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olicy Manager Ver.14 
中文操作手冊

企業完整防護解決方案
F-Secure BUSINESS SUITE

市面上唯一6年獲
AV-TEST 最佳防護獎

來自芬蘭32年的
安全經驗



...........................................................  P.004  -  P.008

...........................................................  P.009  -  P.011

..............................................  P.012  -  P.024

..............................................  P.025  -  P.045

......................................................  P.046  -  P.048

................................................  P.049  -  P.050

.................  P.051  -  P.055

.................  P.056  -  P.063

..............  P.064  -  P.067

..............  P.068 -   P.071

............................................................................  P.072  -  P.074

......................................................................  P.075  -  P.077

....................................................................  P.078  -  P.081

............................................................  P.082  -  P.089

.................................................  P.090  -  P.092

........................................................................  P.093  -  P.094

安裝 Policy Manager 

登入 Policy Manager

Policy Manager 操作介面說明

Policy Manager 政策設定說明

常用設定說明 ‒ 排除清單

常用設定說明 ‒ 排程掃描設定

常用設定說明 ‒ 防火牆模組 (CS14 以上版本 ) 設定說明

常用設定說明 ‒ 防火牆模組 (CS13 以下版本 ) 設定說明

常用設定說明 ‒ 網路存取控制 (CS13 以下版本 ) 設定說明

常用設定說明 ‒ 應用程式控制 (CS14 以上版本 ) 設定說明

排程報告

遠端收集日誌

AD 組織同步化

製作客製化安裝檔案

H2DB 資料庫備份及災難復原

資料庫維護

Policy Manager Ver.14  Agenda



安裝 Policy Manager



  ・  F-Secure Policy Manager 安裝介面，請單擊【下一步 (N) >】。

  ・  F-Secure Policy Manager 授權介面，點選【接受此協議 (A)】後，單擊【下一步 (N) >】。

安裝 Policy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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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安裝，請保持預設值並單擊【下一步 (N) >】。
 ・若是僅用於管理的遠端主機，僅需勾選【Policy Manager Console】。
 ・Policy Manager Console 簡稱 PMC，Policy Manager Server 簡稱 PMS。

 ・ 選擇安裝路徑，預設為【C:\Program Files\F-Secure】或【C:\Program Files (x86)\F-Secure】。
 ・可依需求變更安裝路徑，確定後，請單擊【下一步 (N) >】。

安裝 Policy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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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設定登入 PMC 密碼，最少要 6 個字元， 預設帳號為 Admin ， 輸入完成請單擊【下一步 >】。

 ・ PMS 模組設定連接埠：
》 主機模組：預設連結埠為 80 和 443，是主機更新病毒碼、接收管理原則、上傳掃描報告、警示訊息使用。
》 管理員模組：預設連結埠為 8080，是 PMC 在連接 PMS 時使用。
》 Web Reporting 模組：預設連結埠為 8081，是網頁報表使用。

 ・ 限制存取本機：是否只允許本機連線。( 建議不勾選，方便管理人員遠端使用 PMC 連線到 PMS)
 ・ 設定完成後，點選【下一步 >】。

安裝 Policy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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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選元件如沒有問題，請單擊【開始 (S)】進行安裝。

  ・  當進度顯示 已完成：100% 後，出現『綠勾圖示』表示已安裝完成，單擊【下一步 (N) >】。

安裝 Policy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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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裝已完成，請單擊【完成 (F)】。

檢查安裝是否完整，服務是否正常

 ・ 確認 PMS 需要使用的連接埠是否正常運作。
 ・ 在 Windows Server 2008 點選【開始】〉【所有程式】〉【F-Secure Policy Manager】〉【狀態監視】。
 ・ 在 Windows Server 2012、Windows Server 2016，請點選【狀態監視】方塊磚。
 ・ 出現『綠色勾勾』表示連接埠正常運作。
 ・ 若出現『紅色叉叉』時，需確認以下項目：

》 是否相同的連接埠已在使用中而造成衝突。
》 是否使用本機  Administrator 權限進行安裝。
》 如確認後仍出現『紅色叉叉』時，請執行【F-Secure Support Tool】( 支援工具 )，以收集相關紀錄

(fsdiag.tar.gz) 並擷圖後，寄送到 support@t-tech.com.tw，以利確認發生原因。

安裝 Policy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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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 Policy Manager



・ 請單擊 Winidows 視窗介面的【開始】或【旗標】
・ 在 Windows Server 2008 單擊【開始】→【所有程式】→
  【F-Secure Policy Manager】→【F-Secure Policy Manager Console】。

・ 在 Windows Server 2012、Windows Server 2016，
   請單擊【F-Secure Policy Manager Console】方塊磚。

・ 在 Windows Server 2019、單擊【旗標】→
  【F-Secure Policy Manager】→【F-Secure Policy Manager Console】。

・ 若 PMC 及 PMS 位於相同的伺服器上，
   保留預設值 (https://localhost) 即可。

・ 若 PMS 位於不同主機上且管理埠非預設值 8080 時，
   則必須輸入 PMS 所在的 IP 位址以及管理埠     
   例如：https://192.168.0.1:8088；
   https://pms.sample.com:808

・ 預設登入的管理帳號為【admin】，
   請輸入安裝時設定的主控台密碼，點選【登入】。

登入 Policy Manager Cons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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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首次登入 Policy Manager Console，會提示使用不信任的憑證訊息，
‘單擊【繼續】將憑證新增至受信任的憑證清單。

・ 如需輸入 Customer Number，請洽湛揚科技。
・ 如無 Customer Number，則點選【我要在註冊之前評估產品】，
   測試時間為 30 日，到期後則需輸入 Customer Number 才能登入。

・ 請點選【繼續】。

登入 Policy Manager Console

註冊 Policy Manager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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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Manager 
操作介面說明 



  ・  登入後 Policy Manager Console 操作介面，介面各項功能將會依序逐步介紹。

・ 【檔案】選單展開說明
　》 發佈原則：當有原則異動時，需發佈原則，以更新主機原則
　》 捨棄原則變更：將目前所有原則之異動，放棄並還原
　》 結束：離開 PMC

Policy Manager 操作介面

Policy Manager 選單-檔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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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選單展開說明
　》 剪下：將選擇的項目 * 剪下
　》 貼上：貼上選擇的項目 *
　》 刪除：刪除選擇的項目 *
　》 新增原則群組：在目前選擇的原則群組下，新增一個原則群組
　》 新增主機：在目前選擇的原則群組下，新增一個主機
　》 匯入新主機：設定新報到的主機，指定到選定的原則群組下
　》 自動搜尋 Windows 主機：
　   自動搜尋 Windows 網域及主機並派送安裝軟體 ( 使用 AD 或是 NT 網域 )
　》 推送安裝至 Windows 主機：
　   以 IP 位址或主機名稱將安裝軟體派送至特定 Windows 主機
　》 尋找：依選定之原則群組下 ( 即子群組 )，搜尋原則群組或主機等屬性內容
　》 群組 / 主機屬性：簡易顯示目前所選擇的原則群組或主機等屬性
* 項目：指原則群組或是主機

・ 【檢視】選單展開說明
　》 訊息窗格：顯示 / 隱藏 下方視窗 PMC 訊息
　》 在新訊息上開啟：當有新訊息會自動開啟分頁顯示
　》 上一步：回到上一個選擇的原則群組 / 主機 / 原則等畫面，但不數值回復
　》 轉寄：在點選「上一步」之後，方能使用，該功能與「上一步」反之。
　》 父系群組：在該選擇的原則群組 / 主機，執行能回到上一層的原則群組
　》 重新整理：重新整理畫面訊息

Policy Manager 選單-檢視說明

Policy Manager 選單-編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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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單展開說明
　》 安裝封裝：匯入 - 安裝封裝 (jar)，匯出 - 套裝程式 (msi) 等設定
　》 報告中：匯出或檢視 PMC 報表 (html)
　》 正在轉寄警示：指定原則群組 or 主機，進行 (mail、syslog) 轉寄警示通知等設定
　》 正在匯出原則設定：指定原則群組 or 主機，進行原則政策之匯出
　》 正在匯入原則設定：指定原則群組 or 主機，進行原則政策之匯入
　》 變更密碼：目前登入使用者的密碼設定
　》 變更語言： PMC 介面語系的設定
　》 使用者：PMS 使用者權限管理，依不同原則群組，設定帳號 / 密碼等權限管理
　》 伺服器設定：PMS 進階設定 ( 主機連線警示 / 警示及報告 / 郵件伺服器 / 電子郵件警示 
　   / Syslog / 金鑰 / 備份 / 更新緩衝等 )
　》 喜好設定：PMC 進階設定 ( 外觀 / 警示及報告 / 位置 / 推送安裝 / Anti-Virus 等 )

・ 【說明】選單說明
　》 內容：進入 F-Secure 官網 Online Help 頁面
　》 檢查產品更新：檢查目前產品版本狀態與更新
　》 下載：進入 F-Secure 官網產品下載頁面
　》 註冊：輸入 Customer Number 註冊
　》 聯絡資訊：顯示 F-Secure 聯絡訊息
　》 關於 F-Secure Policy Manager Console：顯示 PMS / PMC 版本訊息與版本宣告

Policy Manager 選單-說明

Policy Manager 選單-工具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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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MC 工具列說明
　》 發佈原則
　》 在原則群組 / 主機 / 選項中，回到上一個選擇的原則群組 / 主機 / 選項
　》 在原則群組 / 主機 / 選項中，回到下一個選擇的原則群組 / 主機 / 選項
　》 在原則群組 / 主機中回到上一層原則群組
　》 將選擇的項目剪下
　》 貼上選擇項目
　》 在目前選擇的原則群組下再新增一個原則群組
　》 在目前選擇的原則群組下再新增一個主機
　》 在目前選擇的原則群組 / 主機顯示內容
　》 匯入新安裝的主機
　》 安裝 / 顯示 / 匯出 / 匯入可用的防護套件
　》 自動搜尋區域網路內的 Windows 主機
　》 使用 IP 或是 WINS 解析來進行遠端安裝 Windows 主機

・ 擱置中：已回報中控台但尚未匯入至群組內的主機數
・ 未受管理：依照匯入 AD 組織規則，顯示 AD 組織內還未安裝 F-Secure 產品的主機數
・ 根：根是最頂層的原則群組，在這一層設定的原則，可以套用到它以下的主機或原則群組
・ 原則群組：管理者建立的第二層、第三層原則群組…等等，可繼承上一層的設定，也可自行變更原則
・ 主機：原則群組下的主機，會繼承該群組的原則，也可自行變更原則

原則群組說明

Policy Manager 工具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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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示 PMS 目前病毒碼定義檔的版本以及病毒相關等訊息

・ 顯示目前選擇群組 / 主機的主要的防護狀態

・ 欄位內容說明
　》 即時掃描 / 瀏覽防護 / 軟體更新欄位
　　A. 已啟用：表示該欄位防護已啟用
　　B. 已停用：表示該欄位防護已停用
　　C. 無：表示未安裝該防護模組
　　D. 未知：表示尚未回報
　》 網際網路防護安全性層級欄位
　　A. Mobile / Home / Office / Office, file and printer sharing / 
 　   Strict / Normal / Custom / Allow all / Network Quarantine：
 　   表示在使用那種網際網路防護安全性層級
　　B. 無：表示未安裝防火牆模組
　　C. 未知：表示尚未回報

Policy Manager 狀態-整體防護說明

Policy Manager 摘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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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示目前選擇群組 / 主機的病毒碼更新相關狀態資訊
・ 欄位內容說明
　》 主機：主機名稱
　》 病毒碼定義已更新 / GW 病毒定義已更新 / GW 垃圾郵件定義已更新
　　A. 最近病毒更新時間
　　B. 無：表示未安裝該模組
　　C. 未知：表示尚未回報
　》 病毒定義版本 / GW 病毒定義版本 / GW 垃圾郵件定義版本
　　A. 顯示最近使用的病毒定義檔
　　B. 無：表示未安裝該模組
　　C. 未知：表示尚未回報
　》 AV 更新差異：顯示病毒定義已更新欄位與病毒定義版本欄位的時間差異

・ 顯示目前選擇群組 / 主機的受感染資訊
・ 欄位內容說明
　》 主機：主機名稱
　》 上次感染日期：
　　A. 顯示最近一次發現受感染檔案的日期
　　B. 未知：表示尚未回報
　　C. 無：表示尚未發現
　》 上次感染名稱：
　　A. 顯示最近一次受感染的病毒名稱
　　B. 未知：表示尚未回報
　　C. 無：表示尚未發現

　》 上次受感染的物件：
　　A. 顯示最近一次受感染檔案的程式名稱及路徑
　　B. 未知：表示尚未回報
　　C. 無：表示尚未發現
　》 上次對感染採取的行動：
　　A. 顯示最近一次對受感染病毒檔案的處理方式
　　B. 未知：表示尚未回報
　　C. 無：表示尚未發現
　》 最近的感染：顯示最近偵測到受感染檔案的次數

Policy Manager 狀態-自動更新說明

Policy Manager 狀態-病毒防護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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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示目前選擇群組 / 主機的網際網路防護相關資訊
・ 欄位內容說明
　》 主機：主機名稱
　》 最新攻擊時間戳記：
　　A. 顯示最近一次被攻擊日期時間
　　B. 未知：表示無攻擊資訊
　》 最新攻擊服務：
　　A. 顯示最近一次攻擊的服務
　　B. 未知：表示尚未回報
　　C. 無：表示未安裝網際網路防護模組

　》 最新攻擊來源：
　　A. 顯示最近一次攻擊來源
　　B. 未知：表示尚未回報
　　C. 無：表示未安裝網際網路防護模組
　》 最近的攻擊：顯示最近攻擊次數
　》 最近的攻擊重設時間：顯示最近一次重新設定攻擊次數計數日期

・ 顯示目前選擇群組 / 主機的安裝軟體重大更新狀態資訊
・ 欄位內容說明
　》 主機：主機名稱
　》 狀態：
　　A. 已安裝所有重要更新：重要軟體更新已全部安裝
　　B. 遺失的重大更新：有部份重要軟體更新尚未安裝
　　C. 未安裝：軟體更新模組尚未安裝
　　D. 尚未掃描：尚未掃描重要軟體更新資訊

　》 上次掃描時間：
　　A. 顯示最近一次掃描重要軟體更新的時間
　　B. 無：軟體更新模組尚未安裝
　　C. 未知：尚未掃描重要軟體更新資訊
　》 上次安裝時間：
　　A. 顯示最近一次安裝重要軟體更新的時間
　　B. 無：軟體更新模組尚未安裝
　　C. 未知：尚未掃描重要軟體更新資訊

湛揚科技｜芬-安全總代理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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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示目前選擇群組 / 主機的 F-secure 相關軟體安裝的狀態資訊
・ 欄位內容說明
　》 主機：主機名稱
　》 產品：安裝產品名稱
　》 產品版本：安裝產品版本
　》 產品組建：安裝產品版本的版號
　》 修補程式：有無安裝 F-Secure Hotfix
　》 已安裝網際網路防護 / 已安裝電子郵件掃描 / 已安裝網路流量掃描 / 已安裝瀏覽防護 / 已安裝 DeepGuard
　　A. 是：表示有安裝該模組
　　B. 否：表示沒有安裝該模組

・ 顯示目前選擇群組 / 主機的原則更新相關狀態資訊
・ 欄位內容說明
　》 主機：主機名稱
　》 使用中的原則：顯示『最新的』表示有使用最近一次發佈的原則，『沒有最新的』表示尚未使用最近一次發佈的原則
　》 主機上的原則計數器：主機收到中控台發布原則的次數
　》 伺服器上的原則計數器：中控台發布原則的次數
　》 原則檔案時間戳記：顯示最近一次收到原則發布的日期時間
　》 連線狀態：目前與主控台連線狀況
　》 上次連線：最近一次連線時間

湛揚科技｜芬-安全總代理 20

Policy Manager 狀態-已安裝的軟體說明

Policy Manager 狀態-集中管理說明



・ 顯示目前選擇群組 / 主機的屬性資訊
・ 欄位內容說明
　》 主機：主機名稱
　》 WINS 名稱：WINS 上顯示名稱
　》 DNS 名稱：DNS 上顯示名稱
　》 IP 位置：顯示該台電腦所使用的 IP
　》 作業系統：作業系統名稱
　》 容器辦別名稱：AD 上的記錄位置
　》 別名：主控台上的別名
　》 註解：額外說明顯示

・ 顯示目前選擇群組 / 主機，需要安裝修補程式或更新版本的軟體更新資訊
　》 設定軟體更新程式：切換到【設定】頁面的【軟體更新程式】
　》 顯示非安全性相關的更新：顯示非安全性相關的更新
　》 顯示從自動安裝排除的安全性更新
　》 遺失更新表格：列出需要安裝的軟體更新資訊
　　A. 類別：軟體更新的種類
　　B. 軟體：軟體更新是屬於那個軟體
　　C. 更新說明：軟體更新說明的連結
　　D. CVE ID：常見漏洞和披露代號連結
　　E. Bulletin ID：各軟體更新內建代號
　　F. 狀態：可檢視需要安裝該更新的主機
　》 安裝：可直接發佈安裝軟體更新的指令，讓需要更新的主機透過網際網路或 PMS 下載安裝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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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Manager 狀態-主機屬性說明

Policy Manager 軟體更新說明



・ 顯示目前選擇群組 / 主機，60 天內回報的警示狀況
　》 調整顯示警示天數
　》 警示表格
　　A. 讀取：表示是否已讀取或處理
　　B. 嚴重性：顯示警示訊息的嚴重性層級
　　C. 日期 / 時間：顯示主機產生警示的時間
　　D. 說明：簡短描述警示的原因
　　E. 主機 / 使用者：顯示產生警示的主機及使用者帳號
　　F. 來源：顯示是由 F-Secure 那個產品 / 模組產生警示
　》 警示的完整訊息

・ 顯示目前選擇群組 / 主機，60 天內回報的手動 ( 含排程及命令列 ) 掃描報告
　》 調整顯示手動 ( 含排程及命令列 ) 掃描報告天數
　》 手動 ( 含排程及命令列 ) 掃描報告表格
　　A. 讀取：表示是否已讀取或處理
　　B. 嚴重性：顯示掃描報告的嚴重性層級
　　C. 日期 / 時間：顯示主機產生掃描報告的時間
　　D. 說明：描述掃描報告完成時間
　　E. 主機 / 使用者：顯示產生掃描報告的主機及使用者帳號
　　F. 產品：顯示是由 F-Secure 那個產品 / 模組產生掃描報告
　》 手動 ( 含排程及命令列 ) 掃描報告的完整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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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Manager 警示說明

Policy Manager 掃描報告說明



・ 安裝頁面內容
　》 匯入新主機：匯入新安裝的主機
　》 安裝封裝：安裝 / 顯示 / 匯出 / 匯入可用的防護套件
　》 自動搜尋 Windows 主機：自動搜尋區域網路內的 Windows 主機
　》 推送安裝到 Windows 主機：使用 IP 或是 WINS 解析來進行遠端安裝 Windows 主機
　》 軟體下載：連線到 F-Secure 官網產品下載頁面

・ 已安裝的產品摘要：
　》 產品：產品名稱
　》 版本：版本
　》 計數：安裝數量
　》 動作：可執行的動作
　　A. 修補程式：發佈己匯入在 PMS 中的 F-Secure 修補程式
　　B. 升級：發佈安裝新版本產品
　　C. 修復：重新安裝產品
　　D. 解除安裝：移除 F-Secure 產品

・ 原則式安裝：透過原則發佈安裝執行動作狀態
　》 作業：執行動作摘要
　》 狀態：執行狀態
　》 安裝：執行安裝 / 升級
　》 解除安裝：執行移除 F-Secure 產品
　》 清除列：清除一列執行動作
　》 清除表格：清除全部安裝執行動作
　》 強制表格：強制將表格內容全部套用到目前選擇的群組或群組以內的主機

Policy Manager 安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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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Manager Active Directory說明

Policy Manager 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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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ve Directory 介面說明：
　》 建立同步規則：建立 AD 架構與中控台的同步規則
　》 手動匯入結構：將 AD 架構匯入至中控台
　》 建立通知規則：建立出現新的 AD 架構或主機時的通知規則但不會同步

・ 規則的表格：
　》 已啟用：是否啟用點選中的規則
　》 規則類型：顯示規則類型
　》 Active Directory 伺服器：顯示 AD 伺服器的 IP 位址或是 DNS 名稱
　》 Active Directory 容器：顯示 AD 架構匯入至規則套用的組織節點
　》 目標原則網域：顯示目標網域名稱
　》 狀態：顯示規則狀態

・ 啟用所選規則：啟用表格內所選的規則
・ 立即執行所選規則：立即執行表格內所選的規則
・ 變更所選規則的認證：變更表格內所選規則的帳號認證
・ 刪除所選規則：刪除表格內所選的規則
・ 自動規則的輪詢間隔：表格內全部自動規則的輪詢更新間隔

・ 對選擇的群組 / 主機發指定的原則
　》 更新病毒定義：更新病毒定義檔
　》 掃描病毒和間諜軟體：掃描病毒和間諜軟體
　》 F-Secure Support Tool：遠端收集診斷報告

・ 註：F-Secure Support Tool 只能針對主機發佈的指令原則



Policy Manager 
政策設定說明



Policy Manager 設定-共用圖示說明 

Policy Manager 設定 -文字顏色 / 原則關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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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右上方圖示：
　A. 允許使用者變更：允許在主機介面自行變更該頁面設定
　B. 不允許使用者變更：不允許在主機介面自行變更該頁面設定
2. 上鎖圖示：在主機介面不得變更該項目，
     右方【清除】是清除管理者設定並套用繼承設定或預設設定
　A. 只有上鎖符號為原廠預設圖示
　B. 圓圈上鎖符號為管理者異動圖示
3. 解鎖圖示：在主機介面可以變更該項目，
     右方【清除】是清除管理者設定並套用繼承設定或預設設定
　A. 只有解鎖符號為原廠預設圖示
　B. 藍圈解鎖符號為管理者異動圖示
4. 新增圖示：在表格設定欄位中新增使用
5. 修改圖示：在表格設定欄位中異動使用
6. 清除單列設定：在表格設定中清除特定列使用
7. 清除表格設定：在表格設定中清除全部欄位使用
8. 強制套用單列設定：在表格設定中強制套用特定列使用
9. 強制套用表格設定：在表格設定中強制套用全部欄位使用

・ 文字
　》 黑色文字：表示有異動過的設定值
　》 紅色文字：表示異動設定，但不符合該欄位規範
　》 灰色文字：表示預設設定或繼承設定

・ 整合範例
　》 Policy Manager Server 位址和 HTTP 連接埠：10.10.xx.xxx 和 80 是黑色的表示設定值有異動過
　》 HTTPS 連接埠：666666 是紅色文字表示設定值是錯誤的
　》 主機輪詢間隔：10 是灰色文字表示預設設定或是繼承設定



Policy Manager 設定介面說明

Policy Manager 設定-即時掃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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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 > 設定 
　》 中控台對群組、主機制定原則，各項設定將依序說明。

即時掃描－－－
・ 一般：即時掃描設定
　》 啟用即時掃描：在背景掃描運作中的程式  ( 建議勾選、鎖定，不讓使用者變更 )
　》 啟用 Deep Guard：在背景監控即將運行的程式是否有異常行為  ( 建議勾選、鎖定，不讓使用者變更 )
　》 使用 Security Cloud：將病毒掃描分析的資訊傳至 F-Secure 雲端  ( 請視狀況進行勾選，平常建議關閉 )

・ 要掃描的檔案：對檔案掃描的規則進行設定
　》 要掃描的檔案：可選擇掃描所有檔案
    　A. 所有檔案：掃描所有檔案類型
    　B. 具有這些副檔名的檔案：只掃描指定的副檔名
　》 已包含的副檔名：若要掃描的檔案選擇＜具有這些副檔名的檔案＞，可設定副檔名來進行掃描
　》 切勿掃描包含以下副檔名的檔案：勾選啟用副檔名排除掃描功能
　》 已排除的副檔名：若勾選＜切勿掃描包含以下副檔名的檔案＞，請輸入要排除掃描的副檔名，用空白字元分隔

・ 已從掃描中排除的檔案和應用程式：進行掃描檔案的排除
　》 切勿掃描包含以下檔案和應用程式：啟用排除掃描物件，將會掃描到的檔案進行排除
　》 點選右方的新增，即可增加要排除的檔案或應用程式路徑
　》 阻止使用者新增掃描排除項：選擇是否由使用者新增排除
    　A. 勾選：統一由管理者進行新增排除項，使用者無法新增，並將使用者新增的排除項覆蓋，
　　　選擇不啟用後使用者新增的排除項會回歸。
    　B. 不勾選：由使用者自行新增排除項，管理者也能夠新增排除項並與使用者新增的並列。



Policy Manager 設定-即時掃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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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最佳化磁碟效能，從掃描排除的處理序：將指定程式的相關處理序一併排除的設定
　》 切勿掃描以下處理序：啟用處理序排除掃描功能
　》 排除的處理序：新增要排除的應用程式的完整路徑

・ 針對惡意軟體偵測的動作 ( 工作站 ) : 當工作站的電腦偵測到惡意軟體時，防毒軟體執行的行為設定
　》 自動決定：主機偵測到受感染檔案時，會自動依惡意程式類型來決定處理方式
　》 如果未勾選自動決定對感染病毒檔案執行的動作，則依該選項處理受感染檔案
 　A. 自動重新命名：自動重新命名受感染檔案的副檔名
 　B. 自動刪除：自動刪除受感染檔案
 　C. 自動殺毒：自動清除受感染檔案的病毒
 　D. 掃描後詢問：掃描到受感染檔案後，詢問使用者如何處理
 　E. 僅報告：掃描到受感染檔案後，僅跳出視窗提醒使用者
 　F. 自動隔離：自動隔離受感染檔案
　》 針對間諜軟體的自訂動作 ( 限 13.x 主機 )：如果未勾選自動決定對感染病毒檔案執行的動作，
　   於 13 版的 agent 上偵測到間諜軟體時，會依該選項處理受感染檔案
 　A. 僅報告：掃描到受感染檔案後，僅跳出視窗提醒使用者
 　B. 掃描後詢問：掃描到受感染檔案後，詢問使用者如何處理
 　C. 自動移除：自動刪除受感染檔案
 　D. 自動隔離：自動隔離受感染檔案

・ 針對惡意軟體偵測的動作 ( 伺服器 ) : 當伺服器的電腦偵測到惡意軟體時，防毒軟體執行的行為設定
　》 自動決定：主機偵測到受感染檔案時，會自動依惡意程式類型來決定處理方式
　》 如果未勾選自動決定對感染病毒檔案執行的動作，則依該選項處理受感染檔案
  　A. 自動重新命名：自動重新命名受感染檔案的副檔名
  　B. 自動刪除：自動刪除受感染檔案
  　C. 自動殺毒：自動清除受感染檔案的病毒
  　D. 掃描後詢問：掃描到受感染檔案後，詢問使用者如何處理
  　E. 僅報告：掃描到受感染檔案後，僅跳出視窗提醒使用者
  　F. 自動隔離：自動隔離受感染檔案
　》 針對間諜軟體的自訂動作 ( 限 12.x 主機 )：如果未勾選自動決定對感染病毒檔案執行的動作，
　   於 12 版的 agent 上偵測到間諜軟體時，會依該選項處理受感染檔案
  　A. 僅報告：掃描到受感染檔案後，僅跳出視窗提醒使用者
  　B. 掃描後詢問：掃描到受感染檔案後，詢問使用者如何處理
  　C. 自動移除：自動刪除受感染檔案
  　D. 自動隔離：自動隔離受感染檔案

・ 虛擬化支援：虛擬化環境的掃描設定
　》 卸載檔案掃描 ( 限 14.x 主機 )：安裝 Virtual Security 後，可勾選卸載檔案掃描 
　》  F-Secure Scanning and Reputation Server 位址：輸入安裝 Virtual Security 的虛擬主機 IP 位置
　》 在進階檢視中設定虛擬化支援：移至進階檢視 Virtual Security 設定

・ Celerra AntiVirus Agent：對於 EMC Storage 時掃描的設定
　》 Enable integration with EMC CAVA：若 EMC 作為 NAS 時，勾選此選項則可以啟動該防毒的功能



手動掃描－－－

・ 檔案掃描：手動掃描時的掃描設定
　》 要掃描的檔案：可選擇掃描所有檔案
 　A. 所有檔案：掃描所有檔案類型
 　B. 具有這些副檔名的檔案：只掃描指定的副檔名
　》 已包含的副檔名：若要掃描的檔案選擇＜具有這些副檔名的檔案＞，可設定副檔名來進行掃描
　》 掃描壓縮檔案內部 (zip、arj、lzh)：掃描壓縮檔內的檔案
　》 啟用排除的副檔名：啟用副檔名排除掃描功能
　》 已排除的副檔名：當勾選＜啟用排除的副檔名＞後，可編輯掃描時排除的副檔名類型的檔案，使用空白字元分隔
　》 啟用排除的檔案和資料夾：當勾選時則啟用排除掃描物件
　》 設定從手動掃描中排除的檔案和資料夾：會跳轉到即時掃描的＜已從掃描中排除的檔案和應用程式＞
　》 對感染病毒檔案執行的操作：當掃描到病毒時，依該選項處理受感染檔案
 　A. 自動重新命名：自動重新命名受感染檔案的副檔名
 　B. 自動刪除：自動刪除受感染檔案
 　C. 自動殺毒：自動清除受感染檔案的病毒
 　D. 掃描後詢問：掃描到受感染檔案後，詢問使用者如何處理
 　E. 僅報告：掃描到受感染檔案後，僅跳出視窗提醒使用者
 　F. 自動隔離：自動隔離受感染檔案

・ 排程掃描：依照排程的設定自動執行掃描的任務
　》 點選右方的新增來設定掃描的排程
 　A. 名稱：掃描計畫的名稱
 　B. 排程參數：執行定時任務的命令行類型設定和參數
 　C. 工作類型：指定要掃描的內容
 　D. 工作類型特定參數：可對於工作類型的內容設定掃描參數
　》 允許使用者計畫掃描：勾選後使用者可以自行設定排程掃描，但僅限 13 版以下的版本
　》 允許使用者略過計劃的掃瞄：勾選後使用者可以取消 ( 略過 ) 排程的掃瞄
　》 低優先序進行掃描：勾選則表示使用比較低的負載來進行掃描
　》 僅掃描已知檔案類型：勾選則表示則不會掃描未知的副檔名
　》 掃描壓縮檔案：當勾選時會掃描壓縮檔內的檔案

Policy Manager 設定-手動掃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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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Manager 設定-間諜軟體控制說明

Policy Manager 設定-隔離管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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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諜軟體控制：間諜軟體設定
　》 排除在間諜軟體掃描之外的應用程式：從【主機報告的間諜軟體及危險軟體】清單中，排除不處理的應用程式
 　A. 間諜軟體或危險軟體名稱：間諜軟體或是危險軟體名稱顯示
　》 主機報告的問諜軟體及危險軟體：從用戶端回報到主控台的間諜軟體及危險軟體清單
 　A. 間諜軟體或危險軟體名稱：間諜軟體或是危險軟體名稱顯示
 　B. 類型：間諜軟體或危險軟體分類
 　C. 嚴重性：間諜軟體或危險軟體的嚴重性
 　D. 主機：回報間諜軟體或危險軟體的主機名稱
 　F. 狀態：間諜軟體或危險軟體處理狀況
 　A. 日期 / 時間：回報間諜軟體或危險軟體的時間、日期
　》 排除應用程式：排除主機報告的間諜軟體及危險軟體表格中的應用程式
　》 允許使用者定義許可的間諜軟體項目：設定是否允許讓使用者決定如何處理偵測到的間諜程式
 　A. 不允許：不允許使用者決定如何處理間諜程式
 　B. 允許擁有管理權限的使用者：允許有管理員權限的使用者決定如何處理間諜程式
 　C. 允許全部使用者：允許所有的使用者決定如何處理間諜程式

・ 隔離管理：管理隔離的惡意程式
　》 隔離內容：主機隔離的惡意程式表格，可選擇釋放或刪除
 　A. 惡意軟體類型：惡意程式分類
 　B. 惡意軟體名稱：惡意程式名稱
 　C. 檔案路徑：在主機被偵測到的路徑及檔名
 　D. 報告主機計數：回報感染該病毒的主機數量
　》 對隔離的物件執行的動作：對於被隔離的物件如何處理的表格
 　A. 動作：處理方式
 　B. 惡意軟體類型：惡意程式分類
 　C. 惡意軟體名稱：惡意程式名稱
 　D. 檔案路徑：在主機被偵測到的路徑及檔名
 　E. 仍然報告主機：仍在處理的主機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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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火牆：設定防火牆功能 
・ 防火牆功能設定
　》 14.x 用戶端：安裝 CS14 版須選擇 14.x 用戶端進行設定
　》 啟用防火牆：啟用防火牆功能
　》 主機設定檔：選擇要套用的防火牆設定檔
　》 自動選取防火牆設定檔：啟用自動選取防火牆設定檔
　》 設定防火牆設定檔的自動選取：設定不同環境套用不同的防火牆設定檔
 ・ 防火牆規則設定
　》 正在編輯中的設定檔：設定群組 / 主機網路防護所採用的安全性層級 ( 建議選擇 Office , file and printer sharing) 
　》 Mobile( 預定義 )：行動
　》 Office , file and printer sharing( 預定義 )：辦公室 / 檔案共用的辦公室
　》 自訂的設定檔
　》 複製：新增自訂設定檔需用複製進行設定
　》 重新命名：重新命名設定檔名稱
　》 刪除：刪除設定檔
　》 防火牆封鎖新應用程式時通知使用者：防火牆封鎖應用程式時通知使用者已封鎖應用程式

　》 忽略所有未列於此設定檔的防火牆規則：
　   未列於該設定檔的防火牆規則都會忽略掉
　》 封鎖所有入埠連線：所有連入的 port 都封鎖
　》 未知的入埠連線：不明的入埠連線選擇允許或封鎖
 　A. 允許
 　B. 封鎖
　》 未知的出埠連線：不明的出埠連線選擇允許或封鎖
 　A. 允許
 　B. 封鎖
　》 防火牆規則：防火牆規則清單
 　A. 已啟用：啟用防火牆規則
 　B. 名稱 / 註解：防火牆規則註釋
 　C. 類型：防火牆規則允許或拒絕流量
 　D. 服務：防火牆規則管制的服務
 　E. 遠端主機：防火牆規則管制要連線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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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設定網路服務：設定網路服務的協定
 ・ 網路隔離：網路隔離設定
　》 啟用網路隔離：啟用網路隔離功能
　》 啟動網路隔離的病毒定義時間：當病毒碼過超過多少天未更新，則進行網路隔離
　》 如果停用即時掃描，則啟動主機上的網路隔離：當即時掃描功能停止時，啟動網路隔離

 ・ 防火牆：設定防火牆功能
 ・ 防火牆功能設定
　》 13.x 用戶端：安裝 CS13 版以下須選擇 13.x 用戶端進行設定
　》 啟用防火牆：啟用防火牆功能
　》 主機安全性層級：設定群組 / 主機網路防護所採用的安全性層級 ( 建議選擇 Office , file and printer sharing) 
 　A.Mobile：行動
 　B.Home：家庭
 　C.Office：辦公室
 　D.Office , file and printer sharing：辦公室 / 檔案共用的辦公室
 　E.Strict：嚴格
 　F.Normal：一般
 　G.Custom：自訂
 　H.Allow all：全部允許
 　I.Network Quarantine：網路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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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設定防火牆安全性層級：至進階模式的防火牆安全性層級表預設的防火牆安全層級表格 ( 請勾選 42 officelan)
 　A.ID：防火牆安全性層級的代號
 　B. 名稱：防火牆安全性層級顯示名稱
 　C. 說明：防夾牆安全性層級意思解說或註釋
 　D. 篩選模式：防火牆安全性層級的封包過濾模式
 　E. 已啟用：防火牆安全性層級是否啟用
　》 設定安全性層級自動選擇：切換到進階檢視設定自動切換安全性層級
　》 允許受信任的介面：允許信任的網路介面卡，則透過該網路介面卡的流量不會掃描
 ・ 防火牆規則：防火牆規則
　》 正在編輯網際網路防護安全性層級：選擇群組 / 主機網路防禦的安全層級來修改
 　A.Mobile：行動
 　B.Home：家庭
 　C.Office：辦公室
 　D.Office , file and printer sharing：辦公室 / 檔案共用的辦公室
 　E.Strict：嚴格
 　F.Normal：一般
 　G.Custom：自訂
 　H.Network Quarantine：網路隔離
　》 防火牆規則：防火牆規則清單
 　A. 已啟用：啟用防火牆規則
 　B. 名稱 / 註解：防火牆規則註釋
 　C. 類型：防火牆規則允許或拒絕流量
 　D. 服務：防火牆規則管制的服務
 　E. 遠端主機：防火牆規則管制要連線主機
 　F. 傳送警示：當符合防火牆規則時要發送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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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允許使用者定義新規則：如勾選則允許使用者自行定義新規則，指定新位置可顯示使用者定義新規則的區塊
　》 設定防火牆服務：防火牆服務
  　A. 唯一名稱：防火牆服務名稱
  　B. 通訊協定：網路通訊協定
  　C. 啟動器連接埠：啟始封包所使用的連接埠
  　D. 回應程式連接埠：回應封包所使用的連接埠
  　E. 允許非單點傳送封包：是否允許非單點傳送封包
  　F. 註解：服務解釋
  　G. 類別：防火牆服務使用的類別號碼，同樣的防火牆服務，
　   要使用多個類別號碼，需新增成另一個服務
  　H. 電子郵件篩選：防火牆所使用的封包篩選
  ・ 網路隔離：網路隔離設定
　》 啟用網路隔離：啟用網路隔離功能
　》 啟動網路隔離的病毒定義時間：當病毒碼過超過多少天未更新，則進行網路隔離
　》 如果停用即時掃描，則啟動主機上的網路隔離：當即時掃描功能停止時，啟動網路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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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存取控制：網路存取控制
　》 啟用網路存取控制：啟用網路存取控制功能
　》 已知應用程式的應用程式規則：
　   已確認會使用網路的應用程式以及設定的規則
  　A. 發佈者：發佈應用程式的單位
  　B. 應用程式：應用程式名稱
  　C. 版本：應用程式版本
  　D. 做為用戶端 ( 輸出 )：應用程式封包輸出管制
  　E. 做為伺服器 ( 輸入 )：應用程式封包輸入管制
  　F. 說明：應用程式註釋
  　G. 訊息：應用程式封包管制被觸發時，所要顯示的訊息

　》 主機通報的未知應用程式：
　   從用戶端回報有使用網路的應用程式，但尚未確認的清單
  　A. 發佈者：發佈應用程式的單位
  　B. 應用程式：應用程式名稱
  　C. 版本：應用程式版本
  　D. 說明：應用程式註釋
  　E. 主機：使用應用程式的主機

・ 網路存取控制：網路存取控制
　》 報告新的未知應用程式：回報新進未確認會使用網路的應用程式
　》 用戶端應用程式預設的行動：主機有未確認的對外連線應用程式處理動作 ( 建議選擇允許 )
 　A. 拒絕：阻擋網路連線行為
 　B. 允許：允許網路連線行為
 　C. 使用者決定：使用者自行決定
　》 伺服器應用程式預設的行動：主機有未確認的提供服務應用程式處理動作 ( 建議選擇允許 )
 　A. 拒絕：阻擋網路連線行為
 　B. 允許：允許網路連線行為
 　C. 使用者決定：使用者自行決定

・ 自動決定：自動決定設定
　》 不要提示掃描引擎已識別的應用程式：不顯示已經被掃描引擎確認的程式

・ 給使用者的訊息：用戶端訊息設定
　》 顯示未知應用程式的預設訊息：偵測到未確認會使用網路的應用程式，是否要顯示訊息
　》 定義預設訊息：開啟設定預設訊息介面，定義預設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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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程式控制：應用程式控制功能說明
　》 啟用應用程式控制：啟用應用程式控制功能
　》 主機設定檔：選擇要套用的應用程式設定檔
　》 檢視應用程式控制警示：
　   切換至警示介面並顯示應用程式控制的相關警示
　》 正在編輯中的設定檔：
　   編輯群組 / 主機應用程式控制所採用的設定檔
 　A.Default( 預定義 )：
　     默認，基本設定檔，唯讀無法進行變更
 　B. 自定義設定檔

　》 排除規則：顯示設定檔所設定的規則清單
　》 已啟用：啟用或關閉設定檔設定的規則
　》 名稱 ：顯示該規則設定的名稱
　》 動作：應用程式控制的規則動作為允許、封鎖或報告
　》 事件：應用程式控制的規則觸發媒介
　》 條件：應用程式控制的規則觸發條件
　》 說明：應用程式控制的規則設定說明
　》 向上移動：向上移動調整觸發規則的順序
　》 向下移動：向下移動調整觸發規則的順序
　》 新增規則：建立新的規則
　》 編輯規則：將已建立的規則進行編輯
　》 移除規則：將已建立的規則進行移除

　》 複製：新增自定義設定檔
　》 重新命名：重新命名設定檔名稱
　》 刪除：刪除設定檔
　》 適用於不受信任的應用程式的預設規則：
　   有未確認的應用程式執行時的處理動作 ( 建議選擇允許 )
 　A. 允許
 　B. 封鎖
 　C.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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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軟體更新程式：對主機內所安裝程式，進行更新、修補
 ・ 一般：一般設定
　》 啟用軟體更新程式：
　   啟用軟體更新程式功能，來更新、修補程式
　》 從 Policy Manager 下載軟體更新：
 　A. 始終：總是從 PMS 下載更新程式
 　B. 如有可能：嘗試先從 PMS 下載更新程式，
　　  如果沒有則從網際網路下載更新程式
 　C. 從不：總是從網際網路下載更新程式

　》 安裝後重新啟動：安裝完成後，是否重新啟動
 　A. 詢問使用者：系統將提示使用者重新啟動電腦
 　B. 強制重新啟動：系統將強制重新啟動電腦
　》 該時間後強制重新啟動：
　   系統在安裝更新完成後的多久時間，會強制重新啟動電腦

・ 自動安裝：自動安裝更新、修補程式設定
　》 自動安裝安全性更新：自動安裝安全性更新設定
 　A. 全部：安裝所有的安全性更新
 　B. 重大和重要：僅安裝重大和重要的安全性更新
 　C. 重大：僅安裝重大的安全性更新
 　D. 無：不安裝安全性更新
　》 安裝週期：選擇安裝的週期，每天、每週日、每週一、
　   每週二、每週三、每週四、每週五、每週六可選擇
　》 安裝時間：選擇安裝的時間，每整點可選擇

 ・ 將軟體從自動安裝中排除：從自動安裝更新程式中，排除不要更新的程式
　》 將軟體從自動安裝中排除：將軟體從自動安裝中排除表格
 　A. 活動：是否啟用選擇的排除軟體更新
 　B. 軟體：要排除軟體更新的名稱
 　C.Bulletin ID：要排除軟體更新的內建代號
 　D. 註解：軟體的說明
 　E. 相符更新：檢視符合軟體名稱或 Bulletin ID 的更新程式
　》 不允許使用者變更：不允許使用者變更將軟體從自動安裝中排除表格
　》 在進階檢視中設定軟體更新程式：切換到進階檢視，設定軟體更新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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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Guard：加強對資料夾與檔案的防護
　》 開啟 DataGuard 保護：啟用 DataGuard 功能

・ 受保護的數據資料夾：目標資料夾保護設定
　》 DataGuard 保護資料夾：DataGuard 保護資料夾清單
 　A. 已啟用：啟用 DataGuard 保護資料夾
 　B. 資料夾 ：目標資料夾名稱
 　C. 註解：DataGuard 保護目標資料夾的說明

・ 監視對使用者資料的修改：允許信任應用程式修改保護資料設定
　》 監視對受 DataGuard 保護之檔案與資料夾作出修改的應用程式：啟用監視修改之應用程式
　》 不受信任應用程式的動作：對不受信任的應用程式試圖修改保護資料的對應動作
 　A. 報告
 　B. 封鎖
　》 檢視 DataGuard 警示：切換至警示介面並顯示 DataGuard 警示
　》 自動發現信任的應用程式：自動找到可修改保護資料的信任應用程式

　》 受信任應用程式清單：允許修改受保護資料的受信任應用程式清單
 　A. 已啟用：啟用受信任應用程式的允許
 　B. 應用程式 ：信任的應用程式路徑
 　C. 註解：受信任應用程式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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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網路流量掃描：網頁 ( 僅 HTTP 通訊協定 ) 流量掃描
  ・ HTTP 掃描：網頁掃描設定
　》 已啟用 HTTP 掃描：啟用網頁 ( 僅 HTTP 通訊協定 ) 流量掃描
  　A. 所有內容類型：掃描所有檔案類型
  　B. 所有內容類型 ( 已排除者除外 )：掃描所有檔案類型，  
　　   除了在進階檢視中設定的排除的內容類型清單
  　C. 僅包含的內容類型：
　　   只有掃描在進階檢視中設定的包含的內容類型清單
  　D. 已停用：不啟用 HTTP 掃描
　》 在進階檢視中設定包含的內容類型：
　   切換到進階檢視，設定掃描時要包含的檔案類型
　》 在進階檢視中設定排除的內容類型：
　   切換到進階檢視，設定掃描時要排除的檔案類型

　》 在進階檢視中設定排除的應用程式：切換到進階檢視，設定掃描時要排除的應用程式
  ・ 進階保護：進階保護設定
　》 封鎖網頁內容：啟用封鎖網頁內容
  　A. 所有內容類型 ( 已排除者除外 )：掃描所有檔案類型，但不掃描排除的內容類型清單內的類型
  　B. 包含的內容類型：只掃描在包含的內容類型表格內的類型
  　C. 已停用：不啟動封鎖網頁內容
　》 包含的內容類型：包含的內容類型表格
  　A. 活動：是否啟用表中所選取的項目
  　B. 內容類型：指定網際網路媒體類型
  　C. 檔名 / 副檔名：指定的檔名或副檔名
  　D. 說明：內容類型的說明

  ・ 傀儡電腦網路封鎖程式：設定阻擋 Botnet
　》 DNS 查詢篩選：偵測到傀儡網路 DNS 查詢的動作
  　A. 允許所有查詢
  　B. 封鎖不安全的查詢
  　C. 封鎖不安全和可疑的查詢
  　D. 僅允許安全的查詢
　》 DNS 查詢篩選警示：
　   偵測到傀儡網路流量的警示訊息
  　A. 無警示
  　B. 資訊
  　C. 警告
  　D.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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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進階保護：進階保護設定
　》 不允許使用者變更：不允許使用者變更包含的內容類型表格
  ・ 排除的內容類型：排除的內容類型設定
　》 排除的內容類型：排除掃描的網頁內容類型表格
  　A. 活動：是否啟用表中所選取的項目
  　B. 內容類型：指定網際網路媒體類型
  　C. 檔名 / 副檔名：指定的檔名或副檔名
  　D. 說明：內容類型的說明
　》 不允許使用者變更：不允許使用者變更排除掃描的網頁內容類型表格
  ・ 信任的網站：允許存取網站設定
　》 僅適用 CS13.x 版主機
　》 信任的網站：信任的網站表格
  　A. 伺服器位址：輸入信任的網站 例如：http://192.168.0.1/*；http://sare.sample.com/*
  　B. 註解：伺服器位址欄位的註記
　》 不允許使用者變更：不允許使用者變更信任的網站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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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瀏覽防護：瀏覽器瀏覽網頁防護
  ・ 一般：一般設定
　》 已啟用瀏覽防護：啟用瀏覽防護功能
  ・ 信譽型防護：網頁信譽防護設定
　》 封鎖有害網站：封鎖對網站有害的存取
　》 封鎖可疑的網站：封鎖對網站可疑安全性資訊的存取，僅適用 CS14 版主機
　》 封鎖禁止的網站：封鎖對網站禁止瀏覽的存取，僅適用 CS14 版主機
　》 顯示掃尋引擎結果 (Google、Yahoo 等 ) 的評等：在搜尋引擎所搜尋的網頁結果，顯示評估資料
　》 允許使用者繼續瀏覽封鎖的網頁：允許使用者繼續進入被阻擋的網頁

  ・ 連線控制：控管隱私網站的連線
　》 已啟用連線控制：啟用連線控制功能
　》 切勿中斷使用中的網際網路連線：如果在連線控制啟用時不想停止其他使用中的網際網路連線，則使用該設定
　》 隱私受保護的網站：加入需要保護隱私網站表格
  　A. 已啟用：啟用信任網站的連線控制功能
  　B. 位址：輸入信任網站的位址
      例如：www.sample.com；sample.com
 　》 不允許使用者變更：不允許使用者編輯保護隱私網站表格內容
 　》 在進階檢視中設定瀏覽保護：切換到進階檢視，設定瀏覽保護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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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b 內容控制：網頁內容控制
  ・ 類別控制：類別控制設定
　》 已啟用網頁內容控制：啟用網頁內容控制功能
　》 不允許的網站類別：不允許的網頁類別表單，依照勾選啟用的類別比照雲端資料進行封鎖
　》 不允許使用者變更：不允許使用者變更不允許的網頁類別表單

  ・ 信任的網站：允許存取網站設定
　》 信任的網站：信任的網站表格
  　A. 已啟用：該允許網站是否啟用
  　B. 位址：輸入允許網站的位址 例如：www.sample.com；sample.com
　》 不允許使用者變更：不允許使用者變更信任的網站表格
  ・ 不允許的網站：不允許存取網站設定
　》 不允許的網站：不允許網站表格
  　A. 已啟用：該不允許網站是否啟用
  　B. 位址：輸入不允許網站的位址 例如：www.sample.com；sample.com
　》 不允許使用者變更：不允許使用者變更不允許網站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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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裝置控制：硬體存取控制
  ・ 一般：一般設定
　》 已啟用裝置控制：啟用裝置控制
　》 裝置封鎖時傳送警示：指定封鎖裝置時傳送的警示類型，管理員將收到對應類型的警示
  　A. 警告
  　B. 資訊
  　C. 無警示
  　D. 安全性
  ・ 卸除式儲存裝置：外接式硬體設定
　》 允許寫入權限：不允許寫入權限時，使用者無法將資料寫入至卸除式儲存裝置，如 USB 快閃磁碟機。
　》 允許可執行檔執行：禁用可執行檔時，使用者無法啟動大量儲存裝置中的任何二進位檔。自動執行亦已禁用。
  ・ 裝置存取規則：裝置存取規則清單
  　A. 活動：指示規則使用中
  　B. 顯示名稱：向管理員顯示的規則名稱
  　C. 硬體 ID：識別裝置的字串 ( 裝置 ID、硬體 ID、相容 ID 或類別 GUID)。
  　D. 存取層級：裝置的存取層級
  　E. 註解：補充說明
  ・ 不允許使用者變更：除管理員外，禁止使用者進行修改

  ・ 警示傳送：警示傳送
　》 僅適用 CS13 版主機
  ・ 一般：一般設定
　》 警示語言：警示訊息的語系
  ・ 電子郵件警示傳送：電子郵件傳送警示
　》 電子郵件伺服器位址 (SMTP)：
　   透過郵件伺服器發送信件，輸入郵件伺服器位址
　》 電子郵件寄件者位址 (SMTP)：寄件者的電子郵件位址
　》 電子郵件主旨：郵件的主旨
  ・ 轉寄警示：警示轉送設定
　》 不允許使用者變更：不允許使用者變更轉寄警示訊息表格
　》 轉寄警示：轉寄警示訊息表格
  　A. 嚴重性：警示訊息層級
  　B.F-Secure Policy Manager：將警示傳送到主控台
  　C. 本機使用者介面：在主機顯示警示訊息
  　D. 電子郵件：電子郵件收件者設定
  　E. 事件檢視器：在 Windows 系統事件記錄警示訊息
  　F. 系統記錄器，syslog：Linux 系統事件記錄警示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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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集中管理：集中管理設定
　》 Policy Manager Server：輸入 PMS 的 IP 位置
　》 HTTP 連接埠：輸入 HTTP 使用的連接埠
　》 HTTPS 連接埠：輸入 HTTPS 使用的連接埠
　》 主機輪詢間隔：用戶端每間隔多久跟 PMS 同步
　》 用來將 Policy Manager 內容快取到 Proxy 中以減少伺服器的附載

  ・ 集中管理：集中管理設定
　》 對於代程式新的更新啟用或停用自動檢查，可設定自動更新代理程式檢查中繼伺服器是否有新更新的頻率
　》 控制用戶端是否在無法存取 Policy Manager Proxy 時嘗試直接存取 Policy Manager Server
　》 指定是否允許自動更新代李程式連線至 F-Secure Update Server
　》 控制用戶端是否從同一 LAN 中的用戶端中尋找更新
　》 控制用戶端是否偵聽並回應鄰近傳送查詢，並提供新的下載
　》 用於鄰近傳送 UDP 查詢的連接埠
　》 設定自動更新代理程式到更新伺服器或 PM Proxy 的所有連線都會透過 HTTP Proxy 進行
　》 使用者定義的 HTTP Proxy 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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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集中管理：集中管理設定
　》 指定工作站的使用者是否能看到防毒傳單、重啟對互和其他產品的通知
　》 指定伺服器使用者是否能看到防毒傳單、重啟對互和其他產品的通知
　》 指定使用者是否能解除所有芬安全產品
　》 設定解除安裝的密碼
　》 允許使用者變更全部設定
　》 不允許使用者變更全部設定



常用設定說明
排除清單

即時掃描和手動掃描、處理序



　》 請選擇要設定的群組
　》 請選擇【設定】
　》 請選擇【即時掃描】
　》 請選擇【已從掃描中排除的檔案和應用程式】的【新增】
　》 請選擇【檔案路徑】、【資料夾路徑】或【應用程式 SHA-1】
　》 請輸入【目標檔案名稱】、【目標路徑】或【應用程式 Hash 值】，
　   例如：c:\pagefile.sys；pagefile.sys；c:\abc\；*\\abc\\*
　》 請選擇【確定】
　》 請確認已新增成功
　》 變更後請按【發佈原則】

　》 請選擇要設定的群組
　》 請選擇【設定】
　》 請選擇【即時掃描】
　》 請選擇【為最佳化磁碟效能，從掃描中排除的處理序】，並輸入【目標完整路徑】，
　   例如：”c:\program files\f-secure\anti-virus\fssm32.exe”；
　　　　   ”%programfiles%\f-secure\anti-virus\fsav.exe”
　》 變更後請按【發佈原則】

排除清單 ‒ 即時掃描和手動掃描

排除清單 ‒ 處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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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選擇要設定的群組
　》 請選擇【設定】
　》 請選擇【手動掃描】
　》 請選擇【排程掃描】的【新增】
　》 產生新的排程任務，欄位說明如下
  　A. 名稱：排程名稱
  　B. 排程參數：排程時間參數
　　　   ａ. /tHH:MM：/t 為開始時間，後面接時、分，24 小時制
　　　   b. /bYYYY-MM-DD：/b 為這個排程啟用時間，後面接年、月、日，採用西元制
　　　   c. /eYYYY-MM-DD：/e 為這個排程停用時間，後面接年、月、日，採用西元制
　　　   d. /rREPEATE_MODE：/r 為排程循環模式，可設定參數如下：
　　　   　　ａ) daily：每日掃瞄
　　　   　　b) weekly：每周掃瞄
　　　   　　c) monthly：每月掃瞄
　　　   e. /sDATE：配合 /r 的循環模式，如果設定 /rweekly，則 /s 可以設定 /s1-s7，
　　　　   如果設定 /rmonthly，則 /s 可以設定 /s1-s31
範列：
 /t19:00 /b2017-1-1 /rweekly：從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每周的晚上七點開始排程掃描
 /ti30：每天電腦無工作 30 分鐘後，執行排程掃描
 /t18:00 /rmonthly /s5 /s15 /s25：每月 5 日、15 日、25 日的晚上六點，執行排程掃描
 /rdaily /t20:41：每天晚上 8:41 執行排程掃描
  　C. 工作類型：排程任務類型
　　　   ａ. 一般
　　　   b. 用於更新的輪詢
　　　   c. 掃描本機磁碟

排程掃描設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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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程掃描設定



排程掃描設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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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工作類型特定參數：排程任務指定參數，預設路徑為 F-Secure 安裝路徑 \Anti-Virus\，
　　   可直接輸入 fsav.exe 並加入下列參數
　　　   ａ. 掃描路徑為第一個參數，支援多路徑。
　　　   b. /ALL：掃描所有檔案。
　　　   c. /APPEND：附加到現有報告檔案。
　　　   d. /ARCHIVE：掃描內部 .ZIP、.ARJ 和 .LZH 檔案。
　　　   e. /BEEP：發現病毒時發出報警聲。
　　　   f. /DELETE：刪除已感染的檔案。
　　　   g. /DISINF：清除病毒。
　　　   h. /EXT=：用於掃描的檔案副檔名清單。
　　　   i. /HARD：掃描硬碟。
　　　   j. /HELP：顯示可用參數。
　　　   k. /LIST：列出所有已檢查的檔案。
　　　   l. /NOBOOT：不掃描開機磁區。
　　　   m. /POLICY：從原則讀取掃描參數。
　　　   n. /QUAR：隔離已感染的檔案。
　　　   o. /RENAME：重新命名已感染的 COM/EXE 檔案。
　　　   p. /REPORT=：傳送輸出到檔案。
　　　   q. /ROOTKIT：對系統執行 Rootkit 掃描。
　　　   r. /SILENT：無輸出。
　　　   s. /SPYWARE：掃描指定路徑中間諜軟體。
　　　   t. /SYSTEM：掃描主機查找作用中的病毒
　　　   u. /USEACCOUNT：始終使用命令列掃描程式帳戶進行掃描。
　　　   v. /VERSION：顯示掃描程式版本資訊。
　　　   ・ 例如：掃描 C: 下所有的檔案及系統運作程式、並偵測間諜軟體、rootkit，然後採取清除病毒動作，
　　　　  最後產生 C:\avscan.log：fsscan c:\ /all /rootkit /spyware /system /disinf /report=c:\avscan.log
　》 變更後請按【發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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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牆模組 (CS14 以上版本 )

設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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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頁面用來設定防火牆的規則
  ・管理上可對於不允許連線的位址或是允許使用的服務 ( 連接埠 ) 作控管。
  ・ 這裡以允許 10.10.0.0/24 為範例
　》 選擇要設定的群組
　》 請點選【設定】
　》 請點選【防火牆】
　》 請選擇 14.x 用戶端
　》 請選擇【複製】office 設定檔
　》 請輸入修改名稱
　》 請點選【確認】

  ・ 此頁面用來設定防火牆的規則
  ・ 管理上可對於不允許連線的位址或是允許使用的服務 ( 連接埠 ) 作控管。
  ・ 這裡以允許 10.10.0.0/24 為範例
　》 請確認為剛【複製】的設定檔
　》 請點選【新增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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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設定規則名稱以利區分規則內容
　》請輸入【名稱】
　》請點選【允許】
　》請點選【下一步】

  ・ 此頁面用來設定防火牆所需要控管的通訊協定以及進出的方向性。
【服務】：所要規範的通訊協定 ( 如：HTTP 或 HTTPS)，若設定全部流量是指所有的通訊協定。
【方向】：
　　　　　　【→】：表示使用者主機連線到遠方主機。
　　　　　　【←】：表示遠方主機連線到使用者主機。
　　　　　　【↔】：表示雙向連線。
  ・ 這裡以允許 10.10.0.0/24 為範例
　》請點選【新增】
　》請點選【ALL】
　》請點選【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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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裡以允許 10.10.0.0/24 為範例， 
　》請點選【指定的遠端主機：】
　》請輸入【10.10.0.0/24】
　》請點選【下一步】

  ・  範圍設定選項
　　應用程式路徑：輸入適用於應用程式的路徑
　　Windows 服務名稱：輸入適用於 Windows 服務的名稱
  ・  該規則適用於以下網路介面類型
　　所有介面類型：適用於所有網路介面
　　所選介面類型：選擇適用於哪種網路介面類型
  　　　A. 區域網路
  　　　Ｂ. 遠端存取
  　　　Ｃ. 無線
  ・  這裡以允許 10.10.0.0/24 為範例
　》請點選【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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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頁面用來設定防火牆的規則
  ・  管理上可對於不允許連線的位址或是允許使用的服務 ( 連接埠 ) 作控管。
  ・  這裡以允許 10.10.0.0/24 為範例
　》請確認已新增規則
　》請點選【主機設定檔】為自訂的設定檔
　》變更後請按【發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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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頁面用來設定防火牆的規則
  ・  管理上可對於不允許連線的位址或是允許使用的服務 ( 連接埠 ) 作控管。
  ・  這裡以允許 10.10.0.0/24 和允許服務為範例
　》選擇要設定的群組
　》請點選【設定】
　》請點選【防火牆】
　》請選擇 13.x 用戶端
　》請選擇要設定的防火牆層級
　》請點選【新增於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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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裡以允許服務為範例
　》請點選【允許】
　》請點選【下一步】

  ・  這裡以允許服務為範例
　》請點選【任何遠端主機】
　》請點選【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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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頁面用來設定防火牆所需要控管的通訊協定以及進出的方向性。
【服務】：所要規範的通訊協定 ( 如：HTTP 或 HTTPS)，若設定全部流量是指所有的通訊協定。
【方向】：
　　　　　　【→】：表示使用者主機連線到遠方主機。
　　　　　　【←】：表示遠方主機連線到使用者主機。
　　　　　　【↔】：表示雙向連線。
  ・  這裡以允許服務為範例
　》請點選【新增】，共點選四次
　》請點選服務的下拉式選單，並分別選擇【PPTP】、【L2TP】、【AH】、【ESP】、【GRE】
　》請點選【下一步】 

  ・  進階設定選項
　　傳送警示：使用規則時需警示的類型
　　警示設陷：警示種類
　　警示註解：警示描述
　　入埠的警示：封包傳入類型警示
　　旗標：填加旗標
  ・  這裡以允許服務為範例
　》請點選【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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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設定規則名稱以利區分規則內容
  ・  這裡以允許服務為範例
　》請在【規則註解】中輸入規則名稱
　》請點選【完成】

  ・  此頁面用來設定防火牆的規則
  ・  管理上可對於不允許連線的位址或是允許使用的服務 ( 連接埠 ) 作控管。
  ・  這裡以允許 10.10.0.0/24 為範例
　》請確認已新增規則
　》請點選【新增於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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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裡以允許 10.10.0.0/24 為範例
　》請點選【允許】
　》請點選【下一步】

  ・  這裡以允許服務為範例
　》請點選【指定的遠端主機】
　》請輸入 IP 為【10.10.0.0/24】
　》請點選【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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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頁面用來設定防火牆所需要控管的通訊協定以及進出的方向性。
【服務】：所要規範的通訊協定 ( 如：HTTP 或 HTTPS)，若設定全部流量是指所有的通訊協定。
【方向】：
　　　　　　【→】：表示使用者主機連線到遠方主機。
　　　　　　【←】：表示遠方主機連線到使用者主機。
　　　　　　【↔】：表示雙向連線。

  ・  這裡以允許 10.10.0.0/24 為範例
　》請點選【下一步】

  ・  進階設定選項
　　傳送警示：使用規則時需警示的類型
　　警示設陷：警示種類
　　警示註解：警示描述
　　入埠的警示：封包傳入類型警示
　　旗標：填加旗標
  ・  這裡以允許 10.10.0.0/24 為範例
　》請點選【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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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設定規則名稱以利區分規則內容
  ・  這裡以允許 10.10.0.0/24 為範例
　》請在【規則註解】中輸入規則名稱
　》請點選【完成】

  ・  此頁面用來設定防火牆的規則
  ・  管理上可對於不允許連線的位址或是允許使用的服務 ( 連接埠 ) 作控管。
  ・  這裡以允許 10.10.0.0/24 為範例
　》請確認已新增規則
　》變更後請按【發佈原則】



常用設定說明
網路存取控制 (CS13 以下版本 )

設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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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當有未知應用程式執行時會在此功能介面裡顯示，並可進行控管：
　》請選擇要設定的群組
　》請點選【設定】
　》請選擇【網路存取控制】
　》阻擋應用程式時可設定是否需要跳出警示訊息，如需則將欄位【不要提示掃描引擎已識別的應用程式】取消勾選
　》請選擇要控制的應用程式
　》請點選建立規則

  ・  這裡以允許偵測到的應用程式為例，做為用戶端與做為伺服器都選擇允許
　》做為用戶端 ( 輸出 )：應用程式為使用者端的程式，為向外連線行為
 　A. 允許：允許程式連線
 　B. 拒絕：拒絕程式連線
 　C. 由使用者決定：讓使用者決定
　》做為伺服器 ( 輸入 )：應用程式為伺服器端的程式，為輸入連線行為
 　A. 允許：允許程式連線
 　B. 拒絕：拒絕程式連線
 　C. 由使用者決定：讓使用者決定
　》請點選【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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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是否要對使用者顯示訊息
 　A. 無訊息：不顯示訊息
 　B. 預設訊息：顯示設定中定義的預設訊息
 　C. 自訂訊息：自定顯示訊息
 　》請點選【完成】

　》在已知應用程式的應用程式規則表格裡會看到剛才設定的規則
　》變更後請按【發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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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LINE 設定為封鎖為例：
  ・  左圖為不顯示訊息時，僅發現程式無法連線
  ・  右圖為自定顯示訊息時，會顯示 F-Secure 訊息，提示使用者該程式被封鎖



常用設定說明
應用程式控制 (CS14 以上版本 )

設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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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要設定的群組
　》請點選【設定】
　》請點選【應用程式控制】
　》請選擇【複製】Default 設定檔
　》請輸入修改名稱
　》請點選【確認】 

　》請點選【新增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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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裡以封鎖 Line 為例
　》名稱：輸入辨識規則的名稱
　》說明：輸入規則的註解
　》事件：選擇觸發規則的事件
 　A. 執行應用程式
 　B. 執行安裝
 　C. 啟動處理序
 　D. 載入動態庫
　》動作：觸發規則後要處理的動作
 　A. 允許
 　B. 封鎖
 　C. 報告
  ・  啟用規則的條件：設定觸發規則的條件
　》選擇條件，依事件的不同有不同的條件：
 　A. 執行應用程式
　　　   　　a) 目標路徑
　　　   　　b) 目標 SHA1
　　　   　　c) 目標流行率
　　　   　　d) 目標聲譽
　　　   　　e) 目標檔案名稱
　　　   　　f) 目標檔案版本
　　　   　　g) 目標檔案描述
　　　   　　h) 目標產品名稱
　　　   　　i) 目標產品版本
　　　   　　j) 目標公司
　　　   　　k) 目標版權
　　　   　　l) 目標簽署人姓名
　　　   　　m) 目標已信任簽名
　　　   　　n) 目標檔案名稱不匹配
　　　   　　o) 目標命令列
　　　   　　p) 父級路徑
　　　   　　q) 父級 SHA1
　　　   　　r) 父級流行率
　　　   　　s) 父級聲譽
　　　   　　t) 父級檔案名稱
　　　   　　u) 父級檔案版本
　　　   　　v) 父級檔案描述
　　　   　　w) 父級產品名稱
　　　   　　x) 父級產品版本
　　　   　　y) 父級公司
　　　   　　z) 父級版權
　　　   　　aa) 父級檔案名稱不匹配

 　B. 執行安裝
　　　   　　a) 安裝程式路徑
　　　   　　b) 安裝程式主體
　　　   　　c) 安裝程式簽署人姓名
　　　   　　d) 安裝程式已信任簽名
　　　   　　e) 安裝程式流行率
　　　   　　f) 安裝程式聲譽
 　C. 啟動處理序：與執行應用程式相同
 　D. 載入動態庫：與執行應用程式相同
　》選擇參數的範圍
 　A. 等於
 　B. 不等於
 　C. 小於
 　D. 大於
 　E. 小於或等於
 　F. 大於或等於
 　G. 包含
 　H. 以以下物件開始：
 　I. 以以下物件結束：
　》輸入參數
　》新增條件：可新增複數觸發規則的條件
　》請點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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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已新增規則
　》Host profile：選擇自訂的設定檔
　》變更後請按【發佈原則】



排程報告



排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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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控台介面
   ・  點選【工具】
   ・  選擇【伺服器設定】

  ・  伺服器設定介面
　》請點選【郵件伺服器】
　》在郵件伺服器欄位中輸入郵件伺服器資訊
　》請點選傳送測試電子郵件
　》請輸入要收資訊的 email
　》請點選【傳送】
　》請點選【確定】



排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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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開啟 Web Reporting 輸入中控台的 IP 位址 +port，例：https://192.168.30.160:8081/
     註：如在本機端，可直接輸入：https://localhost:8081/
   ・  輸入中控台的帳號密碼 

  ・  進入 Web Reporting 後
　》請點選【已排程報告】
　》選擇群組的資訊
　》輸入收件者  ( 使用 ; 分隔多個電子郵件 )
　》請選擇要收件的時間 
　　( 報告將在您設定的日期 22:00 傳送 )
 　A. 每日
 　B. 每周
 　C. 每月
　》請選擇要收件的格式
 　A.HTML
 　B.PDF
　》請選擇要傳送的報告：
 　A. 病毒防護 > 感染
 　B. 病毒防護 > 歷程記錄
 　C. 病毒防護 > 保護

 　D. 網際網路防護 > 攻擊
 　E. 軟體更新程式 > 摘要
 　F. 軟體更新程式 > 詳細資料
 　G. 警示 > 警示
 　H. 警示 > 歷程記錄
 　I. 已安裝的軟體 > 摘要
 　J. 已安裝的軟體 > 詳細資料
 　K. 主機屬性 > 通訊
 　L. 主機屬性 > 屬性
　》請選擇要傳送的報告：
 　A. 前十大所有時間
 　B. 前十大新種
 　C. 新病毒感染詳細資料
　》+ 新增報告：新增多項要傳送的報告
　》排程更多報告：
　　位於網頁排程設定最下方新增多種排程報告設定規劃



遠端收集日誌



F-Secure Support Tool 開始蒐集

F-Secure Support Tool 開始蒐集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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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群組域樹狀中，請務必點選單一主機
　》點選【作業】
　》在 F-Secure Support Tool 介面中點選【開始】
　》點選【開始】後，在狀態列顯示發佈此作業的時間點

　》主機接收到原則後，在狀態列顯示作業正在進行中
　》主機蒐集完成後，可點選下載最新報告



F-Secure Support Tool 檔案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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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蒐集完成後，直接點選下載最新報告，選擇要將檔案儲存在哪個路徑下，完成後點選【儲存】。

    ・  蒐集完的檔案，也會備份在路徑 %ProgramFiles(x86)%\F-Secure\Management Server 5\data\fsdiag 資料夾下
    ・  作業系統為 32位元，檔案路徑為 %ProgramFiles%\F-Secure\Management Server 5\data\fsdiag



AD 組織同步化



整合 AD 結構

輸入 Active Directory 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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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 AD 群組〈此動作可省略，群組命名也可隨機取名〉
　》點選【Active Directory】
　》點選【建立同步規則】

   ・  輸入 Active Directory 憑證
　》Active Directory 群組伺服器：AD / Domain 伺服器名稱或 IP 位址
　》使用者名稱：需要驗證的 AD / Domain 帳號
　》密碼：需要驗證 AD / Domain 帳號的密碼
   ・  確認驗證的身份及密碼後，點選【下一步】



選擇 Active Directory 容器

選擇目標原則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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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選擇 Active Directory 容器：選擇要匯入 AD / Domain 已存在的電腦群組
    ・  完成後點選【下一步】

     ・  點選已建立好的 AD 群組〈可直接點選根群組〉
     ・  完成後點選【下一步】



已建立同步規則

Policy Manager Server與AD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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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已建立同步規則，要立即執行規則，請勾選【立即執行此規則】
     ・  點選【完成】

　》在未受管理中出現數量 1的訊息，表示在 AD 匯入的群組中有一台電腦還未安裝 F-Secure
　》在群組結構中，原先命名為 AD群組被取代為 AD / Domain 的群組
　》在規則表格中，顯示剛建立的同步規則



製作客製化安裝檔案



F-Secure 使用者防護程式封裝檔說明

匯入 F-Secure 程式封裝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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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點選工具列的【安裝封裝】圖示
 或是
　》請點選【安裝】頁面
　》請點選【安裝封裝】欄位。

   ・  點選【匯入】。
   ・  匯入 F-Secure 原始 JAR 檔案 ( 其中不包含已調整過的原則 )。
   ・  選擇存放 F-Secure 原始 JAR 檔的路徑。
   ・  選取附檔名為【JAR】的 F-Secure 原始封裝檔，點選【匯入】並等待匯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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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使用者的防護程式

輸入封裝的檔名

   ・  選擇要封裝給使用者使用的 F-Secure 封裝檔
   ・  點選【匯出】。

　》請選擇要匯出檔案的路徑
　》請輸入安裝包名稱。
　》點選【匯出】



精靈模式引領封裝設定

輸入授權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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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點選【下一步 >】，繼續設定 F-Secure 封裝檔。

  ・   輸入授權序號，點選【下一步 >】繼續。
   ・   測試版：14 版不會顯示輸入授權
   ・   正式版：授權序號由經銷商或業務提供



選擇安裝功能

選擇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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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預設功能為勾選，可在原則設定啟用或關閉，故建議直接點擊【下一步】。

  ・   預設為【在安裝時自動選擇】，可選擇【中文 ( 台灣繁體 )】
  ・   點選【下一步 >】繼續。
   ・   在安裝時自動選擇：會依端點系統中的語系來判斷安裝的 F-Secure 語系，
 　   如果不是 F-Secure 支援的語系則會用英文安裝使用
   ・   F-Secure Client Security 14.X 支援語系：
 　   English，Chinese(P.R.C，Taiwan，Hong Kong)，Czech，Danish，Dutch，Estonian，Finnish，
 　   French，Canadian French，German，Greek，Hungarian，Italian，Japanese，Korean，Norwegian，
 　   Polish，Portuguese，Brazilian Portuguese，Romanian，Russian，Slovenian，Spanish，
 　   Latin American Spanish，Swedish，and Turkish.
   ・   F-Secure Server Security 12.X 支援語系：
 　   English，Chinese Simplified，Chinese Traditional，French，German，Italian，Japanese，Korean，
 　   Polish，Spanish (Latin America)，and Swedish.



選擇套用的群組原則

主控台 IP 位址及唯一 ID 產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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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選擇主機安裝 F-Secure 時，預設要套用哪個群組的原則設定，每一個群組可細分為不同的管理原則。
　》點選【原則，針對：】。
　》選擇要套用的【原則群組】。
　》點選【確定】。
　》點選【下一步】。

   ・   此頁面用來輸入主控台伺服器的 IP 位址，
　　以及唯一 ID 產生方式
   ・    在【Policy Manager Server 位址】
　　處輸入 PMS ( 中央控管伺服器 ) 的 IP 位址
   ・    在 HTTP 連接埠輸入 HTTP 使用的埠號
   ・    在 HTTPS 連接埠輸入 HTTPS 使用的埠號
   ・    在主機識別：選單說明
　》SMBIOS 全域唯一 ID：使用 SMBIOS 訊息產生唯一 ID
　》隨機產一的全域唯一 ID：使用隨機亂數產生唯一 ID
　》WINS (NetBIOS) 名稱：使用 WINS (NetBIOS) 產生唯一 ID
　》MAC 位址：使用 MAC 產生唯一 ID



為封裝檔自訂主機屬性

移除衝突程式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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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頁面用來將封裝檔中加入各自不同的屬性，再利用中控的匯入功能來建立自動匯入分類群組的規則。
 例如：建立公司客製化的部門安裝檔。
 　》輸入【部門】，之後在屬性值中加入【客服】，打包成【客服部】專用安裝檔。
 　》輸入【部門】，之後在屬性值中加入【人資】，打包成【人資部】專用安裝檔。
 　》輸入【部門】，之後在屬性值中加入【銷售】，打包成【銷售部】專用安裝檔。
   ・   接著在中控台【編輯】＞【匯入新主機】＞【匯入規則】，在【如器辨別名稱】旁的文字框中按下右鍵
　    選擇【增新自訂屬性】，在自定義名稱中輸入【部門】。
   ・   如要設定自訂的主機屬性，可至【擱置中】進行設定
   ・   請點選【下一步 >】繼續。

   ・   此頁面用來顯示當安裝過程中偵測到衝突程式時的處理方式，
    ・   解除安裝衝突軟體：自動移除相關的衝突程式 ( 推薦 )
   ・   點選【下一步 >】繼續。



主機是否重新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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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頁面用來選擇安裝完成的後續動作
   ・   可以選擇：
    ・   在重新啟動前詢問使用者：詢問使用者重開機與否
    ・   在安裝後的以下時間內重新啟動：及提示使用者將在多少時間後重新開機。
 　　》強制重新啟動而不詢問使用者儲存開啟中的文件：不詢問使用者是否要儲存檔案，強制重新開機
 　　》重新啟動訊息：通知使用者相關訊息 ( 例如：防毒軟體安裝完成，請重新開機……)
   ・   建議使用【在重新啟動前詢問使用者】以提醒使用者需要重新啟動
   ・   點選【完成】完成並開始打包原則檔案。



H2DB 資料備份及災難復原



停用 PMS 相關服務

備份 H2 database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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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停用 PMS 服務 ( 在備份相關資料前須停用 PMS 服務，以避免複製過程中發生錯誤 )
  ・   在命令提示字元停用 PMS 服務
　》開始
　》執行 (WinKey+【R】)
　》輸入 cmd (Windows Server 2008 須以系統管理員執行【命令提示字元】)
　》輸入 net stop fsms
或是
  ・   在服務中停用 PMS 服務
　》開始
　》執行 (WinKey+【R】)
　》輸入 Services.msc
　》找到 F-Secure Policy Manager Server 並選停止

  ・   使用檔案總管備份 H2 Database
   ・   備份 F-Secure PMS 安裝路徑 \Management Server 5\data\h2db 資料夾
   ・   範例
    ・   32 位元：檔案總管網址列選擇預設安裝目錄 C:\Program Files\F-Secure\
            Management Server 5\data 備份 h2db 資料夾。
    ・   64 位元：檔案總管網址列選擇預設安裝目錄 C:\Program Files (x86)\F-Secure\
            Management Server 5\data 備份 h2db 資料夾。



H2 Database 還原資料庫

重新啟用 PMS 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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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當伺服器當機或硬碟壞軌時，造成資料庫無法正常存取或甚需要重新安裝作業系時，
       只要提供一台可用伺服器或是重新安裝作業系統。
  ・   依 Page 3 安裝主控台，將備份的資料庫，覆蓋新安裝的資料庫。
  ・   使用檔案總管還原 H2 Database
   ・  先停用 PMS 相關服務 ( 依 Page 110)
   ・  刪除 F-Secure PMS 安裝路徑 \Management Server 5\data\h2db 資料夾
   ・  將備份的 h2db 資料夾還原到 F-Secure PMS 安裝路徑 \Management Server 5\data\ 中
   ・  範例
    ・   32 位元：檔案總管網址列選擇預設安裝目錄 C:\Program Files\F-Secure\
            Management Server 5\data 將 h2db 刪除並將備份 h2db 資料夾覆製回來。
    ・   64 位元：檔案總管網址列選擇預設安裝目錄 C:\Program Files (x86)\F-Secure\
            Management Server 5\data 將 h2db 刪除並將備份 h2db 資料夾覆製回來。

  ・   重新啟用 PMS 服務
  ・   在命令提示字元啟動 PMS 服務
　》開始
　》執行 (WinKey+【R】)
　》輸入 cmd (Windows Server 2008 
　    須以系統管理員執行【命令提示字元】)
　》輸入 net start fsms

或是
  ・   在服務中啟動 PMS 服務
　》開始
　》執行 (WinKey+【R】)
　》輸入 Services.msc
　》找到 F-Secure Policy Manager Server 並選啟動



資料庫維護



資料庫維護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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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升級到 14.01 過程中將會出現資料庫 (H2DB) 維護
   ・    請點選【開始維護】

   ・   完成資料庫維護需等待一段時間，在維護完成後選擇關閉。

在升級時的資料庫維護工具



聯絡我們

服務電話：(02) 7718-5588
服務信箱：support@t-tech.com.tw
知識庫： https://www.t-tech.com.tw/b1-b1_25035-b1.html
芬 - 安全 台灣客服中心：http://www.fservice.com.tw

技術服務中心

台灣總代理湛揚科技
台北總公司 電話：(02)2735-3512
高雄營運處 電話：(07)972-7388

洽詢資訊 : 

台北：(02)2735-3512
高雄：(07)972-7388

技服電話：(02)7718-5588
技服信箱：support@t-tech.com.twwww.t-tech.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