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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註冊帳號 － Sophos Central 

開始使用 Sophos Central 的端點安全防護方案之前，需要先

申請 Sophos Central 帳號。請開啟您慣用的網頁瀏覽器，並輸入

以下網址進入申請頁面註冊新的帳號。 

https://secure2.sophos.com/zh-tw/products/sophos-central/free-

trial.aspx 

 

步驟 1：因為法規要求，須要您填寫相關資訊，麻煩請耐心填寫。

填寫完成後，請點擊下方 Next 按鈕送出申請資訊。切記， 郵件

位址必須要為有效位址，並且不可為 gmail.com、yahoo. 

com 或 outlook.com 等免費信箱。送出後，系統會再要求填寫申

請人的資訊。 

https://secure2.sophos.com/zh-tw/products/sophos-central/free-trial.aspx
https://secure2.sophos.com/zh-tw/products/sophos-central/free-trial.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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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依序填寫完 Job Title( 職稱 )、Phone Number( 電話 ) 與 

Company( 公司 ) 後，先不要點擊 Submit 按鈕。稍待一會兒， 

會再出現需要填寫的資訊，填入  Industry( 行業 )、Company 

Size( 公司規模 )、Zip code/Postcode( 郵遞區號 ) 等。都填寫完成

後，點擊 Submit 按鈕，送出申請資訊。 

 

 

https://myaccount.google.com/?utm_source=OGB&tab=mk&authuser=1&utm_medium=act
https://myaccount.google.com/?utm_source=OGB&tab=mk&authuser=1&utm_medium=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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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處理完成後，可以看到頁面說明的 3 個步驟。 

 

步驟 4：檢查您填寫的信箱，是否有收到 Sophos 送出的信件。

開啟信件，並依照相關指示進行建立密碼。可以選擇一個連線

較快的國家進行連線選擇，但請注意，一旦選擇後就不能進行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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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當您連線到 Sophos Central 的密碼設定頁面，可以在右

上角下拉式選單變更語系，選擇繁體中文。請在密碼欄位輸入

您的密碼，右方的項目會告訴您設定的密碼是否有符合複雜性

要求。填寫完密碼後，選定資料儲存位置，這部分可以依照需

求選擇美國、德國、愛爾蘭 ( 註 1)，勾選下方同意隱私授權以及使

用條款。 

 

完成後，點擊下方 啟動帳戶 按鈕啟用帳號。 

註：選擇後無法更改資料儲存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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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6 : 設定您的登入資訊，請點選”下一步” 

 

查看您的信箱，會有一封 Security Code 的相關信件 

 

信件內容會提供給您一個安全碼 

 

 

步驟 7 ：接下來，回到我們的設定畫面，將收到信件中的安全碼輸

入，再來為您的帳號設定一個自訂的 PIN 碼，請注意此 PIN 碼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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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使用 Email 信箱做雙因素驗證使用，請牢記此 PIN 碼。完成後請

點選”下一步” 

 

步驟 8：設定您的雙因素驗證，在此步驟中，您可以選擇 SMS(簡

訊) 或是使用 Google Authernticator 兩種方式進行雙因素驗證，如果

您沒有智慧型手機或不想利用手機應用程式進行驗證，您可以直接

選取 SMS 的方式進行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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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S 設定畫面，請選擇您的國家並輸入相關”手機”號碼，請勿

輸入市話號碼，會收不到相關訊息。輸入完請點選”下一步”。 

請注意，輸入手機號碼時，請把 0 給去除，例如: 0912345678，請輸

入 912345678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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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希望使用 Google Authenticator 進行驗證，您可以選取 Google 

Authenticator，接下來您會看到底下畫面。 

Google Authenticator 請您至 Apple Store 或是 Android Play 進行

下載，下載完成後，請在手機上開啟您的 Google Authenticator 應

用程式，並掃描底下 QR Code 則會出現 6 位數的驗證號碼，此號碼

為隨機 6 位數，以後當您使用 Sophos Central 時，就會利用當下產生

的號碼做為您登入的第二階段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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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員管理 

開始佈署端點防護程式前，您可以選擇多種不同的方式將

使用者加入人員列表中。加入使用者的方式有三種：手動新增、

佈署時自動註冊以及透過 Active Directory 同步匯入。您可以依

照企業環境，選擇不同的方式來新增使用者。 

 

在 Central 上，使用者可以被分為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角色

具備有不同的權限，您可以給予不同使用者相對應的權限，減

輕管理上的負擔。各角色相關說明如下： 

 

角色 權限 

 

超級管理員 

所有內容存取、修改權限 

管理角色和指派角色 

管理員 所有內容存取、修改權限 

 

 

Help Desk 

所有內容存取權限 ( 唯讀 ) 

檢視記錄或報表 

接收和清除警示 

更新端點防護軟體 

掃瞄端點 

 

唯讀 

所有內容存取權限 ( 唯讀 ) 

檢視記錄或報表 

接收警示 

使用者 沒有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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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手動新增人員 

開啟瀏覽器連線至 Sophos Central 登入頁面，並用已申請好

的帳號和密碼登入到管理介面。您可以依照下列步驟說明新增

不同角色的人員，給予不同的管理權限。 

 

步驟 1：點選左方功能選單的 人員 進到人員管理頁面。確認主

畫面的頁籤是選取在 使用者，點選該頁籤中右上角的 新增使用

者 按鈕。 

新增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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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在彈出的視窗中上方，分別在各欄位輸入對應的內容。

欄位名稱右方有星號註記，表示為必要欄位。輸入完成後，若

不繼續新增其他人員，點選右下方 儲存 按鈕完成人員新增。若

還需要新增其他人員，點選右下方 儲存並新增另一項 按鈕。 

 

名字與姓氏：人員姓名 

電子郵件地址：人員電子郵件地址，做為登入帳號使用，不可

重複 

角色：給予人員不同的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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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並新增另一項 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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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儲存完成後，您應該可以在主畫面看到剛剛新增的人員。

看到該人員出現在使用者列表中，表示您已成功新增該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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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端點防護 

完成前章節 Sophos Central 的註冊程序，您便可以著手開始

安裝端點防護程式。依照您購買的授權，可以選擇獨立安裝個

別防護程式，或是同時安裝 Enduser Protection 和 Intercept X 兩

種端點防護。安裝步驟可以參考以下各章節的詳細說明。 

 

3.1. 安裝端點防護程式 Enduser Protection 

在開始下載和安裝端點防護程式之前，您必須先擁有Sophos 

Central 帳號。若您尚未註冊 Sophos Central 帳號，請參考 註冊帳

號 章節。 

取得 Sophos Central 帳號後，我們即可開始下載和安裝端點

防護程式。請您依照下列步驟，完成端點防護程式的佈署。 

 

步驟 1：在瀏覽器網址列輸入central.sophos.com 進入登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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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輸入已註冊的 電子郵件地址 和 密碼，輸入完畢後點選

登入。 

 

 

若您有設定兩階段登入，請輸入您收到的SMS驗證碼或google 

authenticator 驗證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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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若您是在註冊帳號後首次登入，系統會自動跳出 產品設

定 畫面；若不是，請跳至步驟 4。點選 端點防護 選項進入檔案

下載頁面，跳至步驟 5 繼續執行。 

端點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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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點選左方功能選單的 保護裝置 進入檔案下載頁面。 

步驟 5：於主畫面中的 端點防護 區塊，點選 選擇元件 選項。 

 

選擇元件 

       保護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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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6：在元件安裝選項中勾選端點進階和 Intercept X 元件，取

消勾選 裝置加密 元件，點擊 下載安裝程式 按鈕下載安裝檔案。 

 

步驟 7：請到儲存已下載檔案的資料夾執行檔案 SophosInstall。 

端點進階 

SophosIn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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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8：安裝程式啟動後，請點選 下一步 (N) 按鈕開始相容性檢

查。 

步驟 9：等待相容性檢查結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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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0：完成相容性檢查後，點選 安裝 按鈕開始安裝。 

步驟 11：安裝過程需連線到 Sophos Central 網站下載資料，請耐

心等待安裝完成。安裝過程中，請不要移除裝置網路連線或中

斷裝置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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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2：點選 Finish 按鈕完成安裝程序。 

 

步驟 13：於 Windows 桌面右下角常駐程式中，找到藍底白字的

圖式，並在圖式上點擊滑鼠左鍵兩下，開啟端點防護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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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4：初次安裝完成後，需要重新啟動電腦，您會看到程式

上的圖式呈現黃色驚嘆號的符號。此時，請重新啟動您的電腦。 

 

步驟 15：電腦重新啟動完成後，依照步驟 13 再次開啟端點防護

程式，您就會看到綠色的圖示訊息，顯示 您的電腦正受到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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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上述步驟完成安裝程序後。恭喜您，您的裝置已受到 

Sophos 最嚴密的安全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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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安裝端點防護程式 Intercept X 

在開始下載和安裝端點防護程式之前，您必須先擁有Sophos 

Central 帳號。若您尚未註冊 Sophos Central 帳號，請參考註冊帳

號章節。 

取得 Sophos Central 帳號後，我們即可開始下載和安裝端點

防護程式。請您依照下列步驟，完成端點防護程式的佈署。 

步驟 1：在瀏覽器網址列輸入central.sophos.com 進入登入畫面。 

 

步驟 2：輸入已註冊的 電子郵件地址 和 密碼，輸入完畢後點選

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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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若您是在註冊帳號後首次登入，系統會自動跳出 產品設

定 畫面；若不是，請跳至步驟 4。點選 端點防護 選項進入檔案

下載頁面，跳至步驟 5 繼續執行。 

 

步驟 4：點選左方功能選單的 保護裝置 進入檔案下載頁面。 

端點防護 

       保護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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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於主畫面中的 端點防護 區塊，點選 選擇元件 選項。 

 

步驟 6：在元件安裝選項中勾選 端點進階 和 Intercept X 元件，取

消勾選 裝置加密 元件，點擊 下載安裝程式 按鈕下載安裝檔案。 

選擇元件 

Intercept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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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7：請到儲存已下載檔案的資料夾執行檔案 SophosInstall。 

 

步驟 8：安裝程式啟動後，請點選 下一步 (N) 按鈕開始相容性檢

查。 

SophosIn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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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9：等待相容性檢查結結束。 

 

步驟 10：完成相容性檢查後，點選 安裝 按鈕開始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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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1：安裝過程需連線到 Sophos Central 網站下載資料，請耐

心等待安裝完成。安裝過程中，請不要移除裝置網路連線或中

斷裝置電源。 

步驟 12：點選 Finish 按鈕完成安裝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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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3：於 Windows 桌面右下角常駐程式中，找到藍底白字的

圖式，並在圖式上點擊滑鼠左鍵兩下，開啟端點防護程式。 

 

步驟 14：安裝完成後，您就會看到綠色的圖示訊息，顯示 您的

電腦正受到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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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上述步驟完成安裝程序後。恭喜您，您的裝置已受到 

Sophos 最嚴密的安全防護。 



31 3.端點防護 

 

 

 

3.3. 安裝端點完整防護程式 

在開始下載和安裝端點防護程式之前，您必須先擁有Sophos 

Central 帳號。若您尚未註冊 Sophos Central 帳號，請參考註冊帳

號章節。 

 

取得 Sophos Central 帳號後，我們即可開始下載和安裝端點

防護程式。請您依照下列步驟，完成端點防護程式的佈署。 

 

步驟 1：在瀏覽器網址列輸入central.sophos.com 進入登入畫面。 

 



Sophos Central 中文快速導覽手冊 32 

 

 
 

步驟 2：輸入已註冊的電子郵件地址和密碼，輸入完畢後點選登入。 

 

端點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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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若您是在註冊帳號後首次登入，系統會自動跳出 產品設

定 畫面；若不是，請跳至步驟 4。點選 端點防護 選項進入檔案

下載頁面，跳至步驟 5 繼續執行。 

步驟 4：點選左方功能選單的 保護裝置 進入檔案下載頁面。 

 

       保護裝置 

       保護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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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於主畫面中的 端點防護 區塊，點選 選擇元件 選項。 

選擇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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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6：在元件安裝選項中勾選 端點進階 和 Intercept X 元件， 

取消勾選 裝置加密 元件，點擊 下載安裝程式 按鈕下載安裝檔案。 

 

步驟 7：請到儲存已下載檔案的資料夾執行檔案 SophosInstall。 

端點防護 

 

SophosIn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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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8：安裝程式啟動後，請點選 下一步 (N) 按鈕開始相容性檢

查。 

步驟 9：等待相容性檢查結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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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0：完成相容性檢查後，點選 安裝 按鈕開始安裝。 

步驟 11：安裝過程需連線到 Sophos Central 網站下載資料，請耐

心等待安裝完成。安裝過程中，請不要移除裝置網路連線或中

斷裝置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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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2：點選 Finish 按鈕完成安裝程序。 

 

步驟 13：於 Windows 桌面右下角常駐程式中，找到藍底白字的

圖式，並在圖式上點擊滑鼠左鍵兩下，開啟端點防護程式。 

 

步驟 14：初次安裝完成後，需要重新啟動電腦，您會看到程式

上的圖式呈現黃色驚嘆號的符號。此時，請重新啟動您的電腦。 



39 3.端點防護 

 

 

 

 

 

步驟 15：電腦重新啟動完成後，依照步驟 13 再次開啟端點防護

程式，您就會看到綠色的圖示訊息，顯示 您的電腦正受到保護。 

 

依照上述步驟完成安裝程序後。恭喜您，您的裝置已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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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hos 最嚴密的安全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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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移除端點防護程式 

在開始移除端點防護程式之前，您必須先關閉端點防護程

式的竄改防護政策，才能夠開始移除端點防護程式。請您依照

下列步驟，完成端點防護程式的移除。 

 

步驟 1：在瀏覽器網址列輸入central.sophos.com 進入登入畫面。 

 

步驟 2：輸入您註冊的 電子郵件地址 和 密碼，輸入完畢後點選

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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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點選 設備 選項進入已註冊的設備列表。 

 

步驟 4：確認主畫面的頁籤是選取在 電腦，利用頁面中的搜尋列

或手動找到您要移除的設備名稱，點選擊該設備名稱進入設備

管理頁面。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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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竄改防護服務分為兩種方式：永久停用和暫時停用。

若您想要永久停用，請參考步驟 5 的說明；若您只想要暫時停 

用，請參考步驟 6 的說明。不管是使用哪一種方式停用竄改防護

服務，都會在端點下一次更新政策資訊後生效。 

倘若您選擇暫時關閉竄改防護服務，您必需要在 4 小時內 

完成端點防護程式的移除。若無法在 4 小時內完成移除程序， 

您就需要再重新輸入一次竄改防護密碼。 

 

步驟 5：在主畫面最下方的位置，找到 竄改防護 區塊右方的 停

用竄改防護 連結。點擊該連結後，即可將該裝置的竄改防護政

策關閉。 

關閉．啟用竄改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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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6：在主畫面最下方的位置，找到 竄改防護 區塊右方的 隱

藏詳細資訊 連結，並點擊該連結開啟竄改防護服務密碼區塊。

勾選 險是密碼 檢核方塊顯示目前竄改防護密碼。 

 

步驟 7：回到想要移除端點防護的電腦桌面，於桌面右下角常駐

程式中，找到藍底白字的圖式，並在圖式上點擊滑鼠左鍵兩下， 

開啟端點防護程式。 

 

若您前步驟是採用永久停用竄改防護服務，請參考步驟 8 

顯示密碼 

隱藏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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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步驟 11。若您是採用暫時停用竄改防護服務，請參考步驟 12 

到步驟 15。 

 

步驟 8：在程式主控台中，點選右下角的關於連結進入資訊頁面。 

 

步驟 9：在程式主控台資訊頁面左上方，點擊 立即更新 按鈕。 

關於 

  立即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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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0：確認主控台資訊頁面左上方的 上次更新 欄位已為最新

時間。 

 

步驟 11：點擊上方的 設定 按鈕，若可以看到 竄改防護 為停用， 

竄改防護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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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表示成功關閉 竄改防護 功能。請參考步驟 16 移除程式。 

步驟 12：在程式主控台中，點擊右上方的 管理員登入 按鈕，。 

 

步驟 13：在畫面中，輸入步驟 6 取得的密碼，並點擊 登入 按鈕。 

管理員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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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4：若可以看到下圖各別服務的畫面，即表示密碼輸入正確。 

 

步驟 15：勾選上方的 覆寫 Sophos⋯⋯ 選項，並將下方 竄改防

護 停用。 

竄改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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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6： 開啟控制台中的新增移除，點選 Sophos Endpoint 

Agent 程式，點擊上方的 移除 按鈕移除 Sophos 端點防護程式。 

 

步驟 17： 在彈出視窗中， 點擊 解除安裝 按鈕， 開始移除 

Sophos 端點防護程式。 
 

 

解除安裝程式完成後，您就以完成 Sophos 端點防護程式移除

程序。請注意，此時您的電腦將不會受到任何防護程式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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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端點防護政策管理 

成功安裝 Sophos 端點防護軟體後， 您可以透過 Sophos 

Central 中央管控平台，新增、修改、刪除各項防護政策。本章

節將簡單介紹端點防護政策的管理。 

3.5.1 新增端點防護政策 

在開始設定端點防護政策前，您必須先擁有 Sophos Central 

帳號。若您尚未註冊 Sophos Central 帳號，請參考註冊帳號章節

。 

取得 Sophos Central 帳號後，欲管理的端點裝置必須先安裝

端點防護軟體。請參考端點防護章節安裝防護軟體。 

 

步驟 1：在瀏覽器網址列輸入central.sophos.com 進入登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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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輸入已註冊的 電子郵件地址 和 密碼，輸入完畢後點選

登入。 

 

 

步驟 3：點擊左側功能選單的 端點防護 連結。 

端點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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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點擊左側功能選單的 政策 連結。 

 

步驟 5：點右上方的 新增原則 按鈕，開始新增政策。 

政策 

新增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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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6：選擇要新增的政策功能，並選擇要套用的方式。套用方

式可分為人員或設備。選擇好後，點擊右下角 繼續 按鈕。若您

選擇 使用者，請參考步驟 7，若您選擇 裝置，請跳至步驟 9。 

 

步驟 7：在主功能頁面左上方 原則名稱 欄位輸入政策名稱。 



Sophos Central 中文快速導覽手冊 54 

 

 

 

步驟 8：勾選希望套用此政策的使用者，並點擊中央的 大於箭

頭 按鈕，將使用者加入 已指派使用者 區塊中。選取完成後，點

擊右上方 儲存 按鈕，完成新增政策。 

 

步驟 9：在主功能頁面左上方 原則名稱 欄位輸入政策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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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0：勾選希望套用此政策的電腦，並點擊中央的 大於箭頭

按鈕，將電腦加入 已指派電腦 區塊中。選取完成後，點擊右上

方 儲存 按鈕，完成新增政策。 

 

 

3.5.2 停用端點防護政策 

在開始設定端點防護政策前，您必須先擁有 Sophos Central 

帳號。若您尚未註冊 Sophos Central 帳號，請參考註冊帳號章節

。 

取得 Sophos Central 帳號後，欲管理的端點裝置必須先安裝

端點防護軟體。請參考端點防護章節安裝防護軟體。 



Sophos Central 中文快速導覽手冊 56 

 

 

 

步驟 1：在瀏覽器網址列輸入central.sophos.com 進入登入畫面。 

 

步驟 2：輸入已註冊的 電子郵件地址 和 密碼，輸入完畢後點選

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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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點擊左側功能選單的 端點防護 連結。 

 

步驟 4：點擊左側功能選單的 政策 連結。 

端點防護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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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找到希望停用的政策，點擊該政策名稱連結進入編輯畫面。 

 

步驟 6：點選 設定 頁籤，將各大項功能停用，即可停用此政策

功能。 

 

當您在相同防護功能中建立多調政策時，若套用的人員或

電腦有重覆時，越上方的政策會覆蓋底端的政策設定。停用政

策可以依照上述做法，或者是將套用的範圍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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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修改端點防護政策 

在開始設定端點防護政策前，您必須先擁有 Sophos Central 

帳號。若您尚未註冊 Sophos Central 帳號，請參考註冊帳號章節

。 

取得 Sophos Central 帳號後，欲管理的端點裝置必須先安裝

端點防護軟體。請參考端點防護章節安裝防護軟體。 

步驟 1：在瀏覽器網址列輸入central.sophos.com 進入登入畫面。 

 

步驟 2：輸入已註冊的 電子郵件地址 和 密碼，輸入完畢後點選

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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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點擊左側功能選單的 端點防護 連結 

 

步驟 4：點擊左側功能選單的 政策 連結。 

端點防護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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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找到希望修改的政策，點擊該政策名稱連結進入編輯畫

面。 

 

步驟 6 ：點選需要變更設定的頁籤，修改完內容後，點擊上方

的 儲存 按鈕完成修改。 

政策的套用方式分做電腦和使用者，您可以依照各別使用

者或電腦選擇套用範圍，也可以利用群組來套用政策到大量使

用者。已建立的政策在編輯畫面都可以針對套用範圍和啟用的

功能進行變更，變更且儲存成功後，主控台會自動套用到指派

的端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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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複製端點防護政策 

在開始設定端點防護政策前，您必須先擁有 Sophos Central 

帳號。若您尚未註冊 Sophos Central 帳號，請參考註冊帳號章節

。 

取得 Sophos Central 帳號後，欲管理的端點裝置必須先安裝

端點防護軟體。請參考端點防護章節安裝防護軟體。 

 

步驟 1：在瀏覽器網址列輸入central.sophos.com 進入登入畫面。 

 

步驟 2：輸入已註冊的 電子郵件地址 和 密碼，輸入完畢後點選

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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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點擊左側功能選單的 端點防護 連結 

 

步驟 4：點擊左側功能選單的 政策 連結 

端點防護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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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找到希望複製的來源政策，點擊該政策名稱進入編輯畫

面。 

 

步驟 6：點擊右上方的 複製 按鈕複製新建政策內容，修改完新

政策內容後，點擊上方 儲存 按鈕完成設定。 

步驟 7：回到政策列表後，可以看到複製的政策出現在最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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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刪除端點防護政策 

在開始設定端點防護政策前，您必須先擁有 Sophos Central 

帳號。若您尚未註冊 Sophos Central 帳號，請參考註冊帳號章節

。 

取得 Sophos Central 帳號後，欲管理的端點裝置必須先安裝

端點防護軟體。請參考端點防護章節安裝防護軟體。 

 

步驟 1：在瀏覽器網址列輸入central.sophos.com 進入登入畫面。 

 

步驟 2：輸入已註冊的 電子郵件地址 和 密碼，輸入完畢後點選

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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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點擊左側功能選單的 端點防護 連結。 

 

步驟 4：點擊左側功能選單的 政策 連結。 

端點防護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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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找到希望刪除的政策，點擊該政策名稱進入編輯畫面。 

 

步驟 6：點擊右上方的 刪除 按鈕刪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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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端點防護政策設定 

完成前章節如何安裝、移除 Sophos Endpoint 以及新增修改

政策，您便可以著手開始設定各項功能，以符合公司期望原則， 

下列章節說明各項政策的功能。 

3.6.1 安全威脅防護政策 

安全威脅防護使電腦遠離惡意程式的威脅。 

原則已強制執行 — 於 原則已強制執行 下，當開關為綠色時

表示該威脅保護政策處於開啟狀態。( 每一個政策皆相同，用

以控制政策是否開啟並套用到裝置或使用者上 )。 

 

於 設定 下，如勾選「使用建議設定」，這些設定提供了無需複

雜設定即可擁有的最佳防護。 

 

 

原則已強制執行 

使用建議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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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防護 — 會根據 SophosLabs 資料庫中的最新資訊檢查可

疑檔案。 

 

自動提交惡意程式樣本至 Sophos 實驗室 — 能自動將惡意軟

件的樣本提交 SophosLabs 分析。 

※注意：可關閉該項目。 

在排程掃描期間使用即時防護 — 讓電腦在進行計畫性掃描

的同時也會根據 SophosLabs 資料庫中的最新資訊檢查可疑

檔案。 

 

即時掃描 - 本機檔案及網路共用 — 即時掃描用戶試圖要存取

的檔案，如檔案有威脅則拒絕用戶存取，可設定「本機、遠

端、本機及遠端」。 

讀取檔案時 — 在打開檔案時對其進行掃描。 
 

寫入檔案時 — 在儲存檔案時對其進行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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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掃描 - 網路 — 即時掃描用戶試圖要存取的網路資源。 

掃描進行的下載 — 下載檔案時進行病毒掃描。 
 

攔截存取惡意網站 — 這會拒絕存取已知含有惡意程式的網站。 
 

偵測低信譽檔案 — 警告終端使用者注意是否下載信譽較

低。該信譽基於檔案的來源、下載頻率以及其他因素。 

▪ 行動可調整「提示使用者」與「僅記錄」。 

▪ 信譽等級可調整「建議」與「高限制」。 

 

校正 

自動清理惡意程式 — 能自動清除掃描到的惡意軟件 。 

※注意：不會進行備份。 

啟用根本原因分析 — 開啟 RCA 以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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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功能需要有購買 Intercept X 方可使用。 

 
 

即時防護 — 在終端電腦中偵測可疑或惡意的行為或流量。 

保護來自 Ransomware 的文件檔案 (CryptoGuard) — 此功能

可以防止文件檔案受到惡意軟體的威脅，惡意軟體會限制

對檔案的存取，然後要求付費來釋放它們。您還可以選取

保護 64 元電腦免受從遠端位置執行的勒索軟體的威脅。 

保護網頁瀏覽器的關鍵功能 ( 安全瀏覽 ) — 此功能可以保 

護您的網頁瀏覽器以防其受到惡意軟體的利用。 

在易受攻擊的應用程式中降低襲擊 — 此功能可以保護最容

易受到惡意軟體利用的應用程式，比如 Java 應用程式。您

可以選取要保護的應用程式類型。 

保護免遭應用程式劫持 — 這有助於防止惡意程式劫持合法

應用程式。您可以選取： 



73 3.端點防護 

 

▪ 防護處理程序取代攻擊（處理程序空白攻擊）。 

▪ 防護從不受信任的資料夾載入 DLL。 

※此功能需要有購買 Intercept X 方可使用。 

偵測網路資料流量以命令與控管伺服器 — 這會偵測端點電

腦和伺服器之間表現出可能企圖控制端點電腦的資料流量 

（即「命令和控制」攻擊）。 

※此功能需要有購買端點保護進階版方可使用。 

偵測惡意行為 (HIPS) — 此功能用以防止出現尚未明確的威

脅。它透過偵測並攔截已知具有惡意或可疑的行為來達到

這一目的。 

 

排程掃描 — 允許管理者自行決定掃描的時間。 

可選擇是否掃描壓縮檔內的檔案。 

桌面傳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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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用桌面傳訊用於威脅防護 — 您可以在標準通知的末端新

增訊息。如果您留空訊息方塊，則僅會顯示標準訊息。 

掃描例外項目 

您可以從掃描中排除檔案、資料夾、網站或應用程式。您

也可以將應用程式從檢測到的漏洞中排除，點選 新增例外

項目 來增加排除清單。 

在策略中設定的排除項僅用於策略所適用的使用者。 

新增例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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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周邊控制 

周邊控制使您能夠存取周邊和卸除式媒體。您還可以從控

管中免除單個周邊裝置。 

 

管理周邊 — 選取您希望如何控管周邊： 

關閉周邊控管 — 不開啟周邊控制功能。 
 

監控但不攔截 — 如果您選取此項，則允許存取所有周邊， 

無論以下設定如何。將偵測使用的所有周邊，但無法為其

設定存取規則。 

按周邊類型管控存取和新增例外項目 — 如果您選取此項， 

則可以繼續為周邊類型和單個檢測到的周邊設定存取策略。 

對於各周邊類型，您可以變更存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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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不對周邊進行任何限制。

攔截：完全不允許周邊。 

唯讀：僅可將周邊用於讀取。 

※注意：能達成的動作會因項目不同而有所不同。 

 

桌面傳訊 

啟用桌面傳訊用於威脅防護 — 您可以在標準通知的末端新

增訊息。如果您留空訊息方塊，則僅會顯示標準訊息。 

 

周邊例外項目 — 從控管設定中免除單個周邊裝置控制。 

周邊類型 — 選擇不同的類型以快速找到需要排除的裝置。 
 

以時間篩選 — 選擇不同的時間以快速找到需要排除的裝

置。 

新增例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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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流程可以讓管理者控制 Client 端能夠使用的裝置

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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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應用程式控管 

應用程式控管 — 應用程式控管讓您能偵測並且攔截不具有安

全威脅，但判定為不適合在您的辦公環境中使用的應用程式。 

 

點選新增 / 編輯清單 — 這會打開對話方塊，您可以在其中

檢視可以控管的應用程式類別。Sophos 提供並更新該清單。 

新增 / 編輯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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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需要封鎖應用程式類別，例如：壓縮工具。 

該類別中應用程式的完整清單顯示在右側表中，建議您選

取選項選取所有應用程式。之後點選儲存到清單，然後為您要

控管的各類別重複進行該步驟。 

SOPHOS 已將新應用程式加入此類別 — Sophos 之後新增到 

此類別的任何新應用程式將自動新增到受控管清單中。還

將新增清單中已有的應用程式的較新版本。 

 

偵測選項 

使用者存取時偵測受控管應用程式 ( 您會接獲通知 )：開啟

應用程式控管，可以選擇以下動作。 

允許偵測到的應用程式：此部分會記錄使用者是否有使用

清單中的應用程式，但不會封鎖。 

攔截偵測到的應用程式：此部分會攔截使用者是否有使用

清單中的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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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程及即時掃描期間偵測受控管應用程式：應用程式控管使

用您在「威脅防護」設定中設定的排程掃描和掃描選項。 

您可以要求由 Sophos 新增應用程式 — 如果您要控管 Sophos 

所提供的清單中所沒有的應用程式，可以要求將其新增，原

廠會進行評估。 

 

桌面傳訊 

啟用桌面傳訊用於威脅防護 — 您可以在標準通知的末端新

增訊息。如果您留空訊息方塊，則僅會顯示標準訊息。 

 

3.6.4 資料遺失防護 

使用資料傳輸規則 — 資料遺失防護 (DLP) 控管意外資料遺

失。DLP 讓您能夠監控和限制包含敏感資料的檔案的傳輸。

例如，可以防止使用網頁式電子郵件將包含敏感資料的檔案 

傳至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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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ophos 範本創建原則 — 使用涵蓋標準資料防護的 

Sophos 範本，例如歐洲的資料防護規則。 

建立自訂政策 — 使用可設定檔案和 / 或內容規則建立您的自

定義政策。 

新增 — 建立資料傳輸規則有三種項目可供選擇。 

新增現有規則 — 修改既有的規則選項。 
 

新增內容規則 — 根據文件內容進行阻擋。 
 

新增檔案規則 — 根據文件類型進行阻擋。 
 

建立自訂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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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規則 — 輸入名稱、說明並選擇是否需要傳送電子郵件警

示。 

選擇情況、目的地、例外項目、以及動作後選擇 下一頁： 

規則設定。 

以檔案類型行為範例，封鎖 Word 檔案傳輸到 USB 隨身碟

中，以下圖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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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 — 選擇 Document；目的地為選擇  Storage 並勾選  
 

Removable Storage。點選完成以建立規則。 

Removable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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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端使用者的訊息 — 針對違反規則行為，彈出告警訊息。 

 

檔案傳輸攔截訊息 — 輸入告警訊息。 

 

3.6.5 網頁控管 

網頁控管 — 設定網頁控管選項來防護使用者和電腦，可點選

檢視更多資訊 來查看細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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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安全性選項 — 選取額外安全性選項以設定對廣告，未分

類的網站和風險下載的存取。 

攔截危險下載：此選項阻止危險的檔案類型，但允許廣告

和未分類的檔案。 

無：此選項允許危險的檔案類型、廣告和未分類的檔案。 
 

讓我指定：這允許您將廣告和未分類的檔案類型設定為允

許或攔截。 

其中針對高風險檔案允許您將危險檔案類型設定為： 

建議：這為您提供了以下檔案類型的表中顯示的設定： 
 

允許：允許所有危險檔案類型。 
 

警告：在使用者下載檔案前警告其檔案可能有危險。 
 

攔截：攔截所有危險檔案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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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指定：這允許您將多個單獨檔案類型設定為允許、警

告或攔截。 

 

可接受的網頁使用 — 這些控制允許使用者造訪的網站。

在選項中可以選取： 

保持潔淨：防止使用者存取成人和其他可能不適當的網站。 
 

溫和指引：攔截不當瀏覽，並在造訪可能影響其產能的網

站類別之前提醒使用者。 

節省頻寬：攔截不當瀏覽，並在造訪影響產能的網站前警

告使用者。攔截可能會消耗高頻寬的網站類別。 

僅限業務：僅允許一般與業務相關的網站類別。 
 

讓我指定：使您可以設定單獨的網站類別。對於各組類別 
 

（例如產能相關類別），您可以將行為設定為攔截、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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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或自訂。選取自訂使您可以設定這些組內的單個類別。 

資料損失防護 — 選取此選項使您可以選取攔截資料共用、允

許資料共用或讓我指定。設定這些選項可控制對基於網頁的

電子郵件的存取和檔案下載。 

將網頁控管事件列入日誌紀錄 — 可將造訪受攔截網站或顯示

警告的網站的企圖列入日誌紀錄。 

※注意：如果您未啟用日誌紀錄，則僅會記錄對受感染網站的造訪。 

在網站管理 中控管標記的網站 — 可以在系統設定中設定自訂

的類別以方便管理。 

 

3.6.6 更新管理 

更新管理 — 更新策略使您可以指定何時在網路上提供產品更

新。這確保您的電腦直到適合的時間才會開始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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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需要的時間排程更新 — 啟用已排程的更新，然後選取您

希望開始提供產品更新的日期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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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伺服器防護 

若您有購買 Sophos 伺服器防護程式，並且已經完成第一章

節的註冊帳號動作，即可開始準備進行安裝。Sophos 伺服器防

護程式 ( 進階版 ) 已內含勒索軟體防護 (CryptoGuard)，無需要再

另行安裝 Intercept X 防護程式，Intercept X 防護程式目前也不支

援伺服器版本的作業系統。 

 

4.1 安裝 Windows 伺服器防護程式 

在開始下載和安裝伺服器防護程式之前，您必須先擁有

Sophos Central 帳號。若您尚未註冊 Sophos Central 帳號，請參考

註冊帳號章節。 

取得 Sophos Central 帳號後，我們即可開始下載和安裝伺服

器防護程式。請您依照下列步驟，完成伺服器防護程式的佈署。 

 

步驟 1：在瀏覽器網址列輸入central.sophos.com 進入登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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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輸入已註冊的電子郵件地址和密碼，輸入完畢後點選登入。 

 

 

步驟 3：若您是在註冊帳號後首次登入，系統會自動跳出 產品設

定 畫面；若不是，請跳至步驟 4。點選 伺服器防護 選項進入檔

案下載頁面，跳至步驟 5 繼續執行。 

伺服器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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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點選左方功能選單的 保護裝置 進入檔案下載頁面。 

 

步驟 5：在主畫面中往下捲動捲軸到 伺服器防護 區塊，點選 下

載 Windows 伺服器安裝程式 選項下載安裝程式。 

       保護裝置 



Sophos Central 

中文快速導覽手冊 
84 

 

 

 

步驟 6：在下載好的安裝程式 SophosInstall 點擊滑鼠右鍵並點選

以系統管理員的身分執行 開始安裝伺服器防護程式。 

 

步驟 7：安裝程式啟動後，請點選 下一步 (N) 按鈕開始相容性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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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步驟 8：等待相容性檢查結結束。 

 

步驟 9：完成相容性檢查後，點選 安裝 按鈕開始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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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0：安裝過程需連線到 Sophos Central 網站下載資料，請耐

心等待安裝完成。安裝過程中，請不要移除裝置網路連線或中

斷裝置電源。 

 

步驟 11：點選 Finish 按鈕完成安裝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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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2：初次安裝完成後，請重新啟動您的電腦。電腦重新啟

動完成後，於桌面右下角常駐程式中，找到藍底白字的圖式， 

並在圖式上點擊滑鼠左鍵兩下，開啟端點防護程式。 

 

步驟 13：在程式主控台中，點選右下角的關於連結進入資訊頁面。 

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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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4：在程式主控台資訊頁面左上方，點擊 立即更新 按鈕。 

 

步驟 15：確認主控台資訊頁面左上方的上次更新欄位已為最新

時間。 

依照上述步驟完成安裝程序後。恭喜您，您的裝置已受到 

Sophos 最嚴密的安全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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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移除 Windows 伺服器防護程式 

在開始移除端點防護程式之前，您必須先關閉端點防護程

式的竄改防護政策，才能夠開始移除端點防護程式。請您依照

下列步驟，完成端點防護程式的移除。 

 

步驟 1：在瀏覽器網址列輸入central.sophos.com 進入登入畫面。 

 

步驟 2：輸入您註冊的 電子郵件地址 和 密碼，輸入完畢後點選

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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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點選 設備 選項進入已註冊的設備列表。 

 

步驟 4：確認主畫面的頁籤是選取在 伺服器，利用頁面中的搜尋

列或手動找到您要移除的設備名稱，點選擊該設備名稱進入設

備管理頁面。 

設備 

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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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竄改防護服務分為兩種方式：永久停用和暫時停用。

若您想要永久停用，請參考步驟 5 的說明；若您只想要暫時停 

用，請參考步驟 6 的說明。不管是使用哪一種方式停用竄改防護

服務，都會在端點下一次更新政策資訊後生效。 

倘若您選擇暫時關閉竄改防護服務，您必需要在 4 小時內 

完成端點防護程式的移除。若無法在 4 小時內完成移除程序， 

您就需要再重新輸入一次竄改防護密碼。 

 

步驟 5：在主畫面最下方的位置，找到 竄改防護 區塊右方的 停

停用竄改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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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竄改防護 連結。點擊該連結後，即可將該裝置的竄改防護政

策關閉。 

步驟 6：在主畫面最下方的位置，找到 竄改防護 區塊右方的 隱

藏詳細資訊 連結，並點擊該連結開啟竄改防護服務密碼區塊。

勾選 險是密碼 檢核方塊顯示目前竄改防護密碼。 

 

步驟 7：回到想要移除端點防護的電腦桌面，於桌面右下角常駐

程式中，找到藍底白字的圖式，並在圖式上點擊滑鼠左鍵兩下， 

開啟端點防護程式。 

 

顯示密碼 

隱藏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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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前步驟是採用永久停用竄改防護服務，請參考步驟 8 

到步驟 11。若您是採用暫時停用竄改防護服務，請參考步驟 12 

到步驟 15。 

 

步驟 8：在程式主控台中，點選右下角的關於連結進入資訊頁面。 

 

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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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9：在程式主控台資訊頁面左上方，點擊 立即更新 按鈕。 

步驟 10：確認主控台資訊頁面左上方的 上次更新 欄位已為最新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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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1：點擊上方的 設定 按鈕，若可以看到 竄改防護 為停用， 

即表示成功關閉 竄改防護 功能。請參考步驟 16 移除程式。 



Sophos Central 

中文快速導覽手冊 
96 

 

 

 

步驟 12：在程式主控台中，點擊右上方的 管理員登入 按鈕。 

 

步驟 13：在畫面中，輸入步驟 6 取得的密碼，並點擊登入按鈕。 

管理員登入 



97 4. 伺服器防護 
 

 

 

步驟 14：若可以看到下圖各別服務的畫面，即表示密碼輸入正

確。 

 

步驟 15：勾選上方的 覆寫 Sophos⋯⋯ 選項，並將下方 竄改防

竄改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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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 停用。 

步驟 16： 開啟控制台中的新增移除，點選  Sophos Endpoint 

Agent 程式，點擊上方的 移除 按鈕移除 Sophos 端點防護程式。 
 

 

步驟 17： 在彈出視窗中， 點擊 解除安裝 按鈕， 開始移除 

Sophos 端點防護程式。 
 

 

解除安裝程式完成後，您就以完成 Sophos 端點防護程式移

除程序。請注意，此時您的電腦將不會受到任何防護程式的保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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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Windows 伺服器防護政策管理 

成功安裝 Sophos Windows 伺服器防護軟體後，您可以透過 

Sophos Central 中央管控平台，新增、修改、刪除各項防護政策

。本章節將簡單介紹 Windows 伺服器防護政策的管理。 

4.3.1 新增伺服器防護政策 

在開始設定伺服器防護政策前，您必須先擁有 Sophos 

Central 帳號。若您尚未註冊 Sophos Central 帳號，請參考註冊帳

號章節。 

取得 Sophos Central 帳號後，欲管理的伺服器必須先安裝伺

服器防護軟體。請參考伺服器防護章節安裝防護軟體。 

 

步驟 1：在瀏覽器網址列輸入central.sophos.com 進入登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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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輸入已註冊的 電子郵件地址 和 密碼，輸入完畢後點選

登入。 

    

 

步驟 3：點擊左側功能選單的 伺服器防護 連結。 

伺服器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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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點擊左側功能選單的 政策 連結。 

 

步驟 5：點右上方的 新增原則 按鈕，開始新增政策。 

 

步驟 6：選擇要新增的政策功能，點擊右下角 繼續 按鈕。 

伺服器政策和端點政策不同，只能以電腦做為指派方式， 

所以在新增政策時，無需選擇套用的方式。 

政策 

新增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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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7：在主功能頁面左上方 原則名稱 欄位輸入政策名稱。 

 

步驟 8：勾選希望套用此政策的伺服器，並點擊中央的 大於箭

頭 按鈕，將伺服器加入 已指派伺服器 區塊中。選取完成後，點

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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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右上方 儲存 按鈕，完成新增政策。 

4.3.2 停用伺服器防護政策 

在開始設定伺服器防護政策前，您必須先擁有 Sophos 

Central 帳號。若您尚未註冊 Sophos Central 帳號，請參考註冊帳

號章節。 

取得 Sophos Central 帳號後，欲管理的伺服器必須先安裝伺

服器防護軟體。請參考伺服器防護章節安裝防護軟體。 

 

步驟 1：在瀏覽器網址列輸入central.sophos.com 進入登入畫面。 

 

步驟 2：輸入已註冊的 電子郵件地址 和 密碼，輸入完畢後點選

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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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點擊左側功能選單的 伺服器防護 連結。 

 

步驟 4：點擊左側功能選單的 政策 連結。 

伺服器防護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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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找到希望停用的政策，點擊該政策名稱連結進入編輯畫面。 

 

步驟 6：點選 設定 頁籤，將各大項功能停用，即可停用此政策

功能。 

 

當您在相同防護功能中建立多調政策時，若套用的人員或

電腦有重覆時，越上方的政策會覆蓋底端的政策設定。停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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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可以依照上述做法，或者是將套用的範圍移除。 

4.3.3 修改伺服器防護政策 

在開始設定伺服器防護政策前，您必須先擁有 Sophos 

Central 帳號。若您尚未註冊 Sophos Central 帳號，請參考註冊帳

號章節。 

取得 Sophos Central 帳號後，欲管理的伺服器必須先安裝伺

服器防護軟體。請參考伺服器防護章節安裝防護軟體。 

 

步驟 1：在瀏覽器網址列輸入central.sophos.com 進入登入畫面。 

 

步驟 2：輸入已註冊的 電子郵件地址 和 密碼，輸入完畢後點選

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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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點擊左側功能選單的 伺服器防護 連結。 

 

步驟 4：點擊左側功能選單的 政策 連結。 

伺服器防護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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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找到希望修改的政策，點擊該政策名稱連結進入編輯畫

面。 

 

步驟 6：點選需要變更設定的頁籤，修改完內容後，點擊上方的

儲存 按鈕完成修改。 

 

政策的套用方式以伺服器做為指派依據，您可以指派擔各

別伺服器做為套用範圍，也可以利用群組來套用政策到大量伺

服器。已建立的政策在編輯畫面都可以針對套用範圍和啟用的

功能進行變更，變更且儲存成功後，主控台會自動套用到指派

的端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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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複製伺服器防護政策 

在開始設定伺服器防護政策前，您必須先擁有 Sophos 

Central 帳號。若您尚未註冊 Sophos Central 帳號，請參考註冊帳

號章節。 

取得 Sophos Central 帳號後，欲管理的伺服器必須先安裝伺

服器防護軟體。請參考伺服器防護章節安裝防護軟體。 

 

步驟 1：在瀏覽器網址列輸入central.sophos.com 進入登入畫面。 

 

步驟 2：輸入已註冊的 電子郵件地址 和 密碼，輸入完畢後點選

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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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點擊左側功能選單的 伺服器防護 連結。 

 

步驟 4：點擊左側功能選單的 政策 連結。 

伺服器防護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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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找到希望複製的來源政策，點擊該政策名稱進入編輯畫

面。 

 

步驟 6：點擊右上方的 複製 按鈕複製新建政策內容，修改完新

政策內容後，點擊上方 儲存 按鈕完成設定。 

步驟 7：回到政策列表後，可以看到複製的政策出現在最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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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刪除伺服器防護政策 

在開始設定伺服器防護政策前，您必須先擁有 Sophos 

Central 帳號。若您尚未註冊 Sophos Central 帳號，請參考註冊帳

號章節。 

取得 Sophos Central 帳號後，欲管理的伺服器必須先安裝伺

服器防護軟體。請參考伺服器防護章節安裝防護軟體。 

 

步驟 1：在瀏覽器網址列輸入central.sophos.com 進入登入畫面。 

 

步驟 2：輸入已註冊的 電子郵件地址 和 密碼，輸入完畢後點選

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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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點擊左側功能選單的 伺服器防護 連結。 

 

步驟 4：點擊左側功能選單的 政策 連結。 

伺服器防護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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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找到希望刪除的政策，點擊該政策名稱進入編輯畫面。 

 

步驟 6：點擊右上方的 刪除 按鈕刪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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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伺服器防護政策 

伺服器防護保護伺服器，使其免受惡意程式、危險檔案類

型和網站，以及惡意網路資料流量的威脅。其還提供了周邊控

管、網頁控管和伺服器鎖定，使您可以控管在您的伺服器上執

行的軟體。 

4.4.1 伺服器安全威脅防護 

威脅防護能保護您的安全，使您免受惡意程式、危險檔案

類型和網站，以及惡意網路資料流量的威脅。 

如果您希望使用 Sophos 建議的設定，請選取「使用建議設 

定」。這些設定提供了無需複雜設定即可擁有的最佳防護。 

 

即時掃描 — 本機檔案和網路共用 

即時掃描在使用者嘗試存取檔案時對其進行掃描，但在確

認檔案為安全之前會拒絕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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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機和遠端檔案 — 如果您選取本機，則不會掃描網路共用

中的檔案 

讀取檔案時 — 在打開檔案時對其進行掃描 
 

寫入檔案時 — 在儲存檔案時對其進行掃描 
 

即時掃描網路 — 在使用者嘗試存取網際網路資源時對其進

行掃描。您可以選取這些選項： 

 

掃描正在進行的下載 — 即時掃描用戶試圖要存取的網路資源 
 

攔截存取惡意網站— 這會拒絕存取已知含有惡意程式的網站。 
 

偵測低信譽檔案 — 警告終端使用者注意是否下載信譽較低。

該信譽基於檔案的來源、下載頻率以及其他因素。您可以

指定： 

行動可調整「提示使用者」與「僅記錄」

信譽等級可調整「建議」與「高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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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掃描 — 選項 

您可以選取這些額外選項。 
 

 

自動排除已知應用程式的活動 — 這會防止 Sophos Central 
 

掃描某些常用應用程式所使用的檔案。 

偵測惡意行為 (HIPS) — 此功能用以防止出現尚未明確的威

脅。它透過偵測並攔截已知具有惡意或可疑的行為來達到

這一目的。 

使用即時防護 — 會根據 SophosLabs 資料庫中的最新惡意

程式資訊檢查可疑檔案。 

自動將惡意程式樣本提交給 SophosLabs — 將偵測到的惡意

程式樣本傳送給 Sophos 進行分析。 

自動清理惡意程式 — 嘗試自動清理偵測到的威脅。此選項

在 Windows 伺服器上，以及受 Sophos 安全 VM 保護的客

體 VM 上受支援（但您必須在其上安裝 Sophos Guest VM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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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程掃描 

排程掃描按您指定的時間執行掃描 
 

啟用排程掃描 — 這使您可以定義要執行掃描的時間以及日

期（一日或多日） 

啟用深度掃描 — 如果選取此選項，將在排程掃描期間掃描

封存。這可能會增加系統負載，並使掃描速度明顯變慢 

 
進階安全防護 

如果啟用了任何「進階安全性」功能，指派此策略的伺服

器將會使用「伺服器進階防護」授權 

測網路資料流量以命令和控制伺服器 — 這會偵測端點電腦

和伺服器之間表現出可能企圖控制端點電腦的資料流量（即 

「命令和控制」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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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文件檔案免受勒索軟體威脅 (CryptoGuard) — 此功能可

以防止文件檔案受到惡意軟體的威脅，惡意軟體會限制對

檔案的存取，然後要求付費來釋放它們。您還可以選取保

護 64 元電腦免受從遠端位置執行的勒索軟體的威脅。 

啟用 Sophos 安全性活動訊號 — 這將定期向 Sophos Central 

註冊的 Sophos XG 防火牆傳送關於伺服器安全「健康狀況」

的報告。 

桌面傳訊 

啟用桌面傳訊用於威脅防護 — 您可以在標準通知的末端新

增訊息。如果您留空訊息方塊，則僅會顯示標準訊息。 

掃描例外項目 

您可以從掃描中排除檔案、資料夾、網站或應用程式。您

新增例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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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將應用程式從檢測到的漏洞中排除，點選 新增例外

項目 來增加排除清單。 

在策略中設定的排除項僅用於策略所適用的使用者。 

 

4.4.2 伺服器周邊控制 

周邊控制使您能夠存取周邊和卸除式媒體。您還可以從控

管中免除單個周邊裝置。 

 

管理周邊 — 選取您希望如何控管周邊： 

關閉周邊控管 — 不開啟周邊控制功能。 
 

監控但不攔截 — 如果您選取此項，則允許存取所有周邊， 

無論以下設定如何。將偵測使用的所有周邊，但無法為其

設定存取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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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周邊類型管控存取和新增例外項目 — 如果您選取此項， 

則可以繼續為周邊類型和單個檢測到的周邊設定存取策略。 

對於各周邊類型，您可以變更存取策略： 
 

允許：不對周邊進行任何限制。

攔截：完全不允許周邊。 

唯讀：僅可將周邊用於讀取。 

※注意：能達成的動作會因項目不同而有所不同。 

 

桌面傳訊 

啟用桌面傳訊用於威脅防護 — 您可以在標準通知的末端新

增訊息。如果您留空訊息方塊，則僅會顯示標準訊息。 

周邊例外項目 — 從控管設定中免除單個周邊裝置控制。 

周邊類型 — 選擇不同的類型以快速找到需要排除的裝置。 
 

新增例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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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時間篩選 — 選擇不同的時間以快速找到需要排除的裝

置。 

 
 

根據以上流程可以讓管理者控制 Client 端能夠使用的裝置

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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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伺服器應用程式控管 

應用程式控管 — 應用程式控管讓您能偵測並且攔截不具有安

全威脅，但判定為不適合在您的辦公環境中使用的應用程式。 

 

點選新增 / 編輯清單 — 這會打開對話方塊，您可以在其中

檢視可以控管的應用程式類別。Sophos 提供並更新該清單。 

新增 / 編輯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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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需要封鎖應用程式類別，例如：壓縮工具。 

該類別中應用程式的完整清單顯示在右側表中，建議您選

取選項選取所有應用程式。之後點選儲存到清單，然後為您要

控管的各類別重複進行該步驟。 

SOPHOS 已將新應用程式加入此類別 — Sophos 之後新增到 

此類別的任何新應用程式將自動新增到受控管清單中。還

將新增清單中已有的應用程式的較新版本。 

 

偵測選項 

使用者存取時偵測受控管應用程式 ( 您會接獲通知 ) — 開

啟應用程式控管，可以選擇下列動作。 

允許偵測到的應用程式：此部分會記錄使用者是否有使用

清單中的應用程式，但不會封鎖。 

攔截偵測到的應用程式：此部分會攔截使用者是否有使用

清單中的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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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程及即時掃描期間偵測受控管應用程式：應用程式控管使

用您在「威脅防護」設定中設定的排程掃描和掃描選項。 

您可以要求由 Sophos 新增應用程式 — 如果您要控管 Sophos 

所提供的清單中所沒有的應用程式，可以要求將其新增，原

廠會進行評估。 

 

桌面傳訊 

啟用桌面傳訊用於威脅防護 — 您可以在標準通知的末端新

增訊息。如果您留空訊息方塊，則僅會顯示標準訊息。 

 

4.4.4 伺服器網頁控管 

網頁控管 — 設定網頁控管選項來防護使用者和電腦，可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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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更多資訊 來查看細部項目。 

 

額外安全性選項 — 選取額外安全性選項以設定對廣告，未分

類的網站和風險下載的存取。 

攔截危險下載：此選項阻止危險的檔案類型，但允許廣告 

和未分類的檔案。 

無：此選項允許危險的檔案類型、廣告和未分類的檔案。 
 

讓我指定：這允許您將廣告和未分類的檔案類型設定為允

許或攔截。 

 

其中針對高風險檔案允許您將危險檔案類型設定為： 

建議：這為您提供了以下檔案類型的表中顯示的設定： 
 

允許：允許所有危險檔案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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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在使用者下載檔案前警告其檔案可能有危險。 
 

攔截：攔截所有危險檔案類型。 
 

讓我指定：這允許您將多個單獨檔案類型設定為允許、警

告或攔截。 

 

可接受的網頁使用 — 這些控制允許使用者造訪的網站。

在選項中可以選取： 

保持潔淨：防止使用者存取成人和其他可能不適當的網站。 
 

溫和指引：攔截不當瀏覽，並在造訪可能影響其產能的網

站類別之前提醒使用者。 

節省頻寬：攔截不當瀏覽，並在造訪影響產能的網站前警

告使用者。攔截可能會消耗高頻寬的網站類別。 

僅限業務：僅允許一般與業務相關的網站類別。 
 

讓我指定：使您可以設定單獨的網站類別。對於各組類別 
 

（例如產能相關類別），您可以將行為設定為攔截、警告、



127 4. 伺服器防護 

 

允許或自訂。選取自訂使您可以設定這些組內的單個類別。 

 

資料損失防護 — 選取此選項使您可以選取攔截資料共用、允

許資料共用或讓我指定。設定這些選項可控制對基於網頁的 

電子郵件的存取和檔案下載。 
 

將網頁控管事件列入日誌紀錄 — 可將造訪受攔截網站或顯示

警告的網站的企圖列入日誌紀錄。 

※注意：如果您未啟用日誌紀錄，則僅會記錄對受感染網站的造訪。 

在 網站管理 中控管標記的網站 — 可以在系統設定中設定自

訂的類別以方便管理。 

 

4.4.5 伺服器鎖定 

伺服器鎖定可防止未經授權的軟體在伺服器上執行。 
 

為此，Sophos 列出了已安裝的軟體，檢查其是否安全，並

且僅允許該軟體在將來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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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 在伺服器的詳細資訊頁面中將其 鎖定。 

 

 

 

步驟 2. 鎖定確認視窗，並提供鎖定伺服器前的建議事項 

於伺服器狀態中顯示”正在安裝軟體” 
 

建立伺服器應用程式白名單 
 

 

步驟 3. 您可以在策略中使用「伺服器鎖定」設定來變更允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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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無需解除鎖定伺服器。例如，您可能會希望新增和執行

新軟體。 

步驟 4. 新增已允許檔案 / 資料夾 

此選項使您可以允許軟體（例如更新程式）執行和修改其

他應用程式。其還使您能夠在無需解除鎖定的情況下新增新軟

體到鎖定伺服器 

 

步驟 5. 新增已攔載檔案 / 資料夾 

這是您可以攔截當前允許執行的軟體。 

您可以指定攔截的檔案，或指定攔截所有檔案的資料夾。 
 

 

4.4.6 伺服器資料遺失防護 

使用資料傳輸規則 — 資料遺失防護 (DLP) 控管意外資料遺

失。DLP 讓您能夠監控和限制包含敏感資料的檔案的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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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可以防止使用網頁式電子郵件將包含敏感資料的檔案 

傳至家中。 

 
 

使用 Sophos 範本創建原則 — 使用涵蓋標準資料防護的 

Sophos 範本，例如歐洲的資料防護規則。 

建立自訂政策 — 使用可設定檔案和 / 或內容規則建立您的自

定義政策。 

 

新增 — 建立資料傳輸規則有三種項目可供選擇。 

新增現有規則 — 修改既有的規則選項。 
 

新增內容規則 — 根據文件內容進行阻擋。 
 

建立自訂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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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檔案規則 — 根據文件類型進行阻擋。 
 

 

 
 

建立規則 — 輸入名稱、說明並選擇是否需要傳送電子郵件警

示。 

選擇情況、目的地、例外項目、以及動作後選擇下一頁： 

規則設定。 

以檔案類型行為範例，封鎖 Word 檔案傳輸到 USB 隨身碟

中，以下圖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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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選擇  Document；目的地為許選擇  Storage 並勾選   
 

Removable Storage。點選完成以建立規則。 

Removable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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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端使用者的訊息 — 針對違反規則行為，彈出告警訊息 

檔案傳輸攔截訊息 — 輸入告警訊息。 

 

4.4.7 伺服器更新管理 

更新管理 — 更新策略使您可以指定何時在網路上提供產品更

新。這確保您的電腦直到適合的時間才會開始更新。 

在您需要的時間排程更新 — 啟用已排程的更新，然後選取您

希望開始提供產品更新的日期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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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配置 

在此章節中將說明於整體設定中，如何添加白名單機制以

及如何將所需要的網站集合在同一類別中或者是更改類別。 

 

步驟 1：在瀏覽器網址列輸入central.sophos.com 進入登入畫面。 

 

步驟 2：輸入已註冊的 電子郵件地址 和 密碼，輸入完畢後點選

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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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點擊左側功能選單的 整體設定 連結已進行設定。 

  整體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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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全域掃描例外項目 
 

全域掃描例外項目 — 您可以從威脅掃描中排除檔案、網站和

應用程式。您也可以將應用程式從檢測到的漏洞中排除。例

如，您可以排除某些常用應用程式的活動，以便降低掃描對 

效能的影響。 
 

點選 新增項目 開始進行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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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排除項類型下拉式清單中，選取要排除的項目類型（檔案

或資料夾、網站、可能不需要的應用程式或偵測到的漏洞）。 

指定要排除的項目。以下規則適用於： 

檔案或資料夾 (Windows) — 您可以按完整路徑排除磁碟機、

資料夾或檔案。對於檔案標題或副檔名，可使用萬用字元 *， 

但 *.* 無效。範例： 

資料夾：C:\programdata\adobe\photoshop\（為資料夾新增斜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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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磁碟機：D: 

 

檔案：C:\program files\program\*.vmg 
 

如需關於 Windows 伺服器排除項的更多詳情，請參閱 

Windows 掃描排除項：萬用字元和變數。 

檔案或資料夾 (Mac/Linux) — 您可以排除資料夾或檔案。

您可使用萬用字元 ? 和 *。範例： 

/Volumes/excluded (Mac) 

/mnt/hgfs/excluded (Linux) 

檔案或資料夾（虛擬伺服器） — 在受 Sophos 安全 VM 保護

的 Windows 客體 VM 上，您可以按完整路徑排除磁碟機、資

料夾或檔案。您可以使用萬用字元 和 ?，但僅可用於檔案名 

稱。如欲瞭解更多詳情，請參閱 虛擬伺服器掃描排除項：萬

用字元。 

處理程序 (Windows) — 您可以從應用程式中排除任何執行的 

處理程序。這也會排除處理程序使用的檔案（但僅在處理程

序存取它們時）。如果可能，請輸入應用程式的完整路徑， 

而不僅僅是工作管理器中顯示的處理程序名稱。範例： 

%PROGRAMFILES%\Microsoft Office\Office 14\Outlook.exe 

註：如遇檢視應用程式需要排除的所有處理程序或其他項目，請參閱應用程式廠

商的文檔。 

註：您可以使用萬用字元和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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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 — 網站可以指定為 IP 位址、IP 位址範圍（CIDR 標記

法）或網域。範例： 

IP 位址：192.168.0.1 

IP 位址範圍：192.168.0.0/24 

後置的 /24 表示該範圍的所有 IP 位址公用前置中的位元數。

因此，/24 等於網路遮罩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000000 

00。在我們的範例中，範圍包括所有以 192.168.0 開頭的 IP 

位址。 

網域：google.com 
 

可能不需要的應用程式 — 在此，您可以排除通常被偵測為間

諜軟體的應用程式。使用系統偵測到的相同名稱指定排除項。

可在 Sophos 威脅中心 中尋找更多關於 PUA 的資訊。 

偵測到的漏洞 (Windows) — 您可以排除偵測到的任何漏洞。

Sophos Central 將不再對其進行偵測，以攔截受影響的應用程

式。Sophos Central 也將不再阻止受影響的應用程式。 

註:偵測到的漏洞 (Windows)此功能僅適用於 Intercept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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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檔案或資料夾排除項，在活動下拉式清單中可指定排除項

對於即時掃描、排程掃描或兩者是否有效。 

點選新增或新增其他。排除項新增到掃描排除項清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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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網站管理 
 

在此項目中，您可以使用網站清單來 

控管不屬於 Sophos 類別的網站。 

標記網站以將其放入群組中，這類似於自訂類別。然後， 

您可以使用策略來控制某些使用者的這些網站。 

覆寫網站的 Sophos 類別。這會變更所有使用者的網站類

別。 

 

若要將網站新增到網站清單 

點選頁面右上角的 新增 。會顯示新增網站自訂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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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網站 — 網站清單中的項目可以是單個 URL、完整網

域、TLD、IP 位址、CIDR 範圍，甚至是頂層網域。 

註：使用 IP 地址管理網站只能控制基於瀏覽器的存取。它不會阻止其他應用程式

或與本地防火牆的規則進行交互。 

類別覆寫：如果您要將特定類別與您輸入的網站相關聯， 
 

請選取啟用類別覆寫。然後，選取類別。 

新增標記：輸入啟用標籤來將標籤與輸入的網站相關聯。

然後，鍵入標籤名稱。在策略頁面上建立網頁控管策略時， 

可使用標籤。 

註釋：在註解文字方塊中輸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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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您的項目將新增到網站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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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降低漏洞例外項目 

Sophos 可以防範的漏洞包括：利用瀏覽器漏洞和瀏覽器外掛程

式的劫持性和入侵性應用程式、Java 應用程式、媒體應用程

式和 Microsoft Office 應用程式。您從針對安全漏洞的防護中

排除應用程式。例如，您可能希望排除在問題解決前被不正

確地偵測為威脅的應用程式。 

點選 新增例外項目，會顯示新增降低漏洞排除項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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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應用程式下拉式清單內，選取您要排除的應用程式。

在此顯示的名稱與在事件報告中顯示的名稱相同。 

點選新增或新增其他。排除項新增到排除的應用程式清單中。 

點選儲存（頁面右側）來儲存您對清單的變更。 

註：應用程式的清單會根據使用者的環境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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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頻寬使用 

您可以設定用於在端點電腦上更新 Sophos 代理軟體的頻

寬。 

在「設定」中的頻寬使用頁面上，您可以限制使用的頻寬。

當前預設限制為 256 Kbps。 

 
 

這有助於確保更新不會導致電腦執行緩慢。您可以指定自

訂頻寬或無限制頻寬。 

註：此設定僅適用於 Windows 電腦。 

註：此設定不適用於 Sophos 代理軟體的初始安裝或 Sophos 更新快取下載的更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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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日誌紀錄與報告 

日誌紀錄與報告頁面提供關於 Sophos Central 中安全功能的詳

細報告。 

點擊左側功能選單的 日誌紀錄與報告 連結已進行設定。 

 

點選 事件 來產生報告。 

事件 

日誌紀錄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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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會列出用戶電腦所發生的事件報告，根據篩選事件來呈現

報告內容。 

事件表 

事件表提供這些事件詳細資訊 ( 如下列所示 )： 

嚴重性：事件的嚴重性 
 

時間：事件發生時的時間和日期 
 

事件：事件類型 
 

使用者：導致事件的來源，例如，使用者或系統的名稱 
 

裝置：引起事件的裝置 
 

匯出功能表（位於表右側）使您可以將當前檢視或過去 90 天

的報告匯出為 CSV（逗號分隔值）或 PDF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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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立完整安裝檔 

Sophos Central Endpoint Installer 是個簡化版的安裝檔，在安

裝時才連線至網際網路下載完整安裝程式至您的電腦。本章節

提供您建立完整安裝程式的方法，減少在大量佈署或網際網路

頻寬不足的環境所需的安裝等待時間。 

本章節適用狀況 : 

端點網際網路頻寬有限制 

只有少量端點且網際網路頻寬有限制 

 
注意 : 

建議您能定期重新建立軟體包。例如：每兩到三個月可以重新

建立一次，以確保其為最新版本。使用完整安裝檔案安裝成功

後，電腦仍須要連線到網際網路，Sophos Central Endpoint 

Installer 須要到 Sophos Central 註冊該台電腦的資訊。若離線註

冊失敗，該設備的安裝結果會呈現失敗。 

 

適用於以下 Sophos 產品與版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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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l Endpoint Advanced 11.5.6 

Central Endpoint Standard 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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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準備建立安裝檔所需的檔案 

1. 準備一台 Windows 電腦，須要完成完整安裝且更新到最新版

本的 Sophos Central endpoint 。 

2. 找到一個名為 warehouse 的檔案在以下路徑： 

Vista/7/10：C:\ProgramData\Sophos\AutoUpdate\Data\ 

 XP/2003：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 

Sophos\AutoUpdate\Data\ 

3. 右鍵點擊此 warehouse 檔案並選擇> 傳送至 > 壓縮的資料夾。

這個動作將生成 warehouse.zip。任何可以生成 zip 檔案的備份

程序皆可以運用此操作。 

4. 從 Sophos Central 的帳號中，下載一個 Sophos Central 安裝檔

的複製檔。不要使用指定用戶從 email 中的安裝連結裡下載的

安裝檔。 

5. 下 載 Visual Basic Script 檔 案 SophosInstall.txt 並 另 存 成  

SophosInstall.vbs，連結如下： 

https://sophserv.sophos.com/repo_kb/121318/file/SophosInstall.zip。 

 

您現在應該有了以下三個檔案： 

warehouse.zip 

SophosInstall.exe 

SophosInstall.v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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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下面的步驟著重於運用 Windows 內建應用程序 IExpress 來建立

一個自我解壓檔。 也可以使用其他能建立自我解壓檔的第三方

程式，但這些程式必須要可以運行一些命令（如 SophosInstall. 

exe q）。 若您需要更多有關於 SophosInstall.exe 命令參數的訊 息

，請參見 Sophos Central：SophosInstall.exe command line 

swit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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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安裝步驟 

步驟 1：啟動 IExpress. 在搜尋欄輸入 iexpress.exe，右鍵點擊並

選擇 以系統管理員身份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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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驟 2： 選擇 Create new Self Extraction Directive file 並點擊  

Next。 
 

步驟 3：選擇 Extract files and run an installation command 並點擊 

Next。 
 





153 6. 建立完整安裝檔 
 

 

 

步驟 4：給予這個軟體包一個標題，例如：Sophos Central Full 

Installer。 
 

 

步驟 5：在這個範例中，我們會建立一個與用戶沒有互動的軟體

包。選擇 No prompt 並點擊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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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6：選擇 Do not display a license 並點擊 Next。 

 

步驟 7：選擇 Add 來加入這三個檔案： 

① warehouse.zip ② SophosInstall.exe ③ SophosInstall.v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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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驟 8： 在 Install Program to Launch 頁 面 中 ， 請 在 Install 

Program 處輸入指令 cscript.exe //b //nologo SophosInstall.vbs。 

並請在 Post Install Command 處保持著 <None> 的狀態。 
 

 

步驟 9：選擇 Hidden 的選項並點擊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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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0：選擇 No message 並點擊 Next。 

 

步驟 11： 給予這個軟體包一個名字例如：C:\windows\temp\ 

SophosInstallFull.exe. 並將下方兩個選項都打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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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2：選擇 Yes 來忽略與 windows 95 有關的訊息，並點擊 

Next. 
 

 

步驟 13： 除非需要，否則請選擇 No restart 的選項，並點擊 

Next。 
 



 

 

 

步驟 14：建議您存成 Self Extraction Directive (SED) file 到光碟中，以便未來重新建立軟體包。完成後，點

擊 Next。 

 

步驟 15：在 Create package 的頁面， 點擊 Next 來啟動建立的流程。建立軟體包的流程需要耗費一些時間

，請耐心等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