第 6 (1) (b) 條)，適用於 ESET
產品或服務的提供，除非另有明確聲明，例如：
合法利益的法律依據 (GDPR 第 6 (1) (f) 條)，這使我們可以處理有關客戶如何使用我們的服務及其滿
意度的資料，以便為使用者提供最佳的防護、支援和體驗。適用法律承認的對等行銷是一種正當利
益，因此與我們客戶進行行銷通訊時，我們通常會依賴此概念。
當我們將此法律依據視為最適合的法律依據，或者如果法律要求時，我們可能會在特定情況下向貴
用戶要求同意 (GDPR 第 6 (1) (a) 條)。
遵守法律義務 (GDPR 第 6 (1) (c) 條)，例如電子通訊、保留用於開票或計費文件的明訂要求。

資料共用和機密性
我們不會與第三方共用貴用戶的資料。但是，ESET 公司的全球營運透過銷售、服務和支援網路中的附屬公
司或合作夥伴來進行。ESET 處理的授權、計費與技術支援資訊得傳輸至/自附屬機構或合作夥伴以履行提供
服務或支援等 EULA 的目的。
ESET 偏好在歐盟 (EU) 境內處理其資料。但是，根據貴用戶的位置 (使用我們產品和/或 EU 以外的服務)
和/或貴用戶選擇的服務，可能需要將貴用戶的資料傳輸至 EU 以外的國家/地區。例如，我們會使用與雲
端運算相關的第三方服務。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會仔細選擇服務提供者，並透過合約以及技術和組織措施
以確保適當的資料防護層級。一般而言，我們同意 EU 標準合約條款，以及必要時的補充合約規範。
針對 EU 以外的部分國家/地區，例如英國與瑞士，EU 已決定相應的資料防護層級。基於相應的資料防護層
級，向這些國家/地區傳輸資料時不需要任何特殊授權或協議。
我們仰賴微軟作為雲端服務提供者以提供與雲端運算相關的第三方服務。

資料安全性
ESET 運用適當的技術和組織措施確保與潛在風險相當的安全性層級。「我們」盡力確保處理系統和服務持
續具備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和韌性。然而，若資料外洩導致貴用戶的權利和自由產生風險，「我們」
會通知相關監管當局以及作為資料主體的受影響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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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當事人權利。
我們重視每位使用者的權利，故在此通知貴用戶，所有使用者 (來自任何 EU 或任何非 EU 國家/地區) 在
ESET 中皆享有下列權利。若要行使資料主體的權利，貴用戶可以透過支援表格或電子郵件 dpo@eset.sk 聯
繫我們。基於身分識別目的，我們會要求貴用戶提供下列資訊：姓名、電子郵件地址與授權金鑰或客戶號
碼以及公司機構 (若適用)。請避免向我們傳送任何其他個人資料，例如出生日期。請注意，為了能夠處
理貴用戶的要求，以及基於身分識別目的，我們將會處理貴用戶的個人資料。
撤回同意的權利。撤回同意的權利僅適用於基於同意的處理行為。如果我們基於貴用戶的同意而處理個人
資料，則貴用戶有權不附帶理由隨時撤回同意。貴用戶撤回同意僅對將來有效，而不會影響撤回之前已處
理資料的合法性。
拒絕的權利。拒絕處理的權利僅適用於基於 ESET 或第三方合法利益的處理行為。如果我們處理個人資料以
保護合法利益，則貴用戶身為資料主體有權隨時反對我們主張的合法權益以及對貴用戶個人資料的處理。
貴用戶的拒絕僅對將來有效，而不會影響拒絕之前已處理資料的合法性。如果我們基於直接行銷目的而處
理貴用戶的個人資料，則不必提供貴用戶的拒絕理由。此規定也適用於特徵分析，因為它與此類直接行銷
相關。在所有其他情況下，我們要求貴用戶簡短地告訴我們針對 ESET 處理貴用戶個人資料的合法利益提出
申訴。
請注意，在某些情況下，儘管貴用戶同意已撤回，我們仍有權基於其他法律依據 (例如合約履行) 進一步
處理貴用戶的個人資料。
存取的權利。身為資料主體，貴用戶有權隨時免費取得 ESET 所儲存貴用戶資料的相關資訊。
修正的權利。如果我們無意中處理了關於貴用戶不正確的個人資料，則貴用戶有權修正此資料。
清除的權利與限制處理的權利。身為資料主體，貴用戶有權要求刪除或限制處理貴用戶的個人資料。如果
我們處理貴用戶的個人資料，例如在貴用戶同意的情況下，貴用戶撤回同意而無其他法律依據 (例如合
約) 時，我們會立即刪除貴用戶的個人資料。針對我們保留期結束時所規定用途而不再需要的個人資料會
立即刪除。
如果我們將貴用戶的個人資料用於直接行銷的唯一目的，且貴用戶已撤回同意或反對ESET的基本合法利益，
則在我們於內部黑名單中納入貴用戶連絡人資料的範圍內，我們將限制處理貴用戶的個人資料，以避免來
路不明的連絡人。否則，我們將會刪除貴用戶的個人資料。
請注意，我們可能需要儲存貴用戶的資料，直到立法機關或監管機構發出的保留義務與期間到期為止。保
留義務和期間可能也來自斯洛伐克法律。此後，我們將定期刪除相應資料。
資料可攜性的權利。我們很樂意替身為資料主體的貴用戶提供由 ESET 以 xls 格式處理的個人資料。
提出申訴的權利。身為資料主體，貴用戶有權隨時向監管機構提出申訴。ESET 受斯洛伐克法規規範，「我
們」身為歐盟一份子，也受資料保護法規規範。相關的資料監管機構即為斯洛伐克共和國個人資料防護辦
公室，位於 Hraničná 12, 82007 Bratislava 27, Slovak Republic。

連絡人資訊
如果您想要行使您身為資料當事人的權利，或您有任何疑問或疑慮，請將訊息傳送給我們：
ESET, spol. s r.o.
Data Protection Officer
Einsteinova 24
85101 Bratislava
Slovak Republic
dpo@eset.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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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授權合約
自 2021 年 10 月 19 日 起生效。
重要:下載、安裝、複製或使用之前，請先詳讀產品應用程式的下列條款與條件。下載、安裝、複製或使
用本軟體，即表示貴用戶同意本授權合約的條款與條件，並瞭解隱私權政策。
使用者授權合約
本使用者授權合約 (「本合約」) 由 ESET, spol. s r. o. (設址於 Einsteinova 24, 85101 Bratislava, Slovak
Republic，註冊於 Bratislava 第一地方法院 (Section Sro, Entry No 3586/B) 所管轄的商業登記處，公司登記號碼：
31333532) (「ESET」或「提供者」) 與貴用戶、個人或法人 (「貴用戶」或「使用者」) 雙方約定執行，貴
用戶有權使用「本合約」中第 1 條所定義的「軟體」。本「合約」中第 1 條所定義的「軟體」可儲存於
資料傳送體、透過電子郵件傳送、從網際網路下載、從「提供者」伺服器下載，或從以下條款與條件中所
指定的其他來源取得。
「提供者」持續擁有本「軟體」副本、商業套件中的實體媒體，以及根據本「合約」中授權「使用者」產
生的任何其他副本。「提供者」持續擁有本「軟體」副本、商業套件中的實體媒體，以及根據本「合約」
中授權「使用者」產生的任何其他副本。
安裝、下載、複製或使用本「軟體」期間按一下 [我接受] 或 [我接受…] 選項，即表示貴用戶同意本
「合約」的條款與條件並認可「隱私權政策」。若貴用戶不同意本「合約」和/或「隱私權政策」的條款
與條件，請立即按一下 [取消] 選項，取消安裝或取消下載，或銷毀本「軟體」，或者將本「軟體」、安
裝媒體、隨附之文件及購買發票退還給「提供者」或貴用戶購買本「軟體」之經銷商。
貴用戶同意使用本「軟體」即表示貴用戶已閱讀本「合約」、理解「合約」內容，並受「合約」條款與條
件的約束。
1.軟體。本「合約」中的「軟體」一詞係指：(i) 本「合約」所隨附之電腦程式及其包含的所有元件； (ii) 在磁
碟、CD-ROM、DVD、電子郵件及所有附件，或其他隨附本「合約」之媒體中的所有內容，包括以資料傳送體
提供、透過電子郵件傳送或透過網際網路下載的本「軟體」物件碼; (iii) 任何相關書面說明資料以及與本
「軟體」相關的任何其他可能文件，尤其是本「軟體」任何說明、其規格、本「軟體」屬性或作業的任何
說明、使用本「軟體」之作業環境的任何說明、本「軟體」的使用安裝指示，或如何使用軟體的任何說明
(「文件」); (iv) 由「提供者」根據本「合約」第 3 條授權給「貴用戶」的本「軟體」複本、「軟體」可能
錯誤的修補程式、「軟體」新增、「軟體」擴充功能、「軟體」修改後的版本和「軟體」元件的更新 (若
有)。本「軟體」得完全以可執行目的碼形式提供。本「軟體」僅以可執行物件碼形式提供。
2.安裝、電腦與授權金鑰。本「軟體」無論是由資料傳送體提供、透過電子郵件傳送、從網際網路下載、從
「提供者」伺服器下載，或從其他來源取得，皆需要安裝。安裝方法如「文件」中所述。 安裝本「軟體」
的電腦上，不得安裝任何對本「軟體」有不利影響的電腦程式或硬體。「電腦」係指用於安裝和/或使用本
「軟體」的硬體，包括但不限於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工作站、掌上型電腦、智慧型手機、手持電子裝
置或其他電子裝置。安裝本「軟體」的電腦上，不得安裝任何對本「軟體」有不利影響的電腦程式或硬體。
「電腦」係指用於安裝和/或使用本「軟體」的硬體，包括但不限於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工作站、掌
上型電腦、智慧型手機、手持電子裝置或其他電子裝置。「授權金鑰」係指提供給使用者的唯一序列，包
括符號、字母、號碼或特殊標識的序列，讓使用者可以合法使用本「軟體」，其特定版本或授權期限延續
符合本「合約」。
3.授權。若貴用戶同意本「合約」條款、在期限內繳付「授權費」，並遵循所有規定的條款與條件，則
「提供者」會授與貴用戶以下權限 (以下稱「授權」):
a) 安裝與使用。貴用戶擁有非專屬、不可轉讓之權限，可將本「軟體」安裝於電腦硬碟或其他儲存資料的
永久媒體上、將本「軟體」安裝並儲存於電腦系統的記憶體上，以及實作、儲存及顯示本「軟體」。
b) 授權數目規定。本「軟體」的使用權限受「使用者」數目的限制。「一位使用者」係指： (i) 本「軟體」
59

於一個電腦系統上的安裝；或 (ii) 若授權的範圍受信箱數目的限制，則「一位使用者」係指透過 Mail User
Agent (MUA) 接收電子郵件的電腦使用者。若 MUA 接受電子郵件並於稍後將郵件自動散佈給多位使用者，則
「使用者」數目即根據接收所散佈之電子郵件的實際使用者數目而定。若郵件伺服器執行郵件閘道功能，則
「使用者」數目應等於由該閘道提供服務之郵件伺服器使用者數目。若將任何數量之電子郵件地址引導至
一位使用者 (例如透過別名)，且該使用者接受這些地址，而且用戶端未自動將郵件散佈給大量的使用者，
則需要一台電腦的「授權」。貴用戶不得同時在多台電腦上使用同一個「授權」。使用者僅在根據「提供
者」授予的授權數目造成的限制下，使用者有權使用本「軟體」時，才有權利輸入授權金鑰。授權金鑰視
為機密，貴用戶不得與第三方分享或允許第三方使用授權金鑰，除非獲得本「合約」或「提供者」許可。
如果貴用戶的授權金鑰遭盜用，請立即通知「提供者」。
c) 家用/企業版。本「軟體」的家用版應僅供私人專用和/或家庭與家人於非商業環境中使用。若要在郵件
伺服器、郵件中繼站、郵件閘道或網際網路閘道上使用本「軟體」，則必須取得本「軟體」的企業版才能
用於商業環境。
d) 授權期限。本「軟體」的使用權限有時間限制。
e) OEM 軟體。分類為「OEM」的「軟體」應受限於貴用戶用來取得該軟體的電腦。「OEM 軟體」無法傳輸到
其他電腦。
f) NFR、TRIAL 軟體。歸類為「禁止轉售」(NFR) 或試用 (TRIAL) 的軟體不得付費轉讓，且必須僅供示範或測試本
「軟體」功能之用。
g) 終止授權。授權期結束時，本「授權」會自動終止。如果貴用戶無法遵循本「合約」中的任何規定，
「提供者」有權利在不危害「提供者」任何權利或法律救濟的情況下撤銷本「合約」。本「授權」取消時，
貴用戶必須立即將本「軟體」及其所有備份刪除、銷毀，或自費退回給ESET或您購買本「軟體」之經銷商。
「使用者」須連線至「提供者」之伺服器或第三方伺服器，方能行使對軟體功能之使用權；授權終止時，
「提供者」有權取消該使用權。
4.資料收集功能和網際網路連線需求。依據隱私權政策，本「軟體」必須連線到網際網路，且必須定期連
線到「提供者」伺服器或第三方伺服器以及適用的資料收集，才能正確作業。本「軟體」的功能以及更新
和升級本「軟體」需要連線至網際網路以及適當的資料收集。「提供者」有發行本「軟體」的更新或升級
(以下稱「更新」) 之權利，但無提供「更新」之義務。除非「使用者」停用自動安裝「更新」功能，否
則在本「軟體」的標準設定下，會啟用這項功能而自動安裝「更新」。為了佈建更新，需要驗證「授權」，
包括安裝本「軟體」的電腦和/或平台相關資訊，以符合隱私權政策。
任何更新的條款都可能需要遵守生命週期結束政策 (以下稱「EOL 政策」)，該政策在
https://go.eset.com/eol_home 上提供。在本「軟體」或任何其功能達到 EOL 政策中定義的生命週期結束日
期後，即不再提供任何更新。
針對本「合約」之目的，有必要收集、處理和儲存資料，使「提供者」能夠根據隱私權政策識別您的身份。
貴用戶瞭解，「提供者」會使用自己的方式檢查您是否按照本協議的規定使用本「軟體」。貴用戶瞭解，
針對本「合約」之目的，您的資料必須在本「軟體」與「提供者」或其商業夥伴 (作為「提供者」經銷和
支援網路一部分) 的電腦系統之間進行通訊時傳送，以確保本「軟體」功能和使用本「軟體」的授權，以
保護「提供者」的權利。
依據本「合約」結論，「提供者」或其任何作為「提供者」經銷和支援網路一部分的商業夥伴，有權利傳
輸、處理與儲存可識別貴用戶的必要資料，以供計費、實行本「合約」之用，並在電腦上傳輸通知。
有關隱私權、個人資料保護和貴用戶身為資料當事人權限的詳細資料，可以在「提供者」網站上的隱私權
政策中找到，並可以直接在安裝過程中取得。貴用戶也可以造訪本「軟體」的「說明」區段。
5.行使「使用者」權利。貴用戶必須由本人或員工行使「使用者」權利。貴用戶僅有權使用本「軟體」來
保護電腦作業以及取得「授權」的電腦或電腦系統。
6.限制權利。貴用戶不得將本「軟體」複製、散佈、提取其元件或建立其衍生版本。使用本「軟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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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必須遵循下列限制：
a) 貴用戶可將本「軟體」的副本儲存於永久資料媒體上做為封存備份副本，但貴用戶的封存備份副本不得
在任何電腦上安裝或使用。建立本「軟體」的任何其他副本皆違反本「合約」。
b) 貴用戶不得以非本「合約」提供之方式使用、修改、翻譯或重製本「軟體」，或轉讓本「軟體」或其副
本的使用權。
c) 貴用戶不得出售、轉授權、出租或借用本「軟體」，或使用本「軟體」提供商業服務。
d) 貴用戶不得對本「軟體」進行反向工程、反向組譯或解譯，或嘗試取得本「軟體」的來源程式碼，除非
相關法律明文禁止上述限制。
e) 貴用戶同意僅以符合本「軟體」使用管轄區中適用法律之方式使用本「軟體」，包括但不限於與著作權
法及其他智慧財產權相關的適用限制。
f) 貴用戶同意僅以不限制其他「使用者」存取這些功能的方式使用本「軟體」和其功能。「提供者」保留
限制為個別「使用者」提供服務之範圍的權利，以盡可能讓最多「使用者」可以使用服務。限制服務範圍
亦表示完全終止使用任何本「軟體」的功能，並刪除任何與本「軟體」特定功能相關的「提供者」伺服器
或第三方伺服器上之「資料」和資訊。
g) 貴用戶同意，若任何活動牽涉到使用授權金鑰、違反本「合約」條款或者致使授權金鑰提供給任何不具
使用本「軟體」權利的人員，例如以任何形式轉移授權金鑰，以及未經授權而擅自複製或散佈重複或產生
的授權金鑰，或是從其他非「提供者」處獲得授權金鑰來使用本「軟體」，貴用戶將不會進行該活動。
7.版權。本「軟體」及其所有權利 (包括但不限於專利權及智慧財產權) 皆為 ESET 和/或其授權提供者所
有，並受國際條約之條款及「軟體」使用所在國家所有適用法律之保護。本「軟體」之結構、組織及程式
碼是 ESET 及/或其授權者的重要商業秘密及機密資訊。貴用戶不得複製本「軟體」，唯第 6 (a) 條中指定之
例外情況除外。任何依據本「合約」允許貴用戶產生之副本，必須包含與本「軟體」相同的著作權或其他
所有權聲明。若貴用戶違反本「合約」條款，對本「軟體」進行反向工程、反向組譯、解譯，或嘗試發現本
「軟體」的來源程式碼，則貴用戶同意從這類資訊產生的時刻起，所取得的任何資訊會自動傳送至「提供
者」並由其完全擁有，無法撤回，儘管「提供者」的權利違反本「合約」。
8.保留權利。「提供者」保留本「軟體」的所有權利，唯本「合約」明確授予貴用戶身為本「軟體」之
「使用者」的權利除外。
9.數種語言版本、雙媒體軟體、多個副本。若本「軟體」支援數個平台或語言，或貴用戶取得本「軟體」
多個副本，則只有貴用戶所取得「授權」數目的電腦系統與版本能使用本「軟體」。貴用戶不得銷售、出
租、轉授權、出借或移轉貴用戶未使用本「軟體」之任何版本或副本。
10.「合約」開始與終止。本「合約」於貴用戶同意本「合約」條款之日起開始生效。貴用戶永久解除安裝、
銷毀並自費退回本「軟體」、所有備份副本，以及「提供者」或其商業夥伴所提供任何相關資料，即為終
止本「合約」。貴用戶對於使用本「軟體」及其任何功能的權利受到 EOL 政策所規範。在本「軟體」或任
何其功能達到 EOL 政策中定義的生命週期結束日期後，貴用戶對於本「軟體」的使用權利將會終止。無論
終止本「合約」的方式為何，第 7、8、11、13、19 與 21 條條款規定仍繼續適用，適用時間無限。
11.使用者聲明。貴用戶身為「使用者」，瞭解本「軟體」係依「現狀」提供，在相關法律所允許之最大範
圍內無任何類型的擔保，無論明示或默示。「提供者」、其授權提供者、分公司或版權擁有者皆不提供任
何明示或默示聲明或保證，包括但不限於適售性或特定用途之適用性，亦不保證本「軟體」不侵害第三方
之專利、版權、商標或其他權利。「提供者」及任何其他人不保證本「軟體」功能符合貴用戶之需求，亦
不保證本「軟體」作業不會中斷或無錯誤。對於選擇使用本「軟體」是否獲得預期結果，以及對「軟體」
的安裝、使用與結果，皆由貴用戶承擔所有責任與風險。
12.無其他義務。除本「合約」特別列出的義務之外，本「合約」對「提供者」及其授權提供者無任何其他
義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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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責任限制。在相關法律所允許之最大範圍內，在任何情況下，對於因安裝、使用或無法使用本「軟體」
所導致的收入利潤損失、銷售額損失、資料遺失、採購備用商品或服務之額外費用、財產損失、人身傷害、
業務中止、商業資訊遺失，或任何特殊、直接、間接、意外、經濟、遮掩、犯罪、特殊或衍生之損害，無
論其導致方式為何以及是否因合約、過失、疏忽或其他責任理論所引起，「提供者」、其員工或授權提供
者概不負責，即使已告知「提供者」、其授權提供者或分公司可能會發生此類損失。因為部分國家或管轄
區不允許免除責任，但允許限制責任，所以「提供者」、其員工、授權提供者或分公司受限於貴用戶已付
「授權」費用之總額。
14.本「合約」的任何條款若與任何一方身為消費者的合法權利相反，皆不損害該合法權利。
15.技術支援。ESET 或 ESET 委託的第三方會酌情提供技術支援，不提供任何保證或聲明。在本「軟體」或
任何其功能達到 EOL 政策中定義的生命週期結束日期後，即不再提供任何技術支援。提供技術支援前，需要
「使用者」先備份所有現有資料、軟體與程式設備。對於因提供技術支援所導致任何資料、財產、軟體或
硬體的損壞或遺失，或利潤的損失，ESET 及/或 ESET 委任的第三方概不負責。ESET 及/或 ESET 委任的第三方
保留決定解決問題是否超過技術支援範圍的權利。ESET 保留酌情拒絕、暫停或終止提供技術支援的權利。
依照隱私權政策，可能需要授權資訊、「資訊」和其他資料，以便用於技術支援佈建。
16.授權轉讓。本「軟體」可在電腦系統間傳輸，除非違反本「合約」條款。本「軟體」可在電腦系統間傳
輸，除非違反本「合約」條款。如果未違反本「合約」條款，「使用者」是唯一具有權利的實體可在「提
供者」同意下，將因本「合約」產生的「授權」與所有權利永久轉讓給另一位「使用者」，但轉讓條件為：
(i) 原始「使用者」未保留本「軟體」的任何副本；(ii) 權利的轉讓必須是直接，亦即從原始「使用者」轉讓
給新「使用者」；(iii) 新「使用者」必須承擔原始「使用者」依本「合約」條款所承擔的所有權利與義務；(iv)
依照第 17 條規定，原始「使用者」必須提供給新「使用者」可驗證本「軟體」真實性的文件。
17.驗證軟體真實性。「使用者」可使用下列其中一種方式證明使用本「軟體」的資格：(i) 透過「提供者」或
「提供者」所委任第三方核發的授權憑證；(ii) 透過書面授權合約 (若已訂立此類合約)；(iii) 透過提交「提供
者」傳送的電子郵件，其中包含授權詳細資料 (使用者名稱與密碼)。依照隱私權政策，可能需要授權資
訊和使用者識別資料，以便用於本「軟體」真實性驗證。
18.美國公家機關與政府單位的授權。根據本「合約」所述的授權權利與限制，本「軟體」可提供給公家機
關，包括美國政府
19.貿易管制法規遵循。
a)您將不得直接或間接以出口、再出口、移轉或其他方式將本軟體提供給任何人，或以任何方式進行使用，
或涉及任何可能導致 ESET 或其所有公司、其附屬機構、任何其所有公司的附屬機構，以及其所有公司所掌
控之實體 (「附屬機構」) 違反以下貿易管制法律，或受到不利益結果的行為；這些法律包含
i. 由任何政府、美國各州或主管機關、新加坡、英國、歐盟或任何其會員國，或必須履行本協議中義務之
任何國家/地區，或 ESET 或任何其附屬機構所組成或營運所在區域針對出口、再出口、移轉商品、軟體、
技術或服務所發佈或採用予以管制、限制或強制授權要求的任何法律；以及
ii. 由任何政府、美國各州或主管機關、新加坡、英國、歐盟或任何其會員國，或必須履行本協議中義務之
任何國家/地區，或 ESET 或任何其附屬機構所組成或營運所在區域強制實施的任何經濟、金融、貿易或其
他、制裁、限制、禁運、進口或出口管制、禁止移轉資金或資產或執行服務或同等措施。
(上述第 i 和 ii. 點中提及的合法行為悉依「貿易管制法律」的規定)。
b) ESET 在下列情況中應有權暫停或終止其基於這些條款的義務且立即生效：
i.ESET 基於其合理意見的判斷，認為使用者違反或可能違反本協議的第 19 a) 條；或
ii. 使用者和/或軟體變得受到貿易管制法律所約束，而導致 ESET 基於其合理意見的判斷，認為繼續履行其
基於本協議的義務可能會造成 ESET 或其附屬機構違反貿易管制法律，或受到不利益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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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本協議中的任何內容並非意指，同時不應解釋或闡釋為誘使或要求任意方以任何適用之貿易管制法律所
不允許、予以處罰或禁止的任何方式作為或不作為 (或同意作為或不作為)。
20.通知。所有的通知與退回的「軟體」及「文件」必須遞送至：ESET, spol. s r. o., Einsteinova 24, 85101
Bratislava, Slovak Republic，不得損害 ESET 通知貴用戶關於本「合約」、「隱私權政策」、「EOL 政策」以及
「文件」中任何變更的權利。依本「合約」的第 22 條。ESET 可能會向貴用戶傳送電子郵件、透過本「軟
體」的應用程式內通知，或在我們的網站上張貼通訊。貴用戶同意以電子形式接收來自 ESET 的法律通訊，
包括有關本條款、特殊條款或隱私權政策變更的任何通訊、用於處理或通知的任何合約提出/接受或邀請
或其他法律通訊。此類電子通訊應視為書面接收，除非適用法律特別要求採用不同形式的通訊。
21.準據法。本「合約」由斯洛伐克共和國法律管理與解釋。「使用者」及「提供者」同意準據法與《聯合
國際商品買賣契約公約》相抵觸的條款將不適用。貴用戶明確同意任何因本「合約」所導致與「提供者」
相關的糾紛與索賠，或任何與使用本「軟體」相關的糾紛與索賠，均由 Bratislava I District Court 調解，貴
用戶亦明確同意該法院行使管轄權。
22.一般條款。若本「合約」有任何條款無效力或不能執行，均不影響「合約」其他條款的效力。根據本
「合約」規定之條件，其他條款仍保有效力並可執行。本「合約」已使用英文簽署並生效。若本「合約」
的任何翻譯準備供便利之用或任何其他目的，或者若本「合約」的各個語言版本之間出現差異，則優先適
用英文版本。
ESET 透過更新相關文件以 (i) 反映對本「軟體」或 ESET 執行業務方式的變更、(ii) 基於法律、法規或安全性
原因，或 (iii) 為防止濫用或造成傷害，保留隨時變更本「軟體」以及修改本「合約」、其附件、附錄、隱
私權政策、EOL 政策以及文件，或其中任何部分的權利。針對本「合約」的任何相關修訂，我們會透過電子
郵件、應用程式內通知或其他電子方式來通知貴用戶。若貴用戶不同意對本「合約」的變更，則可以按照
第 10 條，在收到更改通知後的 30 天內予以終止。除非貴用戶在此時間限制內終止本「合約」，否則自
收到變更通知的日期起，已提出的變更將視為接受並對貴用戶產生約束力。
本「合約」為貴用戶和「提供者」之間與本「軟體」相關的完整「合約」，取代之前與本「軟體」相關的
任何聲明、討論、保證、通訊或廣告。
EULAID: EULA-PRODUCT; 3537.0

Cookie 原則
自 2022 年 9 月 6 日生效
本 Cookie 原則是為由 ESET spol. s r.o. 或其任何子公司或合作夥伴提供的網站所建立的，每個子公司或合作
夥伴都是獨立的法律實體，在本 Cookie 原則中稱為「ESET」或「我們」。由於我們在網站上使用所謂的
「Cookie」和類似技術，我們希望對它們的使用保持透明，以便所有訪客都可以就自己的裝置做出明智的選
擇。本 Cookie 原則專門針對 Cookie 方面。
如需有關如何在 ESET HOME 網站上處理您個人資料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我們的隱私權政策。

什麼是 Cookie？
Cookie 是小型文字檔案，當您造訪網站時可能會放置在您的瀏覽器中，然後在您再次造訪該網站時進行讀
取。儲存在 Cookie 中的此類資訊可能與您、您的裝置或喜好設定有關，它們通常不會直接識別您的身份。
一些 Cookie 是必要的，這樣網站或特定服務才能正常運作並具有適當的安全性層級。有些可能用於其他目
的，例如用於網站個人化、網站流量分析或線上產品或服務的廣告。我們根據用途對我們使用的所有
Cookie 進行分類，詳細說明請見我們使用的 Cookie 類別區段。我們使用的 Cookie 類別區段中，我們列出
了本網站使用的個別 Cookie，並提供與它們相關更具體的資訊，包括它們的用途和到期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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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kie 類型
在以下區段中，我們區分「第一方 Cookie」或 ESET 設定的 Cookie 和 ESET 合作夥伴設定的「第三方
Cookie」。我們的合作夥伴是為我們的網站提供特定服務的第三方，通常是分析或行銷服務。此外，我們還
區分僅在您在我們網站上的瀏覽器工作階段期間儲存的「工作階段」Cookie 和儲存較長時段的「持
續」Cookie，如下所示，因此即使您決定再次造訪我們的網站也可以進行讀取。第三方 Cookie 的設定受第三
方控制。

我們使用的 Cookie 類別
基本 Cookie。這些第一方 Cookie 對於我們網站的運作和安全性以及您所需的服務而言是必要的。它們通常
是根據您的動作而進行設定，以啟用特定功能的使用，例如記住您的 Cookie 喜好設定、登入或在您的購物
車中保留項目。您無法選擇退出這些 Cookie。如果您選擇透過瀏覽器將其封鎖，它可能會影響網站功能。
基本分析 Cookie。這些第一方 Cookie 讓我們得以計算網站訪問者/使用者數量。我們與信任的合作夥伴共
用收集的非敏感資料，包含國家、瀏覽器及裝置類型、IP 位址匿名末三碼及各網站唯一使用者 Cookie ID，以
建立彙總使用量和效能統計資料。我們使用這些 Cookie 以對網站流量和行銷活動績效進行基本了解。因為
只有低層級分析可以透過這些 Cookie 執行，並且因為這些 Cookie 不得允許網站訪問者進行跨網站追蹤或
特徵分析，因此預設情況下，除非選擇退出，否則這些 Cookie 將作為您的瀏覽器。如果您選擇退出，我們
將只有非常有限的可能性監控我們網站或行銷活動效能。
進階分析 Cookie。這些第一方或第三方 Cookie 藉由使用第三方工具的資料來豐富我們的資料集，幫助我們
深入了解您如何與我們的網站以及每項提供的服務進行互動。我們使用這些 Cookie 來改善我們的網站、服
務和使用者體驗，尋找並解決錯誤或與其相關的其他問題，並評估我們行銷活動的效益。只有在您同意加
入我們的情況下，這些 Cookie 才會儲存在您的瀏覽器中。如果您選擇不同意分析 Cookie，我們將只有非常
有限的可能性來監控我們網站或行銷活動的效能。
行銷 Cookie。這些第三方 Cookie 允許我們的行銷活動合作夥伴追蹤您在我們網站上的一些活動，例如在您
下載或購買我們的產品時。然後將這些資料與您的其他資料相互結合，以建立與您的興趣相關的設定檔，
並在其他網站上向您顯示更相關的目標廣告。只有在您同意加入我們的情況下，這些行銷 Cookie 才會儲存
在您的瀏覽器中。如果您選擇不同意，向您顯示的線上廣告將不太符合您的需求或喜好設定。

本網站使用的 Cookie
基本 Cookie
Cookie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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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kie 到
期

網域

提供
者

Cookie 用途

Cookie 名稱
eset_cookie-bar

Cookie 到
期
1 年

網域

提供
者

.eset.com

Cookie 用途

ESET

本 Cookie 儲存有關網
站使用的 Cookie 類別
資訊，以及訪客是否
已同意或撤銷同意使
用每個類別。這讓網
站擁有者能夠防止在
未經同意的情況下在
使用者瀏覽器中設定
每個類別的
Cookie。Cookie 的正常
週期為一年，因此網
站的訪客會記得他們
的喜好設定。它不包
含可以識別網站訪客
的資訊。

.AspNetCore.Session

工作階段 login.eset.com

ESET

工作階段 Cookie

.AspNetCore.Antiforgery.*

工作階段 login.eset.com

ESET

安全性 Cookie

idsrv

工作階段 login.eset.com

ESET

工作階段 Cookie (身分
識別伺服器)

idsrv.session

工作階段 login.eset.com

ESET

工作階段 Cookie (身分
識別伺服器)

.AspNetCore.Culture

1 年

login.eset.com

ESET

當地語系化 Cookie

default_language

1 年

.login.eset.com, .home.eset.com,
parentalcontrol.eset.com, antitheft.eset.com,
passwordmanager.eset.com

ESET

當地語系化 Cookie

ARRAffinitySameSite

工作階段 .login.eset.com, .home.eset.com,
parentalcontrol.eset.com, antitheft.eset.com,
passwordmanager.eset.com

ESET

負載平衡

ARRAffinity

工作階段 .login.eset.com, .home.eset.com,
parentalcontrol.eset.com, antitheft.eset.com,
passwordmanager.eset.com

ESET

負載平衡

TS*, TSPD_*

工作階段 login.eset.com

ESET

負載平衡

persist

1 年

login.eset.com

ESET

工作階段 Cookie

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 工作階段 parentalcontrol.eset.com

ESET

安全性 Cookie

_sessionId

工作階段 parentalcontrol.eset.com, antitheft.eset.com

ESET

工作階段 Cookie

.AspNet.Cookies

工作階段 parentalcontrol.eset.com, antitheft.eset.com

ESET

工作階段 Cookie (自動
產生)

__AntiXsrfToken

工作階段 anti-theft.eset.com

ESET

安全性 Cookie

_ehtdt

30 天

ESET

針對 ESET HOME 中的
雙因素驗證功能，將
瀏覽器標記為可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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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n.eset.com

Cookie 名稱

Cookie 到
期

spregistration

網域

工作階段 passwordmanager.eset.com

Cookie 用途

提供
者
ESET

此 Cookie 儲存建立密
碼存放區時使用的電
子郵件地址，並自動
填寫 Password
Manager 擴展以完成
註冊。

基本分析 Cookie
Cookie 名稱 Cookie 到期

網域

Cookie 用途

提供者

_gat_***

1 分鐘

.eset.com Google LLC 由 Google Analytics 設定以控制要求速率。

_gid

1 天

.eset.com Google LLC 為網站訪客註冊一個唯一 ID，它會追蹤訪客使用網站的方
式。資料用於統計。

_ga

2 年

.eset.com Google LLC 為網站訪客註冊一個唯一 ID，它會追蹤訪客使用網站的方
式。資料用於統計。

_ga_***

2 年

.eset.com Google LLC 本 Cookie 為網站訪客儲存一個唯一 ID，它會追蹤訪客使
用網站的方式。資料用於統計。

進階分析 Cookie
Cookie 名稱

Cookie
到期

網域

提供者

Cookie 用途

_hjSessionUser_{site_id}

1 年

.eset.com

Hotjar
Ltd

此 Cookie 由 Hotjar 設定，由使用者首次登入頁面時進行設定，
保存該網站唯一的 Hotjar 使用者 ID 並確保後續造訪相同網站
的資料將歸屬於同一使用者 ID。

_hjid

1 年

.eset.com

Hotjar
Ltd

此 Cookie 由 Hotjar 設定，由使用者首次登入頁面時進行設定，
保存該網站唯一的 Hotjar 使用者 ID 並確保後續造訪相同網站
的資料將歸屬於同一使用者 ID。

_hjFirstSeen

工作階段 .eset.com

Hotjar
Ltd

此 Cookie 由 Hotjar 設定，能夠識別新使用者的第一個工作階
段。透過記錄過濾器識別新的使用者工作階段。

_hjUserAttributesHash

工作階段 .eset.com

Hotjar
Ltd

此 Cookie 由 Hotjar 設定。在工作階段期間，使用者屬性將透
過 Hotjar 識別 API 快取。讓我們瞭解屬性何時變更且需要更新。

_hjCachedUserAttributes

工作階段 .eset.com

Hotjar
Ltd

只要使用者不在範例中，此 Cookie 便由 Hotjar 設定並儲存透
過 Hotjar 識別 API 傳送的使用者屬性。若使用者與 Hotjar 意見
回饋工具互動，則收集的屬性將僅儲存到 Hotjar 伺服器。無論
意見回饋工具是否存在，皆會使用 Cookie。

_hjViewportId

工作階段 .eset.com

Hotjar
Ltd

此 Cookie 由 Hotjar 設定，並儲存使用者檢視區詳細資料，例
如檔案大小和維度。

_hjSession_{site_id}

30 分鐘 .eset.com

Hotjar
Ltd

此 Cookie 由 Hotjar 設定，並包含目前的工作階段資料。確保
工作階段視窗中的後續要求會歸屬於同一工作階段。

_hjSessionTooLarge

工作階段 .eset.com

Hotjar
Ltd

此 Cookie 由 Hotjar 設定，工作階段過大時 Hotjar 會停止收集
資料。
若工作階段大小超過限制，則由來自 WebSocket 伺服器的信
號自動判定。

_hjSessionRejected

工作階段 .eset.com

Hotjar
Ltd

此 Cookie 由 Hotjar 設定。如果存在，當 Hotjar 因伺服器超載
而拒絕連線工作階段到 WebSocket 時，則將使用者工作階段
的持續時間設定為「1」。此僅在極少數情況下套用，以防止
出現嚴重效能問題。

_hjSessionResumed

工作階段 .eset.com

Hotjar
Ltd

此 Cookie 由 Hotjar 設定。工作階段/記錄在連線中斷後重新
連線到 Hotjar 伺服器時設定。

_hjLocalStorageTest

100 毫秒 .eset.com
以下

Hotjar
Ltd

檢查Hotjar追蹤代碼是否可以使用本機儲存裝置。若可以的話，
將設定值 1。儲存在 _hjLocalStorageTest 的資料無到期時間，
但建立後幾乎會立即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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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kie
到期

Cookie 名稱

網域

提供者

Cookie 用途

_hjIncludedInPageviewSample 30 分鐘 .eset.com

Hotjar
Ltd

此 Cookie 由 Hotjar 設定。設定以判定使用者是否包含在由您
的網站頁面瀏覽限制定義的資料取樣中。

_hjIncludedInSessionSample

30 分鐘 .eset.com

Hotjar
Ltd

此 Cookie 由 Hotjar 設定。設定以判定使用者是否包含在由您
的網站每日工作階段限制定義的資料取樣中。

_hjAbsoluteSessionInProgress 30 分鐘 .eset.com

Hotjar
Ltd

此 Cookie 由 Hotjar 設定。用於偵測使用者的第一個頁面瀏覽
工作階段。

_hjTLDTest

工作階段 .eset.com

Hotjar
Ltd

此 Cookie 由 Hotjar 設定。我們嘗試儲存 _hjTLDTest Cookie 至
不同的 URL 子字串直到失敗。讓我們能嘗試判定所使用的最
一般 Cookie 路徑，而非頁面主機名稱。這表示在適用
時，Cookie 可以在子網域間共用。檢查結束後，Cookie 將移除。

_hjRecordingEnabled

工作階段 .eset.com

Hotjar
Ltd

此 Cookie 由 Hotjar 設定。記錄開始時設定。初始化記錄模組
時讀取，以查看使用者是否已在特定工作階段進行記錄。

_hjRecordingLastActivity

工作階段 .eset.com

Hotjar
Ltd

此 Cookie 由 Hotjar 設定。在工作階段儲存裝置中設定，而非
Cookie。在使用者記錄開始及透過 WebSocket 傳送資料 (使用
者執行 Hotjar 記錄的處理方法) 時更新。

_hjClosedSurveyInvites

1 年

.eset.com

Hotjar
Ltd

此 Cookie 由 Hotjar 設定。使用者與外部連結問卷邀請模式互
動時設定。
若已完成相同的邀請，則確保該邀請不會再次出現。

_hjDonePolls

1 年

.eset.com

Hotjar
Ltd

此 Cookie 由 Hotjar 設定。使用者完成現場調查時設定。若已
完成相同的調查，則確保該調查不會再次出現。

_hjMinimizedPolls

1 年

.eset.com

Hotjar
Ltd

此 Cookie 由 Hotjar 設定。使用者最小化現場調查時設定。確
保使用者瀏覽網站時，調查保持最小化。

_hjShownFeedbackMessage

1 年

.eset.com

Hotjar
Ltd

此 Cookie 由 Hotjar 設定。使用者最小化或完成傳入意見回饋
時設定。
若使用者瀏覽到已設定顯示的另一頁面，則確保傳入回饋意見
將載入為最小化。

_gaexp

90 天

.eset.com

Optimize 用於確定使用者是否包含在實驗中且已包含在實驗的到期時間
內。

_opt_awcid

24 小時 .eset.com

Optimize 用於對應 Google Ads 客戶 ID 的行銷活動。

_opt_awmid

24 小時 .eset.com

Optimize 用於對應 Google Ads 行銷活動 ID 的行銷活動。

_opt_awgid

24 小時 .eset.com

Optimize 用於對應 Google Ads 廣告群組 ID 的行銷活動

_opt_awkid

24 小時 .eset.com

Optimize 用於對應 Google Ads 標準 ID 的行銷活動

_opt_utmc

24 小時 .eset.com

Optimize 儲存上一個 utm_campaign 查詢參數。

_opt_expid

10 秒

.eset.com

Optimize 執行重新導向實驗時建立此 Cookie。此 Cookie 儲存實驗 ID、變
種 ID 及重新導向頁面的推薦者。

_clck

1 年

.eset.com

Microsoft 在瀏覽器中保留該網站唯一的 Clarity 使用者 ID 及喜好設定。
這可確保後續造訪相同網站的行為將歸因於相同的使用者 ID。

_clsk

1 天

.eset.com

Microsoft 將使用者的多個頁面檢視連線至單一 Clarity 工作階段記錄中。

CLID

1 年

www.clarity.ms Microsoft 識別 Clarity 第一次在任何使用 Clarity 的網站上看到此使用者。

ANONCHK

10 分鐘 .c.clarity.ms

MR

7 天

.bat.bing.com

Microsoft 表示是否重新整理 MUID。

MUID

1 年

.clarity.ms

Microsoft 識別造訪 Microsoft 網站的唯一 Web 瀏覽器。這些 Cookie 用於
廣告、網站分析及其他作業用途。

SM

工作階段 .c.clarity.ms

Microsoft 表示 MUID 是否傳輸至用於廣告的 ANID Cookie。Clarity 不使用
ANID，因此始終設定為 0。

Microsoft 在 Microsoft 網域中同步 MUID 時使用。

其他進階分析 Cookie:
Cookie 名稱 Cookie
到期
ai_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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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

網域

提供
者

Cookie 用途

home.eset.com ESET 基於裝置指紋的匿名使用者識別碼 – 協助我們統計及區分
單依使用者。

Cookie 名稱 Cookie
到期
ai_session

30 分
鐘

網域

Cookie 用途

提供
者

home.eset.com ESET 區分同一使用者的個別工作階段 - 協助我們瞭解使用者操作
內容，包含開始/結束點等。

ai_authUser 工作階 home.eset.com ESET 內部資料庫的使用者標識 - 用於除錯及客戶服務用途。
段

行銷 Cookie
Cookie 名稱

Cookie
到期

網域

提供者

Cookie 用途

_fbc

工作階 .eset.com
段

Facebook,
Inc.

Facebook 將本 Cookie 用
於廣告目途和轉換追蹤。

_fbp

3 個月 .eset.com

Facebook,
Inc.

Facebook 將本 Cookie 用
於廣告目途和轉換追蹤。

fr

3 個月 .facebook.com

Facebook,
Inc.

此 Cookie 用於 Facebook
廣告目標市場選擇。

bcookie

2 年

.linkedin.com

LinkedIn

LinkedIn 的 Cookie 用於共
用按鈕和廣告標籤。專門
識別存取 LinkedIn 的裝置，
以檢測平台濫用

bscookie

2 年

www.linkedin.com

LinkedIn

LinkedIn 的 Cookie 用於共
用按鈕和廣告標籤。用於
記住登入使用者已通過雙
因素驗證。

li_gc

2 年

.linkedin.com

LinkedIn

這是來自 LinkedIn 的
Cookie，用於儲存訪客同意
將 Cookie 用於非必要用途

lidc

24 小
時

.linkedin.com

LinkedIn

LinkedIn 的 Cookie 用於共
用按鈕和廣告標籤。

U

3 個月 .adsymptotic.com

LinkedIn

若 IP 位址不位於目標國
家，則識別該瀏覽器。

UserMatchHistory

1 個月 .linkedin.com

LinkedIn

此 Cookie 由 Linkedin 設
定。此 Cookie 用於追蹤多
個網站的訪客，以便根據
訪客偏好顯示相關廣告。

AnalyticsSyncHistory

1 個月 .linkedin.com

LinkedIn

用於為指定國家的使用者
儲存與 lms_analytics
Cookie 同步時間的相關資
料。

li_oatml

1 個月 .linkedin.com

LinkedIn

用於在指定國家外識別
LinkedIn 以外的 LinkedIn
會員，以便進行廣告及分
析，並在指定國家內以有
限時間投放廣告。

lms_ads

1 個月 .linkedin.com

LinkedIn

用於在指定國家內識別
LinkedIn 以外的 LinkedIn
會員以投放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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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kie 名稱

Cookie
到期

網域

提供者

Cookie 用途

lms_analytics

1 個月 .linkedin.com

LinkedIn

用於識別指定國家的
LinkedIn 會員以進行分析。

li_fat_id

1 個月 .eset.com

LinkedIn

會員的會員間接識別碼用
於轉換追蹤、重新導向及
分析。

li_sugr

3 個月 .linkedin.com

LinkedIn

用於對指定國家外的使用
者身分進行概率匹配

_guid

3 個月 .linkedin.com

LinkedIn

用於識別透過 Google Ads
投放廣告的 LinkedIn 會員

BizographicsOptOut

10 年

.linkedin.com

LinkedIn

判定第三方追蹤的退出狀
態

li_giant

7 天

.eset.com

LinkedIn

用於轉換追蹤的 LinkedIn
成員群組的間接識別碼

_clck

1 年

.eset.com

Microsoft

在瀏覽器中保留該網站唯
一的 Clarity 使用者 ID 及
喜好設定。這可確保後續
造訪相同網站的行為將歸
因於相同的使用者 ID。

_clsk

1 天

.eset.com

Microsoft

將使用者的多個頁面檢視
連線至單一 Clarity 工作階
段記錄中。

CLID

1 年

www.clarity.ms

Microsoft

識別 Clarity 第一次在任何
使用 Clarity 的網站上看到
此使用者。

ANONCHK

10 分
鐘

.c.clarity.ms

Microsoft

表示 MUID 是否傳輸至用
於廣告的 ANID
Cookie。Clarity 不使用
ANID，因此始終設定為 0。

MR

7 天

.bat.bing.com

Microsoft

表示是否重新整理 MUID。

MUID

1 年

.clarity.ms

Microsoft

識別造訪 Microsoft 網站
的唯一 Web 瀏覽器。這
些 Cookie 用於廣告、網站
分析及其他作業用途。

SM

工作階 .c.clarity.ms
段

Microsoft

在 Microsoft 網域中同步
MUID 時使用。

SRM_B

1 年

.c.bing.com

Microsoft

此 Cookie 由 Microsoft
Bing 安裝

_uetsid

1 天

.eset.com

Microsoft

Bing Ads 設定此 Cookie 以
與曾造訪該網站的使用者
聯繫。

_uetvid

1 年 3 .eset.com
週 4
天

Microsoft

Bing Ads 設定此 Cookie 以
與曾造訪該網站的使用者
聯繫。

_uetmsclkid

90 天

.eset.com

Microsoft

此為 Microsoft Click ID，用
於提高轉換追蹤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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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kie 名稱

Cookie
到期

網域

提供者

Cookie 用途

DSID

2 週

doubleclick.net

AdSense,
Campaign
Manager,
Google Ad
Manager,
Google
Analytics,
Display &
Video 360,
Search Ads
360

用於識別非 Google 網站
上已登入的使用者，並記
住該使用者是否同意廣告
個人化。

test_cookie

15 分
鐘

doubleclick.net

AdSense,
Campaign
Manager,
Google Ad
Manager,
Google
Analytics,
Display &
Video 360,
Search Ads
360

Google DoubleClick 使用此
Cookie 檢查是否可以設定
Cookie。

id

2 年

doubleclick.net

AdSense,
Campaign
Manager,
Display &
Video 360,
Google Ad
Manager,
Search Ads
360

由 Google 用於廣告，包
含提供及呈現廣告、個人
化廣告、限制向單一使用
者顯示廣告的時間、關閉
選擇停止查看的廣告，並
測量廣告效果。

__gads

13 個
月

.eset.com

AdSense,
Display &
Video 360,
Google Ad
Manager,
Google Ads

此 Cookie 與 Google 的
DoubleClick for Publishers
服務有關。其用途是在網
站上顯示廣告，網站擁有
者可能從中獲得收入。

GED_PLAYLIST_ACTIVITY 工作階 .eset.com
段

AdSense,
Google Ad
Manager,
YouTube

這些 Cookie 透過嵌入式
Youtube 影片設定。會註
冊匿名統計資料，例如影
片顯示次數及用於播放的
設定。除非登入您的
Google 帳戶，否則不會收
集任何敏感資料，在此情
況下，您的選擇與帳戶連
結，例如若在影片上按一下
「喜歡」。

ACLK_DATA

AdSense,
Google Ad
Manager,
YouTube

用於驗證使用者的瀏覽器
是否接受 Cook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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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鐘 youtube.com

Cookie 名稱

Cookie
到期

網域

提供者

Cookie 用途

pm_sess

30 分
鐘

doubleclick.net, google.com

Campaign
Manager,
Display &
Video 360,
Google Ads,
Search Ads
360

防止惡意網站在使用者不
知情的情況下及假冒使用
者採取行動。

pm_sess_NNN

30 分
鐘

doubleclick.net, google.com

Campaign
Manager,
Display &
Video 360,
Google Ads,
Search Ads
360

防止惡意網站在使用者不
知情的情況下及假冒使用
者採取行動。

aboutads_sessNNN

30 分
鐘

doubleclick.net, google.com

Campaign
Manager,
Display &
Video 360,
Google Ads,
Search Ads
360

允許使用者與服務或網站
互動，以存取對該服務至
關重要的功能。用於驗證
使用者、防止欺詐，並在
使用者與服務互動時保護
使用者。

FPAU

90 天

.eset.com

Campaign
Manager,
Display &
Video 360,
Google Ads,
Search Ads
360

透過嵌入元素收集使用者
及其網站活動的資訊，用
於分析和及報告。

ANID

1 年

google.com and local variations

Campaign
Manager,
Display &
Video 360,
Google Ads,
Search Ads
360

Google 使用廣告 Cookie，
這些廣告顯示於網站的許
多位置。

AID

1 年

google.com/ads,
google.com/ads/measurement,
googleadservices.com

Campaign
Manager,
Display &
Video 360,
Google Ads,
Search Ads
360

若您之前在另一台裝置上
登入 Google 帳戶，則此
Cookie 用於連結您的跨裝
置活動。這樣做是為了協
調您在不同裝置看到的廣
告並計算轉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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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kie 名稱

Cookie
到期

網域

提供者

Cookie 用途

IDE

1 年

.doubleclick.net

Campaign
Manager,
Display &
Video 360,
Google Ad
Manager,
Google
Analytics,
Search Ads
360

收集有關使用者及其在網
站活動的資訊以用於線上
行銷。該資訊用於針對不
同管道和裝置使用者進行
廣告。

TAID

14 天

google.com/ads,
google.com/ads/measurement,
googleadservices.com

Campaign
Manager,
Display &
Video 360,
Google Ads,
Search Ads
360

若您之前在另一台裝置上
登入 Google 帳戶，則此
Cookie 用於連結您的跨裝
置活動。這樣做是為了協
調您在不同裝置看到的廣
告並計算轉換事件。

FPGCLDC

90 天

.eset.com

Campaign
Manager,
Display &
Video 360,
Search Ads
360

用於協助廣告商了解點擊
廣告的使用者最終於網站
上採取實際行動的次數。

_gcl_***

90 天

.eset.com

Campaign
Manager,
Display &
Video 360,
Google Ads,
Search Ads
360

由 Google Ads 設定以在
點擊時取得資訊，並儲存
在第一方 Cookie 中，轉換
便能歸屬於登入頁面以外。

FLC

10 秒

doubleclick.net

Campaign
Manager,
Display &
Video 360,
Search Ads
360

若您之前在另一台裝置上
登入 Google 帳戶，則此
Cookie 用於連結您的跨裝
置活動。這樣做是為了協
調您在不同裝置看到的廣
告並計算轉換事件。

RUL

12 個
月

doubleclick.net

Display &
Video 360,
Google Ads

由 Google DoubleClick 使
用，以確定網站廣告是否
正確顯示。

CONSENT

2 年

youtube.com

Google Inc

第三方 Cookie。提供
Google 的某些功能，並可
能根據使用模式儲存特定
喜好設定，個人化 Google
搜詢中顯示的廣告。

_gac_***

90 天

.eset.com

Google Ads

_gac Cookie 儲存行銷活動
資訊，以提供 Google Ads
更可靠的方式測量客戶互
動。除非您選擇使用行銷
Cookie，否則 Google Ads
網站轉換標籤不會讀取此
Cook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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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kie 名稱
personalization_id

Cookie
到期
2 年

網域
.twitter.com

提供者
Twitter

Cookie 用途
由於 Twitter 對社交媒體
的整合和共用功能而設定
此 Cookie。

控制您裝置上的 Cookie
您可以透過 Cookie 同意橫幅做出選擇來管理我們網站上的 Cookie。如果您改變對 Cookie 喜好設定的看法，
您可以使用您的 ESET HOME 帳戶設定或透過網際網路瀏覽器來管理我們網站設定的 Cookie。您的瀏覽器將
允許您檢視儲存的 Cookie、將其刪除以及調整您的 Cookie 設定以封鎖某些特定的 Cookie 類別。
如果您改變對 Cookie 喜好設定的看法，可以使用您的 ESET HOME 帳戶設定、透過網際網路瀏覽器，或按
一下網站頁尾上的 [管理 Cookie] 連結來管理我們網站設定的 Cookie。

本 Cookie 原則的變更
我們將不定時變更此 Cookie 原則，以反映我們網站、提供的服務或我們的做法的變更。當我們實施此類變
更時，我們將會修改本 Cookie 原則上方的 [上次更新] 日期。儘管資訊已設定，此網站使用的 Cookie 中
規定的詳細資料可能隨時變更。因此，詳細資料從此 Cookie 原則的生效日期起明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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