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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特色
‧系統鎖定支援檔案指紋清單，包括更安全

的 SHA-256 和傳統的 MD5 雜湊類型。當你

升級到 14.3 RU5 時，賽門鐵克端點防護管

理主控台，讓您使用收集檔案指紋清單指

令或其他方法重新生成並重新匯入所有現

有的檔案指紋清單。

　編輯檔案指紋清單對話方塊的選項已變更

，以更準確地描述此工作。例如：將另一

個檔案指紋加入這個檔案指紋改為將其他

檔案指紋清單加入這個檔案指紋清單。

　為 SEP 14.3 RU5 及以後版本匯入檔案指紋

清單的最佳做法

‧例外政策支援 Windows 用戶端檔案路徑中

任何地方的萬用字元星號 (*) 和問號 (？)。

您可以使用萬用字元來排除掃描的檔案和

資料夾群組，而不只是依名稱新增每個檔

案。

　例外政策支援檔案和資料夾的萬用字元

‧例外政策支援更安全的SHA-256雜湊類型。

　在 Windows 用戶端上排除一個憑證的掃描

‧Web 和雲端存取防護政策提供以下支援：

○ 賽門鐵克網路安全服務 (WSS) 用於識別

來自賽門鐵克端點防護用戶端流量的兩

種新方法。您現在可以識別基於主控台

用戶或使用 WSS SAML 認證的流量，以

及基於 14.3 RU4 中新增的正在執行的程

序流量。

　架構 Web 和雲端存取防護

　Web 和雲端存取防護設定

○ 主機完整性政策包括多個腳本，用於移

除賽門鐵克 WSS 代理程式，並安裝 Web

和雲端存取防護功能來取代它。您還可

以執行一個腳本，在使用 SAML 認證流

量標識的 Windows 10 用戶端電腦上安裝 

Microsoft WebViewer2 Runtime 應用程式。

若要匯入這些範本，請在主機完整性政

策中，按一下新增＞使用現有範本，然

後按一下獨立 WSS 代理程式遷移管理。

　依匯入範本建立主機完整性政策需求

○ 賽門鐵克端點防護用戶端在收到來自

WSS 攔截通知服務的通知時顯示通知。

當內容被 CloudSOC gatelet (CASB/DLP) 

政策攔截時，攔截通知服務 (BNS) 向用

戶端提供非例行性通知。

　WSS 代理攔截通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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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 和雲端存取防護政策，現在使用 

Symantec Cloud SWG  8.1.1 版的引擎。

‧您可以對所有網域的管理員執行更複雜的

密碼要求。可架構的密碼要求選項包括大

小寫字母、數字和特殊字元、最少和最大

密碼長度（8 到 1024 個字元）以及重複使

用限制。您在 "管理 "頁面＞"管理員"＞"架

構密碼要需求 "中設定這些密碼。

　為管理員和用戶端使用者強制執行安全密碼

‧SONAR 中的行為政策強制 (BPE) 引擎已得

到增強，以偵測與回應惡意軟體。SONAR

現在被稱為行為分析，並有以下變更：

○ SONAR／行為分析現在預設是啟用的；

你不能在管理伺服器或 Windows 用戶端

上禁用它。

○  掃描細節選項已被移除。

○ 可疑行為偵測選項在預設情況下是啟用

的；您不能禁用它。您可以將高風險偵

測的回應設置為日誌或嬌正，將低風險

偵測設置為日誌、嬌正或略過，而不是

略過、提示、攔截和日誌。

管理行為分析 (SONAR)

‧Power Eraser掃描已經被“作用中掃描”和

“主動完整掃描”取代，此功能無需重新

啟動用戶端。通常，當風險日誌顯示修復

失敗時，應執行 Power Eraser 分析。首先執

行作用中掃描，如果作用中掃描不能解決

問題，則進行完整掃描。

○ 掃描名稱從「不進行 Rootkit 檢測的分析

」更改為「分析常見感染位置 (作用中

掃描)」，從“使用 Rootkit 檢測進行分析

”更改為“分析完整磁碟 (完整掃描)”。

■ “分析常見感染位置”命令執行作用中

掃描，該掃描可快速掃描系統記憶體

及病毒和安全風險通常攻擊的位置。

■ “分析完整磁碟”命令會對整台電腦 (

包括啟動扇區和系統記憶體) 執行完

整掃描，但不對網路位置或可移動硬

碟 (例如：USB 快閃記憶體硬碟) 執行

完整掃描。

　從 Symantec Endpoint Protection Manager 控

制台執行 Power Eraser 之前應了解內容

○ 在掃描紀錄中，可以對檢測執行的以下

操作已更改：

■  刪除 Power Eraser 檢測到的風險更改為

修復可疑檔案。

■  忽略 Power Eraser 檢測到的風險更改為

忽略可疑檔案。

■  還原“Power Eraser 已刪除的風險”更

改為“從隔離所還原”。

回應 Power Eraser 檢測

‧如果要移除 Chrome 瀏覽器擴充程式，

請取消選取「入侵防護」政策中的「為 

Windows 啟用瀏覽器入侵防護」，即可移

除 Chrome 瀏覽器擴充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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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門鐵克端點防護管理主控台
‧Symantec Endpoint Protection Manager 不

再支援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8 或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8 R2。您必須

安裝受支援的 Microsoft Windows 版本才能

安裝此版本管理主控台。

已終止對Windows Server 2008 和 Windows 

Server 2008 R2 的支援

賽門鐵克端點防護 (SEP) 14.3 RU5 的系統

需求

‧Microsoft SQL Server 受支援的最低版本是 

2012 RTM。

‧為了提高安全性，已從 tomcat\logs\scm.serv 

er#.log 記錄檔中移除管理員名稱的紀錄。

‧升級或增加以下第三方元件：AjaxSwing、

Angular、Apache Axis、Apache HTTP Server

、bzip2、curl、Jackson、JavaFX、libiconv

、libcurl、libexpat、libxml、Log4j、logback

、LUX、Metro Web Services、OpenJDK

、OpenSSL、PHP、Spring Boot、Spring 

Framework、Tomcat Native 和 zlib。刪除以

下元件：cacls.exe、glib、GFValidate.exe、

IsapiProxy.dll、libenchant、libpq、libssh2、

libsasl、OIDC、plexus-utils、pmem2.dll、tidy 

和 WinExec.exe。

用戶端和平臺更新
Symantec Endpoint Protection Windows 版用戶端

‧在用戶端上，「可疑行為檢測」的選項已

被刪除，因為此行為包含在新的行為分析

引擎中。SONAR 的選項將重新命名為「行

為分析」。

‧由於改進了 BPE 引擎，SONAR 進行了以下

更改：

○ “SONAR”的選項已重命名為“行為分

析”，並與“可疑行為檢測”的選項結

合使用。

○ 已刪除以下功能：「啟用 SONAR」、「

用於檢測惡意軟體的操作」和「啟用主

動模式」 選項。

‧強化攻擊面減少日誌已重命名為應用程式

控制。

‧增加支援以便客戶端作為本機應用程式在 

Microsoft Windows 64 位作業系統上執行。

‧Windows 用戶端使用者介面已新增翻譯為

捷克語、波蘭語和俄語。

適用於 Mac 的 Symantec Endpoint Protection 用戶端

附註
適用於 Mac 作業系統的 Symantec Endpoint 

Protection 14.3 RU5 用戶端版本計劃於 

2022 年 7 月發布。

Symantec Single Agent for Linux

附註
適用於  Linux  作業系統的 Symantec 

Endpoint Protection 14.3 RU5 用戶端版本

計劃於 2022 年 7 月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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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由保安資訊有限公司專業細心整理後提供。如有遺誤、更新或異動均以上Symantec原廠公告為準，請知悉。2022/3
原廠網址：https://techdocs.broadcom.com/us/en/symantec-security-software/endpoint-security-and-management/endpoint-protection/all/release-notes/Whats-new-for-Symantec-Endpoint-Protection-14-3-RU5.html

賽門鐵克端點安全雲控制台
如果您想從賽門鐵克 Endpoint Security 雲控制

台管理用戶端電腦，您將獲得額外的功能和

保護。

要瞭解有關賽門鐵克端點安全授權所提供基

於雲管理功能的更多資訊，請參閱：賽門鐵

克端點安全中的新增功能

附註
無論您是從 Symantec Endpoint Protection 

Manager 還是從雲控制台管理電腦，用

戶端軟體都是一樣的。

‧應用控制政策增加受信任的更新程式。當

「允許賽門鐵克信任的」啟用執行評估和

實施時。啟用此選項後，程序將自動分類

為“受信任”、“可疑”或“惡意”。只

允許啟動受信任的應用程式。

‧攔截清單政策中新增了攔截“非可執行

檔”的功能，此功能提供雲 CDM 與地端 

EDR比對校驗，可用於將現有功能與地端

的EDR功能整合。這樣能大幅增進 SOC 分

析師角色的效率，以幫助分析師對正在進

行的 EDR 調查採取有效的補救措施。

‧在 Windows 用戶端上，強化攻擊面減少日

誌已重新命名為「應用程式控制」。應用

程式控制日誌從雲控制台應用程式控制政

策收集資料。應用程式控制日誌可協助你

尋找環境中不需要的和未經授權的應用程

式使用以及阻止用戶端的行為。名為「自

適應隔離」的新強化日誌預計未來可支援

新的自適應隔離政策。自適應隔離會自動

限制不受信任的應用程式的行為以及對系

統資源（例如：特定資料夾和／或登錄檔

）的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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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安資訊被業界公認為最專業的賽門

鐵克解決方案的專家。

◆ 保安資訊的團隊自 1995 年起就專注於

賽門鐵克資訊安全解決方案的銷售、

規劃與整合、技術支援、教育訓練、

顧問服務，特別是提供企業 IT 專業

人員的技能傳承(Knowledge Transfer) 

的效益上，以及比原廠更快速的技術

支援回應，深獲許多中大型企業與組

織的青睞(特別是有 IT Team 的組織)

，長期合作的意願與滿意度極高。

◆ 與許多系統整合或服務公司不同的是

，我們不吝惜分享我們的專業技能與

經驗給顧客的 IT Team，經由常態性

的教育訓練、精簡的快速手冊、標準 

SOP 文件的提供，以及基於比原廠更

孰悉顧客的使用環境與現況的快速回

應的品質，在業界建立扎實的口碑。

◆ 保安資訊一直專注於賽門鐵克領先業

界的資訊系統基礎架構上的安全性與

可用性的解決方案。進而累積了許多

與基礎架構整合的成功經驗，讓導入 

Symantec 解決方方案的成效非常卓越

。我們的顧客都能免除Try & Error 的

時間浪費及不確定的投入或自行摸索

的運作風險。

◆  關於我們：

保安資訊有限公司 
http://www.savetime.com.tw
0800-381500、0936-285588

關於保安資訊：
從協助顧客簡單使用賽門鐵克方案開始，到滿足顧

客需求更超越顧客期望的價值。

更多資訊 請造訪我們的網站  http://www.SaveTime.com.tw
                                                     (好記：幫您節省時間.的公司.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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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aveTime.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