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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保護所有裝置的安全和隱私

歡迎使用

感謝您選擇使用 芬-安全 F-SECURE TOTAL 跨平台全方位安全軟體 做為
您各式裝置的安全防護。

接下來，請您依照手冊中的說明操作，即可輕鬆完成安裝和啟動程序，並保護

您的所有裝置。

一.兌換產品授權
請至 芬-安全台灣客服中心【兌換專區】來兌換產品啟動碼。
網址: https://www.fservice.com.tw/support.html
依照網頁的說明與注意事項，並輸入兌換序號以取得20碼啟動碼。

※此序號須至芬-安全台灣客服中心【兌換專區】兌換20碼啟動碼，並綁定My 
F-Secure芬安全帳號。

兌換時所輸入的資訊為您今後申請查詢啟動碼的核對資料，為保障您的權益， 
請輸入有效的資訊並妥善保存。

產品續購說明：當您的授權到期後，為繼續享有完整功能及服務，請於台灣授權

通路購買，再輸入新授權即可完成。若您希望獲得最新續購優惠，敬請聯絡芬-

安全台灣總代理 湛揚科技。

跨平台全方位安全軟體

您專屬的產品註冊序號

芬-安全 跨平台全方位安全軟體 F-SECURE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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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啟動授權

(一) 註冊或登入My F-Secure 芬-安全帳號：my.f-secure.com   
依照網頁說明進行註冊，如已有My F-Secure 芬-安全帳號，請點【登入】(圖一)。
(首次註冊，享有30天試用授權)

F-SECURE TOTAL

(圖一)

(二)登入My F-Secure 芬-安全帳號後，點選頁面右上方【訂購】 (圖二)。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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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管理您的訂購選單內，選【輸入訂閱代碼】。 (圖三)
(四) 再點【訂閱代碼】，於框格內輸入您兌換好的20碼啟動碼，再點【下一步】→
【接受】，授權即正式啟動。(圖四)

(圖三) (圖四)

三.產品授權注意事項
(一) 授權計算方式：

20碼啟動碼須綁定My F-Secure 芬-安全帳號，帳號管理頁面會顯示授權數量
和到期日等資訊。

(二) 啟動碼無法合併或累加：
1.請在產品授權到期時再加入新的啟動碼，避免使用天數的損失。
2.裝置的數量無法累加，1個My F-Secure 芬-安全帳號僅能加入1組啟動碼。
(舉例說明：如您購買2份-1年1台軟體要同時使用，請分別註冊2個My F-Secure 
芬-安全帳號各自管理授權)。

(三) 活動贈品及序號注意事項：
1.活動贈送之產品序號如有註明兌換期限，請於到期前優先兌換並啟動使用，以
免損失您的權益。

2.啟動碼兌換者為該組序號授權的擁有者，請務必妥善保存授權資料。若序號
或授權資料遺失、補發，請聯絡客服中心。

(四) 程式安裝注意事項：
1.請在安裝前請確認裝置符合產品基本安裝系統需求。
2.若電腦內有其他品牌防毒軟體，請先從控制台移除後再執行程式的安裝。
3.需有網路連線狀態才可執行安裝芬-安全軟體。



四.SAFE全面防護軟體

1.程式下載：
請至芬-安全台灣客服中心  www.fservice.com.tw
點選網頁右上方【For Home 個人及家庭產品】→【下載專區】→【F-Secure  
TOTAL】→【Windows 中文版】來進行程式的下載和安裝。程式安裝頁面可變更語
言，再點【接受並繼續】（圖五)。

2.登入My F-Secure 芬-安全帳號，（圖六)點【Log in】→【繼續】來完成安裝，並開
始保護您裝置的安全。

(一) Windows 電腦安裝

(圖五) (圖六)

(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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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Mac安裝
1.程式下載：
請至芬-安全台灣客服中心  www.fservice.com.tw
點選網頁右上方【For Home 個人及家庭產品】→【下載專區】→【F-Secure  
TOTAL】→【MAC 中文版】來進行程式的下載和安裝（圖八)。

2.登入My F-Secure 芬-安全帳號：
依照指引進行安裝，並輸入【My F-Secure 芬-安全帳號】（圖九)。

3.程式安裝完成後：
請先執行檢查更新的操作，第一次更新時間會稍久，更新完成後不僅能掃描更多潛在

威脅，也能讓偵測更為準確。（圖十)。

(圖八) (圖九)

(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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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iOS

(三)行動裝置安裝
1.程式下載：
Android 至 PLAY 商店搜尋【SAFE Internet Security & Mobile Antivirus】下載並
安裝。

iOS 至 App Store 搜尋【F-SECURE SAFE】下載並安裝。

2.行動裝置啟用 (範例圖示為 Android 裝置)：
安裝完成後打開APP，點選【接受並繼續】→【登入】→輸入My F-Secure 芬-安全
帳號，安裝完成開始保護您的行動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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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ID PROTECTION 網路身份防護軟體

1.Android 安卓系統至 PLAY 商店；Apple iOS系統至 APP STORE；
搜尋 【F-Secure ID PROTECTION】，下載並安裝，或掃描以下QR CODE 進行
安裝。

2.安裝後請依照程式指示操作，登入
您的 【My F-Secure 我的芬-安全
帳號】， 並為F-Secure ID 
PROTECTION 建立主密碼。

1.請至芬-安全台灣客服中心 
www.fservice.com.tw 
2.點【For Home 個人及家庭產品】→
【下載專區】→【ID PROTECTION】 
→【Windows 中文版】進行程式下載。
3.下載完成後雙擊安裝檔，然後依照  
畫面安裝說明進行操作，並登入您的 
【My F-Secure 芬-安全帳號】。

(一) 行動裝置安裝

(二) Windows 電腦安裝

Android iOS

4.請為您的F-Secure ID PROTECTION建立主密碼。
請注意，您的主密碼非常重要，建議您設定嚴謹且難度高的密碼。

重要提示：強烈建議您在使用F-Secure ID PROTECTION後，請立即保存好
恢復碼，如果您忘記主密碼，這將是您重新取回主密碼的唯一方法。



六. Freedome VPN 連線隱私軟體

1.Android 安卓系統至 PLAY 商店；Apple iOS系統至 APP STORE；
搜尋 【F-Secure FREEDOME VPN】，下載並安裝，或掃描以下QR CODE 進行
安裝。

2.安裝後依照程式指示操作，點 
【登入】→ 【F-Secure】再輸入
【My F-Secure 我的芬-安全帳號】
就可以開始使用。

1.請至芬-安全台灣客服中心 
www.fservice.com.tw 
2.點【For Home 個人及家庭產品】→
【下載專區】→【F-Secure 
FREEDOME VPN→【Windows    
中文版】進行程式下載。 
3.下載完成後執行安裝，於視窗左上
方可變更語言，再點【免費試用】→
【接受】進行安裝。

4.綁定授權:  安裝完成後點【訂閱】→【啟動訂閱】→【登入】→ 【F-Secure】再輸
入【My F-Secure 我的芬-安全帳號】就可以開始使用。

(一) 行動裝置安裝

(二) Windows 電腦安裝

Android 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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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裝置授權管理

1.My F-Secure 芬-安全帳號可用來管理您的授權、分派給親朋好友或釋放授權。
2.登入My F-Secure 芬-安全帳號後，會顯示所有已安裝的裝置。
3.如您有裝置已不再使用、或是要把授權轉到新裝置，您可點選要移除的裝置，並點
【釋放授權】即可把該台授權解除，並把釋放出來的授權重新使用。



電話：02-2515-1585   
傳真：02-2735-3572 服務信箱：support@t-tech.com.tw

客服專線：02-2515-1599
www.t-tech.com.tw

Ver202111

芬-安全 F-Secure 來自芬蘭，成立於1988年，總部設於芬蘭赫爾辛基市
(Helsinki)，1999年於那斯達克NASDAQ OMX 赫爾辛基證券交易所上市。
芬-安全 F-Secure 的先進技術將機器學習的力量，與世界知名安全實驗室的人
力資源集合在一起，稱之為Live Security。芬-安全 F-Secure 的安全專家已參
加了比市場上任何其他公司進行的更多的歐洲網路犯罪現場調查，其產品遍布

全球超過200家營運商及數千家經銷商，為數百萬家庭與上萬企業用戶提供資
訊安全服務。

沒有人比芬-安全 F-SECURE 更了解網路安全。三十多年來，芬-安全 F-SECURE      
推動了網路安全的創新。在網路安全領域中一如既往提供最佳防護，F-SECURE 
SAFE 在AV-TEST 個人及家庭安全保護類別取得勝利。這也是芬-安全成為市面上   
唯一榮獲7年AV-TEST 最佳防護獎的資安品牌，奠定芬-安全在業界內的領先地位。

關於芬-安全 F-Secure

來自芬蘭三十多年的安全經驗
市面上唯一榮獲7年AV-TEST最佳防護獎的資安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