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個人備份還原與網路防護軟體

指定您想備份的內容
備份的時機

備份特定的
檔案與資料夾

為特定的系統
自訂開機救援媒體

AES-256 加密
確保資料隱私

無數量限制的
行動裝置備份

製作磁碟或磁區的
映像備份檔

將系統還原到
相同或新的裝置

提供安全還原點
讓您測試新程式或設定

複製磁碟讓系統
資料遷移更輕鬆

建立簡易使用
合而為一的開機救援媒體

全面的網路保護
我們可靠的備份技術結合獨特的網路防護技術
能有效的保護您的所有資料、應用程式及系統

備份和復原 防禦非法加密貨幣挖礦 獨家勒索軟體防禦技術

鏡像備份、磁碟複製、一體化復

原磁碟機。另可依需求選擇完整

備份、增量備份、差異備份及設

定排程等各項備份功能。

網路不法分子現在會劫持系統資源

採掘加密貨幣，利用個人電腦賺

錢。Acronis Active Protection現在
能偵測並阻止惡意挖礦程式，保護

您的系統效能。

獨家Active Protection即時監控您
的系統，無論您是放在PC、Mac、
NAS還是網路共用上，都能主動檢
測和阻止加密勒索軟體攻擊以保護

您的文件、系統和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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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onis安克諾斯雲端功能 進階版 / 高級進階版

可以在任何有網路的地方使用 Acronis 雲端儲存空間：

透過線上儀表板，不論身在何處皆可管理與查看您所有裝置( PC、
Mac、行動裝置)的備份計畫和狀態，並且可以管理授權相關資訊。

雲端管理

Acronis透過本地備份同時複寫在雲端，始終在雲端異地保有可供
復原的安全副本。

自動化雙重保護 新功能

將Office 365帳戶直接雲到雲備份，包含Outlook.com信箱中的郵
件和附件以及OneDrive中的所有檔案和資料夾。

Office 365 備份 新功能

您可以避開收費的連線以及對資料有風險的公共網路，選擇特定

的Wi-Fi網路執行備份，以確保上傳檔案的安全性。

指定安全的 Wi-Fi 備份 新功能

在 Acronis 線上儀表板中可建立檔案、資料夾和完整磁碟備份，
並可透過任何裝置存取備份、設定備份計畫、排程等。

建立異地備份

針對現代威脅的現代保護

Acronis Active ProtectionTM 是採用高科技人工智慧技術，可即時監控您的系

統 -無論您是放在 PC、Mac、NAS 還是網路共用上，都能主動檢測和阻止
加密勒索軟體攻擊以保護您的文件、系統和備份。 並與防毒軟體和 
Windows Defender 完全相容。

經AV-TEST認證可主動防禦
勒索軟體攻擊的備份軟體

不限數量的授權，可讓您隨時隨地備份行動裝置的檔案，包含照

片、影片、行事曆、聯絡人等，也可透過行動裝置存取您存放在

Acronis 雲端的檔案。

行動裝置備份



在您備份完成後顯示備份活動和統計資訊 (圖片、影片、系統等佔
用比例)，讓您一目了然您備份的所有資訊。

圖形化的資訊

有效地管理筆記型電腦備份，避免電池電量耗盡。設定用於備份

的最低電量，或禁止備份使用電池電力。

電源計畫 新功能

不再擔心 USB 插槽不夠，我們把您的外接硬碟存放空間與開機救
援媒體合而為一，只需要一個 USB 插槽，並包含您的開機救援、
備份、復原所需的一切。

Acronis Survival Kit

您的備份資訊會推送到桌面即時通知中心，讓您不需開啟主程式

即可讓您監控備份的狀態，以快速檢視任何問題。

監控備份 新功能

系統清理精靈可讓您安全刪除電腦中所有的動作蹤跡，包括使用

者名稱、密碼及其他個人資訊、暫存檔、資源回收桶等。

系統清理

高效的一體化保護 永不遺失檔案

轉換備份檔
將磁碟層級備份檔(.tibx )轉換為虛擬 VHD 格式，以測試備份是否
有效且可復原為可開機作業系統，或是其他應用。

磁碟複製
可精確複製使用中的 Windows 或 Mac 系統，而無需停止並重新
啟動。將資料（作業系統，檔案，應用程式和設定）遷移到更大

或更快速的硬碟的最簡單方法。

WinPE 開機媒體
建立相容性高的 WinPE 開機媒體，以防電腦無法啟動時可以從備
份中還原系統。WinPE 製作工具可讓您加入開機需要的驅動程
式，以達到更好的硬體相容性。

檔案搜尋
可於本地的備份檔，透過強大的搜尋功能在備份檔和封存檔中尋

找選定的文件。進階版/高級進階版存放在 Acronis 雲端也能透過
各種裝置來搜尋所需檔案。

封存檔案
可將大型或極少使用的檔案移至外接磁碟或NAS。進階版/高級進
階版可封存於Acronis 雲端，讓您釋放本機磁碟空間。

復原虛擬機

已為 Mac 的 Parallels Desktop 14 或更新版本的虛擬機提供完整
支援。備份Mac 電腦資料時也會一併備份虛擬機。當您復原 Mac 
電腦時虛擬機也會還原至備份啟動時的狀態。

加密檔案

我們使用加密通訊協定 (SSL、TLS) 透過網際網路，將備份檔或
傳輸中的資料進行加密，以提高安全性和隱私性。

Try & Decide
可讓您安全嘗試新的應用程式和更新等，或執行各種有潛在危險的

作業，而無須擔心可能會損害作業系統、程式或資料。測試結束

時，您可以決定是否套用變更或是放棄變更回溯到之前的狀態。

檔案同步
如您有2台以上授權，可從不同電腦存取相同的資料，不用再透過
電子郵件寄送檔案給自己，也不用隨時攜帶 USB 。進階版/高級
進階版可藉由Acronis雲端同步，隨時隨地輕鬆取得您的資料。 

系統遷移
使用異機還原 Acronis Universal Restore 媒體，可將您原本電腦
的資料 (作業系統、檔案、應用程式) 完整遷移到硬體相異的新電
腦上。



安克諾斯Acronis透過其創新的備份、人工智慧型主動防禦勒索軟體、區塊鏈驗證技術等，為網路防護樹立標竿。安克諾斯Acronis於
2003年在新加坡創立，如今已廣獲全球超過500萬名消費者及50萬家企業信賴，百大最有價值品牌中便有79個品牌是我們的客戶。
台灣總代理-湛揚科技，秉持專業服務的品質及熱忱，提供貼心的產品諮詢及支援服務，提升客戶使用滿意度，發揚深耕經營理念。

關於安克諾斯Acronis

領先技術備受肯定

經AV-TEST認證可主動防禦
勒索軟體攻擊的備份軟體

‘

2018

技服專線：02-7718-5588  技服信箱：support@t-tech.com.tw
週一至週五 (不含國定假日) 09:00~12:30 ; 13:30~18:00

台北(02)2735-3512
高雄(07)972-7388www.t-tech.com.tw

總代理

依照您的需求選擇適合您的安克諾斯個人版

Acronis True Image 2020 價格表

1年訂閱授權

1TB

僅限本地目標

僅限本地目標

1次性購買 1年訂閱授權
高級進階版標準版 進階版

1年訂閱授權1次性購買 1年訂閱授權
高級進階版標準版 進階版

250GB

本地或雲端本地或雲端僅限本地目標

Acronis 雲端儲存空間

版本升級

新世代安全資料管理

Acronis Active ProtectionTM

透過AI人工智慧主動防禦勒索軟體
防禦服務終止攻擊 增強功能!

Acronis NotaryTM區塊鏈認證
確保檔案真實性且不經竄改

Acronis AsignTM電子簽名
搭配經驗證的稽核鏈

易於控管

詳細的備份活動資訊

安全儀表板

指定Wi-Fi連線備份 新功能!

清理備份版本

可靠的備份和恢復

完整系統備份與還原

磁碟複製工具

指定檔案或資料夾的備份與還原

檔案封存

Acronis Survival Kit

可開機媒體/Universal Restore(異機還原)

Office 365備份 新功能!

即時通知中心 新功能!

增強的虛擬機備份

變更區塊追蹤

雲端功能

本地備分複寫至雲端 新功能!

點對點加密

安全的資料中心

行動裝置功能

行動裝置連絡人、行事曆、照片等備份

裝置數量無限制

本地無線備份到 PC、Mac、NAS

選擇Wi-Fi進行備份  (ATI雲端)

電腦檢視行動裝置備份

彈性的備份計畫

連接USB自動備份計畫

自訂電源備份配置 新功能!

Try & Decide

連續保護

虛擬機器的轉換

Power Nap備份（Mac）新功能!

APFS檔案還原（Mac）

隨處存取

遠端備份管理

標準版1次性購買
1台裝置
1,490元

3台裝置
2,190元

5台裝置
2,690元 

進階版1年訂閱授權

(包含250G雲端可用空間)

高級進階版1年訂閱授權

(包含1TB雲端可用空間)

進階版雲端授權首批限量最低一年990元

1台裝置
1,490元
990元

3台裝置
2,190元

1,490元

5台裝置
2,690元

1,990元

1台裝置
2,490元

1,990元

3台裝置
3,190元

2,490元

5台裝置
3,690元

2,99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