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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1  背景 

現今網路普及化的時代，電子郵件已經成為企業間商務往來的重要溝通管

道，然而，電子郵件的便捷性，同時也吸引不肖廣告商與駭客以賺錢為目的引

發郵件安全問題，如何讓企業的郵件更加安全，確保商務郵件往來迅速確實，

讓那些垃圾郵件與病毒郵件不來影響員工生產力，已經成為企業 IT 部門不可

忽視的一環。 

在 21世紀全球電子化風潮下，文件 e化與電子郵件帶來高效率與便利的資

訊溝通，同時也造成企業機密文件外洩的困擾。根據國際電腦安全協會( ICSA 

Security Report ) 指出，60% 的洩密事件來自企業內部，15% 來自外部入侵。

一位經濟學家說過，20世紀的企業家所犯最多最致命的錯誤是腐敗，而 21世

紀的企業家所犯最多最致命的錯誤是洩密，資訊保密已成為當代企業經營與發

展的重要手段和防身武器。 

1.2 產品解決方案 

在電子郵件日漸成為企業間主要的溝通工具的同時，駭客攻擊、病毒攻擊

與垃圾郵件的氾濫也已經影響到企業的生產力及員工的工作效率，抑或是員工

蓄意洩漏公司機密文件，皆會造成企業不可磨滅的傷害及損失。 

桓基科技的 Sherlock 系列產品，包含  MailSherlock、SpamSherlock 及 

ViruSherlock，提供一套完整的電子郵件安全解決方案，幫助企業 IT 人員輕鬆

且有效率的管理電子郵件安全問題。 

我們將電子郵件安全所面臨的風險分成四大項，包括網路攻擊、病毒威脅、

垃圾郵件與郵件安全，詳細分析評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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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網路攻擊 

阻斷式服務攻擊(DoS: Denial od Service)或分散式阻斷式服務攻擊(DDoS: 

Distributed Denial od Service)，利用同時傳送大量資料要求，轟炸網路，造成網

路或電子郵件伺服器癱瘓，影響電子郵件正常收發。 

Open Relay，駭客利用電子郵件伺服器權限控管漏洞，利用企業的電子郵件

伺服器當跳板，來發送垃圾郵件或是病毒郵件，導致企業郵件主機被列入黑名

單，造成企業郵件無法正常發送至客戶端。 

帳號蒐集攻擊（Directory Harvest Attack），也就是攻擊者藉由一個已知的企

業郵件帳號，以字典攻擊推測其他企業郵件帳號，成功蒐集到有效的郵件帳號

後，進而發出垃圾郵件的攻擊方式。 

Sherlock Family 針對 SMTP 通訊安全的完全防護︰  

 Anti-DDoS 

Sherlock 可以判斷出阻斷式服務攻擊(DoS)與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

（DDoS）行為，在發現攻擊行為時，自動將攻擊來源 IP 列入暫時性黑名

單，限制來源 IP 的連線，保護 Sherlock 與後端郵件伺服器主機安全，並

提供統計報表資料，幫助管理者掌握攻擊活動與反制效果。 

 Anti-Relay 

Sherlock 郵件伺服器介面控制可進行轉送的來源端 IP，甚至對每個來

源 IP，限制只能發送至某個特定網域，也可開啟 SMTP AUTH 功能，可自

動向後端 AD/LDAP/POP3 做認証，透過認証才允許轉寄郵件。 

 Anti-DHA 

Sherlock 可以判斷出帳號蒐集攻擊（Directory Harvest Attack）行為，

在第一次被攻擊時，立即阻斷連線並自動將攻擊來源列入黑名單，之後相

同來源的攻擊就會直接阻擋，有效避免公司帳號被不肖廣告商蒐集成功，

確保郵件帳號安全。 

 1.2.2  病毒郵件威脅 

根據 Sophos Security Threat Management Report 的年度資料，來自病毒、蠕

蟲、木馬程式 (Trojans)、間諜軟體等等惡意程式的威脅，在 2005年較前一年增

加了 48%，報告中指出，2005年新的惡意程式威脅有 15,907件，2004年為 1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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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根據最新的報告顯示，陸續撰寫出來的惡意程式數量非常多，平均每 44封

電子郵件中就有一封帶有病毒。 

Sobig, NetSky, Bagle, MyDoom 這些透過電子郵件大量散播的病毒，是垃圾

郵件製造者搜集跳板機器的管道之一。這些病毒不再只是單純的病毒，愈來愈多

垃圾郵件，都像 Sobig 一樣，不但會挾帶病毒闖關、還會連線到其他 IP 傳輸

資訊，壓縮附件內含有 Mimail 病毒的垃圾郵件，可發動「阻斷服務」（ DOS, 

Denial of Service,），它的鍵盤側錄程式，還會將機密資料外送，單靠垃圾郵件防

治軟體，無法完全抵擋這類型的攻擊，必須整合防毒引擎，防治病毒郵件。 

Sherlock Family 整合的強大病毒過濾功能(主模組為 ViruSherlock)︰ 

 Anti-Virus  

搭載國際知名防毒廠商 SOPHOS 防毒引擎，對來往的電子郵件及夾

檔，執行掃描偵測工作，24小時病毒碼自動更新，支援壓縮檔遞回掃描，

並設定自動封鎖同一病毒來源，發現病毒郵件會自動發送病毒通知給管理

者。配合MailSherlock 四合一模組，更加偵對網頁 HTTP、FTP、SMTP、

POP3 通訊進行病毒過濾。 

 

 Anti-Spyware  

SOPHOS 防毒引擎，可偵測一般病毒，蠕蟲，惡意程式，間諜程式，

特洛依木馬，防止因不小心中毒，而導致機密資料、帳號密碼外流。 

 

 病毒信隔離區 

提供病毒信隔離區功能，使用者可透過隔離區，查看此封郵件的寄收

件者資訊，及被隔離原因。 

 1.2.3  垃圾郵件威脅 

企業網路接收的垃圾郵件越來越多，從色情、賭博到健康產品無所不包。根

據研究機構調查，全球每日流通的電子郵件，一半是不請自來的垃圾郵件，而每

年將近 2.7兆的垃圾郵件在網路上流竄，造成商業組織超過九十億美元的支出。

根據 Radicati Group 的研究報告，顯示垃圾郵件的濫發行為看來只會越演越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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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垃圾信為企業帶來什麼樣的麻煩？根據 CENT線上調查，浪費網路頻

寬與儲存空間、隱藏資安危機，以及降低組織生產力與工作效率，是 IT主管視

垃圾信為眼中釘的三大關鍵；也有不少主管表示，大量垃圾郵件將會降低伺服器

運算效能，同時增加管理的成本。垃圾郵件還造成企業生產力的下降，員工工作

效率的降低，流失重要商業資料的風險（例如重要資訊遭誤刪或退信），資訊安

全的威脅（如病毒，資訊外洩）等等。 

Sherlock Family 全方位的垃圾郵件防堵政策(主模組為 SpamSherlock)︰ 

 即時黑名單檢驗 ( RBL, CBL, XBL, ORDB ) 

預設 6組，具公信力的國際垃圾郵件黑名單組織，可檢查來源是否列在

黑名單之中，並可自訂信任的黑名單內容，即時檢驗零時差。 

 寄件者網域驗證 SPF(Sender Policy Framework) 

SPF是一種用來偵察偽造寄件者的模式，透過使用者伺服器的自訂政

策，比對對寄件人的郵件，可有效預防垃圾郵件發送者，偽造內部寄信者大

量發送垃圾郵件。 

 自動白名單 

Sherlock 內建專利研發的自動化白名單技術，可定期分析郵件往返行

為，自動產生客戶 Email 與 IP 白名單，免去人員設定白名單的苦工，確

保商業郵件往返順暢。 

 

 灰名單(Greyli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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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灰名單 (Greylisting) 機制，也就是利用延遲接受法，在第一次

收到未透過驗證的寄件者來信時，回傳重試代碼，等下次郵件重送時，才接

收郵件，如此便可避免垃圾郵件發送軟體攻擊式的郵件傳送，有效縮減垃圾

郵件量。 

 SpamCheck 垃圾郵件掃描引擎 

比對高達萬筆郵件特徵資料庫，分析統計郵件計分，依照所自訂的垃圾

郵件處理政策，執行主旨標記、隔離、刪除，並針對最新的郵件，自動學習

郵件特徵值，有效識別 Image Spam、英文、等垃圾郵件。 

 個人化郵件管理 

提供個人郵件自主管理，可管理個人黑/白名單、設定個人化垃圾郵件

過濾模式，管理者也可依照部門或個人，訂定個人化郵件設定值，落實公司

政策；個人郵件查詢功能，可查詢個人所有收發的郵件資訊，可放行誤判的

郵件、可提報垃圾信與誤判的正常信。 

 

 1.2.4  郵件內容安全 

 

洩密者將企業內部的重要機密資料，透過現今最普遍的電子郵件通訊模式洩

漏給敵方或商業競爭對手，造成企業鉅大的損失，突顯出企業在電子郵件過濾與

內容安全管理上的重要性。尤其在高度網路化的環境裡，企業仰賴電子郵件與網

際網路與外部維持高度互動，企業在保障商業機密資料又必須兼顧員工個人隱私

權,，因此資訊系統人員必須採用適當的管理工具，做好電子郵件內容安全的管

理。 

 

Sherlock Family 郵件內容安全的解決方案(主模組為 MailSherlock )︰ 

 

 企業郵件安全政策過濾 

提供自訂過濾規則，可針對某部門、進/出郵件、設定包含內容關鍵字、夾帶檔

案類型、寄送目的…等公司過濾條件，並可指定命中過濾條件郵件的處理方法，

並於第一時間，Email 通知某特定主管或管理員，此政策大於系統其他規則及個

人自訂規則，落實企業安全政策。 

 

 附件 Office/PDF 文檔內容過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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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內容過濾支援 Office文檔以及 PDF檔案格式，可解析上述檔案的內文內容，

並加以節錄，進行安全政策比對過濾，以防不法人士利用夾檔蒙混過關。 

 

 檔案格式真偽判斷 

過濾功能包含夾檔檔案格式真偽判別，不論檔案附檔名名稱，而採用格式判別方

法，正確辨別真實檔案類型。 

 

 郵件稽核隔離區 

完全獨立的郵件稽核隔離區，透過多達 13項的條件篩選，縮小人工過濾的範圍，

協助管理者快速的找到正確的資料，以利日後稽核便利性。 

 

 完整的郵件備份資料庫 

若選用MailLog模組，除郵件的基本資訊外(寄件者/收件者、主旨、夾帶檔案)，

還可完整的備份整封郵件，包含郵件內文、完整附檔、並且能夠將整封郵件完整

下載，甚至指定還原至某個信箱，可說是備份和稽核的最佳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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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架構 

 

 2.1  MailSherlock 部署架構 

一個完整的系統架構，可靠性為必要的需求，MailSherlock 所帶來的郵

件完整備份稽核解決方案，為尋求更高效率，配合可能面臨的大型信件流量，

及密集發信負擔，提供 2 種可靠的系統運行模式，以降低單一系統所需承擔

的負載與風險，並強化系統穩定，與備援的高可用性。 

 

 伺服器分流  

利用 DNS 記錄，加入多筆 IP，使用輪詢的方式，讓連線依序在多

台伺服器中輪流，藉此分散流量。或是採用 SLB (Server Load Banlanc )

服務的外部設備，來達成此效果。適用在單台伺服器無法負載總流量

時，可視需求加入伺服器，負責處理的 AP 機器，可任意增加，且不會

影響原本伺服器的工作。 

 

 

 

 

 

 

 多重層級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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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多台 Sherlock 設備來完成，只使用 Sherlock 機器的核心功

能，以多台的機器部署模式運行。在這個模式下，可以達成服務分層獨

立管控的目的，而且可以加速釐清問題的癥結點，加速排除問題的速

度，各台獨立的服務器也可透過模組授權，在可負荷的環境下，互相替

代。 

 

 

 

 運作流程 

 

第一階段：信件在進入 MailSherlock 前，於Mail Server建立 connection

階段，會先檢查黑白名單設定，符合白名單即會略過連線檢查，經第二

階段病毒檢查之後，即會進到使用者信箱，此時處於連線階段的灰名

單、RBL、假造送件者檢查、DNS 檢查反查等等，亦是在此階段完成。 

 

第二階段：(選購 Anti-Virus模組)阻擋 Virus，信件進入 MailSherlock 後，

會進行信件與夾帶檔案的病毒掃描，確認郵件是否安全。如經檢查為有

毒信件，可選擇修復(解毒)、隔離或刪除附件檔等處理方式，病毒隔離

區會統一存放有毒信件供管理者做歷史查詢之用。 

 

第三階段：(選購 Anti-Spam 模組) MailSherlock 所做的處理為垃圾郵件

過濾，其機制為依據系統內建的垃圾郵件規則資料庫，比對信件的內文

特徵，經分數的累加統計，判斷是否為垃圾郵件，再依照使用者所設定

的處理方式，進行滿足條件後的處置，可設定的處理為標記、隔離、刪

除。 

 

第四階段：使用者自訂的過濾規則，依據使用者自訂的關鍵字過濾，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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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包含信件標頭、寄件者、收件者、主旨、內文、夾帶檔案、信件大

小等數十項條件，可針對需要控管的信件關鍵字、大小、夾帶檔案、夾

帶檔案內文，執行放行、轉寄、通知、隔離、等多種處理方式。也可配

合過濾通知，立即獲得警告，並配合強制信件簽名檔，宣告公司政策或

所有權宣告。 

 

第五階段：經完整過濾後的信件，會歸檔進入資料庫中，並經由

MailSehrlock 的報表軟體，統計分析信件，並建立快速索引查詢，加快

信件查詢時間，完整記錄的信件，提供信件還原介面，可還原至原收件

者的信箱或是特定管理員信箱。 

2.2  產品特色 

2.2.1  郵件安全紀錄 

MailSerlock 提供完整的郵件備份機制，透過過濾條件，篩選不合法的

郵件，即時檢閱。再將信件完整備存、索引、進資料庫，並提供快速

查詢與詳細條件查詢，在數萬封郵件中，快速獲取所需的郵件。郵件

備份機制運作： 

1. 第一層備份— MailSherlock 本機資料庫 

對於進出的信件，MailSherlock 都將其儲存一份於資料庫當中，

做為第一層的備份。採用完整備份方式，包括附檔皆可備份，不破壞

原本信件的完整性。儲存於資料庫的信件，可透過介面提供的「信件

查詢」功能，找到想要尋找的相關信件。 

2. 第二層備份— 資料庫備份 

MailSherlock 本機的硬碟空間因記錄所有進出的信件，信件量累

積到一定程度，勢必造成 MailShelrock 伺服器硬碟空間的不足，因此

必須規劃向外部儲存媒體備份的機制。 

一般而言，備份的方案包括： 

a. 硬碟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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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備份到本機硬碟中，再儲存到如光碟片、外接硬碟…或其

他儲存媒體。 

b. 磁帶備份 

直接備份資料庫資料到磁帶(機)。 

c. FTP 備份 

利用 FTP 方式，備份到遠端的 File Server上。 

d. 網路芳鄰備份 

利用網路芳鄰方式，備份到遠端的分享資料夾上。 

e. 離線遠端備份 

分散式郵件歸檔備份管理機制，可自動將五年以上的郵件備

份，分散儲存於二台以上的儲存設備，並可集中透過一台 

MailSherlock 主機進行控管與線上查詢。而離線備份機制方

面，由於 MailSherlock 採用 Linux 作業系統，因此可以支援

安裝各大知名廠牌網路備份軟體，可直接將郵件備份檔離線

備份到磁帶櫃。 

3. 第三層備份— 信件還原 

將 MailSherlock 上的資料，再次直接傳送給特定的使用者帳號，

一般用於，特定 user的電腦毀損，造成信件遺失，可將該 user的信件

全部還原到該使用者帳號。Mail Server 當機，信件停留在MailSherlock

上，可將特定重要信件先行轉寄給某特定使用者，做為 Mail Server 當

機時的備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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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多層次垃圾郵件過濾 

各廠商所提出的垃圾郵件的解決方法不盡相同，微軟、yahoo 等網路業者各

自提出所謂 Sender ID 與 Domain Key 的電子郵件驗證技術，來對抗垃圾郵件，

然而也都還無法成為統一的標準，其他廠商的垃圾信件分析還包括信件內文的關

鍵字比對、郵件表頭(Mail Header)分析、RBL 黑名單分析、郵件來源(IP、Domain)

歷史信譽分析，郵件超連結分析、郵件內容特稱分析，等常見手法。 

各種的垃圾信件分析方式無疑的都有一定的辨識準確度，而由於網際網路 

本就是開放協定的自由世界，且垃圾信件的變異快速，也使的各種垃圾信件辨識

技術難免都會發生誤判的漏網之魚。桓基科技 MailSherlock 使用特殊的 

SpamCheck 垃圾信件辨識引擎並整合多種垃圾信件的辨識技術，將每一封信件

作層層的分析，以避免單一垃圾信判定的辨識遺漏，而內建垃圾信件的自動學習

功能，也會自我學習垃圾信件以增加辨識準確度，另外重要的客戶， MailSherlock

提供白名單的建立，在白名單的客戶可跳脫所有檢查機制，更能夠避免信件的誤

擋發生。 

 

MailSherlock 垃圾信件的防制機制還包括如下： 

 

 自訂白名單檢查 

檢查寄件者的 IP、Email、Domain，用來跳脫 DNS、黑名單的限制，白名單為

隔檔條件之例外及優先，確認在白名單內之信件將直接進入 MailSherlock 進行掃

毒及內容過濾，只要列入白名單的信件是一概予以接收。 

 DNS 反查 

檢查送信端伺服器 IP 位址是否有 DNS 反查資料，利用 IP 反查 DNS 名稱方

式，針對沒有在正常在 ISP 設定 DNS 紀錄的垃圾信發送站台做隔檔。 

 Real-time Blackhole Lists (RBL) 檢查並提供排除名單設定 

內建七個世界知名的 RBL組織公佈之黑名單做即時性的更新並主動做隔檔。亦

可自行新增 RBL黑名單資料庫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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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查 EHLO/HELO 所傳送的 domain 是否有 DNS NS/A record： 

檢查郵件主機是否於 DNS 設定正查 IP 位址，符合條件才允許放行。 

 使用者自訂黑名單檢查 

檢查寄件者的 IP、Email、domain、user針對正常位址寄來之垃圾信，做被動式

的輔助增加黑名單，通常用於隔擋正常性的廣告信發送商。 

 檢查 MAIL FROM 的 Email address 是否真的存在 

利用模擬方式詢問對方 Mail Server User是否存在，如對方 Mail Server回應沒有

該 Email 信箱存在，則針對此類隨意編造的寄件位址予以退信。 

 灰名單阻擋機制 

所謂灰名單技術，就是利用一般發信主機，與垃圾郵件發送主機的特性差異，以

防止垃圾郵件發送者，在短時間所發送的大量信件，並搭配灰名單資料庫，增加

已連線過主機的送信速度，防止信件延遲。 

 離職員工名單檢查 

檢查收件者是否被設定在離職員工名單之中，離職員工固定訂閱之電子報，由於

無人收信造成MAIL伺服器的容量浪費，只要加入此名單，信件將直接拒收，不

因無效郵件影響Mail Server 資源的浪費。 

 桓基獨規 SpamCheck 過濾引擎(選購) 

內建超過 10000條規則垃圾郵件過濾規則，不需要透過自訂過濾規則的方式達到

過濾的動作，其運作邏輯為：信件經過 10000 多條規則的比對分析後，每符合一

條規則，就會產生一個分數，當分數累加超過設定的門檻值，則會被判斷為垃圾

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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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郵件伺服器安全防護 

就使用者的角度而言郵件伺服器穩定的重要，絲毫不遜於垃圾信件與病毒信

件的防禦，由於郵件的往來已成為企業訊息溝通必要的工具，郵件伺服器非預期

的停止服務必然的造成企業損失。一般郵件伺服器無論是安裝於 Windows 平台

或是 Linux 系統在連線數異常時都會有停止服務問題，使用 MailSherlock 作為

郵件的安全閘道可作為郵件伺服器的前端壁壘，阻擋異常的網路連線，確保郵件

伺服器穩定。 

 

MailSherlock 郵件伺服器安全防護機制還包括如下： 

 

 控制連線數上限，避免異常連線數過多造成停止服務。 

 提供單一來源同時連線上限設定功能，避免單一來源IP攻擊系統造成系統停

頓或當機。 

 自動偵測並阻擋 DHA 字典檔攻擊，並可設定阻絕時間。 

 發現病毒連線來源並自動阻擋病毒來源。 

 提供存取控制限制 (ACL)，可控制連線至管理畫面的 IP 網段和位址，確保

管理介面安全。 

 處理程序、磁碟容量自我檢查，如發現異常，會以 Email 通知管理者，做

緊急處理，防止災情擴大。 

 郵件轉寄限制 (Anti-Relay)，可限制轉發信件來源，或可發送網域，以避免

郵件主機被當作垃圾郵件發送站或跳版。 

 

2.2.4  操作介面特色 

 網頁安全加密 (SSL) 

網頁連線採 https 方式連線，提供 SSL加密功能，以保障連線帳號密碼安全，

避免資料在連線中被竊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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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系統操作紀錄 

具備系統操作紀錄功能，可設定對管理者帳號，所做任何網頁管理操作功

能，做一個完整保存備份，以備問題發生時的查核和證明。 

 

 郵件政策過濾，徹底防禦監控  

系統管理人員可設定「不當郵件」的規則定義，依據收件者、寄件者、主旨、

日期、附檔檔名等項目設定過濾條件。例如：設定過濾條件為「拒收 EXE 執

行檔」，則附檔類型為 .exe 的檔案都會被隔離不允許進入 Mail Server。郵

件過濾功能除了可以降低危險郵件及垃圾郵件的機率外，亦可防止有關商業

機密的文件外洩，損害公司利益。  

  

 病毒信件排名統計，圖表化 

MailSherlock 圖形化流量報表可得到類別（寄信/ 收信）、大小（KBytes）、

數量（封）及平均（KBytes）等資訊，並可轉換成長條圖及曲線圖等統計圖

表，提供日報表、週報表、月報表及年報表等四種期間報表，定期統計郵件

之寄發情況。並可自訂時間範圍產生統計報表，顯示某時期各單位的郵件流

量分佈比例表。可依時間範圍統計使用量排行榜，並提供友善列印功能。 

 

 多國語言環境 因應全球化快速變化環境 

為了強化企業整體的競爭力，MailSherlock 全面採用 UTF-8編碼，一次顯示

多國語言郵件，不需要耗費時間切換語系，另外，更支援使用者設定多國語

言過濾規則，可針對 IP、Domain、寄件者或 E-Mail 等設定過濾規則，且提

供中文繁體、中文簡體、英文等語系的操作介面，以因應全球化的環境。  

 

 支援多種網路架構 

MailSherlock 支援多種網路架構，提供轉寄 (Relay) 模式與透通 (Bridge) 

模式，並支援高可用(High Availability）模式架構，可配合機關組織網路環

境的現狀與需求採用不同的網路架構。 

 

 2.3  郵件生命週期 

歐美地區，針對郵件資料備份保存的相關法規中，重要的如下： 

1. 沙賓法案要求上市公司的資料至少保存 7年，其保存年限遠勝於之

前的 2 年。 

2. HIPAA是針對醫療機構的法案，其內涵規範病患的資料等醫療紀

錄至少需要保存 6年限，有些醫療資料甚至必須終身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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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本於 2005 年制定的「個人情報保護法」規定企業或團體組織有

義務保護個人資料防止洩漏，需保存資料並確保可有效取得。 

4. 臺灣立法院目前也在蘊釀立法，財政部亦針對金融單位施行「新巴

塞爾資本協定」中規範到企業資訊備份完整性、電子舉證機制的合

理性等。  

5. 根據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規定，與財務報告審核相關的工作資料以

及檔案都需保存 7 年以上。 

 

法令對資料保存的種種規範說明了一件事實，意即將資料視為生命體，資料

從產出到最後的刪除，都有其生命週期，且不斷的比以前更長久，意味著有更多

的資料需要長期儲存於儲存媒體上。所謂的資料生命週期管理即在說明自資料的

產出、使用、讀取、歸檔、銷毀的一連串管理過程，都將依據企業不同的需求以

及資料的重要性，逐一在各個不同的儲存媒體上遷徙。除了預算與成本的考量

外，也能重新審視資料的特性，以更有效的利用儲存資源。 

 

 

圖：資料生命週期 5階段 

 

1. 資料的產出與使用 

MailSherlock 的規劃：對於進出的信件，MailSherlock 都將其儲存一份於資料庫

當中，做為第一層的備份。採用完整備份方式，包括附檔皆可備份，不破壞原本

信件的完整性。 

儲存於資料庫的信件，可透過介面提供的「信件查詢」功能，找到想要尋找的相

關信件。 

 

2. 資料的複製與散播 

MailSherlock 的規劃：完整複制外寄內送 Email ，利用MailSherlock 本機的硬碟

空間記錄所有進出的信件，採用資料庫索引機制，分日、周、月方式分類資料庫，

配合信件查詢、隔離區管理機制，達成信件資料查詢，重送，轉寄、複製的需求，

加上使用階層式分權控管機制，防止使用者越權取得重要資料。 

3. 歸檔與回存 

MailSherlock 的規劃：完整備存的信件，因為本機硬碟的容量限制，信件量累積

到一定程度，必須規劃向外部儲存媒體備份的機制。透過 MailSherlock 自動化排

程備份的設定，可設定歸檔類型、時間長短，自動命名，並排程執行外部儲存裝

置的 FTP 自動備份，免於人工操作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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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Sherlock 備份的方案包括： 

f. 硬碟 

可擴充本機硬碟空間，支援使用 SCSI、HBA 通道連接的外接式儲存設備，

例如大型磁碟陣列。以直接掛載資料庫的方式，即時完成擴充需求，延長

即時性資料的存放時間。 

g. 磁帶 

直接備份資料庫檔案資料到磁帶(機)，備份資料要進行檔案的匯入，才能

夠查詢。 

h. FTP 

利用 FTP 方式，備份到遠端的 File Server 上。備份資料要進行檔案的匯

入，才能夠查詢。 

i. 網路芳鄰 

利用網路芳鄰方式，備份到遠端的 File Server 上。備份資料要進行檔案的

匯入，才能夠查詢。 

 

4. 保護與復原 

MailSherlock 的規劃：將 MailSherlock 上的資料，再次直接傳送給特定的使用者

帳號，一般用於： 

 特定 user 的電腦毀損，造成信件遺失，可將該 user 的信件全部還原

到該使用者帳號。 

 Mail Server 當機，信件停留在 MailSherlock 上，可將特定重要信件先

行轉寄給某特定使用者，做為 Mail Server當機時的備援機制。 

信件還原的畫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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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刪除與銷毀 

MailSherlock 的規劃：MailSherlock 特別配合不同郵件資料類型，依照該郵件的

重要性質，可分別指定不同的保存期限，保存期限一到，會自動偵測，刪除過期

的信件資料，例如一般信件的留存期間要最長，垃圾郵件或病毒信件則可以保留

1天至 2 週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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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用效益 

 成功案例一：  

需求： 

1. 確保該單位所接收傳遞的電子郵件資料安全無毒(所指電子郵件範圍包

括員工所接受、傳送之該單位所屬郵件網域。 

2. 可記錄所有進出郵件，並支援外部儲存裝置，需存放資料達三年以上，

並隨時可供查詢，以配合稽查需要。 

3. 提供外寄郵件機密宣告，附加於原始信件內文下方，提示該外寄信件保

有法律追朔權，禁止未授權轉寄。 

4. 可統計其他主機所發送的郵件量，信件大小，與控管發送主機的發信權。 

 

解決方案： 

1. 建置於防火牆之後，負責所有進出網路的 SMTP 通訊協定掃毒。 

2. 即時監控內部寄出信件，完整掃描病毒，以防止因內部病毒感染引發的

大規模病毒信發散 

3. 啟用自動備份功能，利用 FTP 遠端備份主機，將備份資料存放至遠端

主機，確保本機空間充足。 

4. 利用郵件過濾規則，啟用附加簽名檔功能，預設對寄出郵件附加簽名

檔，做郵件保安宣告。 

5. 使用統計報表，計算所有主機寄出的信件量，統計寄出的信件大小，用

以查核其他主機的運作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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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架構圖 

 

使用效益： 

1. 郵件記錄，有效管理郵件流向，方便追蹤 

記錄公司對內對外的所有信件並完整儲存於資料庫中，結合部門群組的帳號

管理，使部門主管有權查看該部門員工收發信件記錄。記錄的郵件並作為日

後追蹤的依據。 

 

2. 嚴密的資料備份機制，防止重要信件資料流失 

MailSherlock 除郵件記錄會將信件備份於資料庫中，亦提供資料備份的機

制，使管理人員彈性管理資料庫的硬體空間，所提供機制包括依設定的時間

範圍及檔案格式匯出信件資料與人員資料並指定匯出後，將已匯出的資料從

資料庫中刪除。備份可設定備份排程，定期自動備份。並支援磁帶備份及以

FTP 方式做遠端備份。以保存企業最重要的交易記錄及智慧財產並利於追蹤

信件的流向，確保公司郵件的完整性，防止重要信件資料流失。 

 

3. 郵件報表資料，清楚掌握郵件流量及使用狀況 

統計資料提供部門群組或個人信件流量的統計，可設定依日、週、月等期間

間隔顯示，除可透過圖形化量表得到收（寄）信數量、大小、及平均等資訊，

並可搭配訊息通報定期將統計報表寄給管理者。 

 

4. 部門階層管理，落實良好的管理制度 

部門階層管理，以樹狀結構表示部門階層關係，可編排各個部門之間的階層

關係，可新增、修改、刪除部門，指定新增管理員。讓部門之間的階層管理

更有明確的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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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產品比較與建議 

 

4.1 產品比較 

4.1.1  MailSherlock產品定位比較 

 

Sherlock Family 產品定位比較 

產品 MailSherlock MailSherlock SpamSherlock 

定位 郵件稽核/備份 閘道病毒過濾 垃圾郵件過濾 

OS Linux Linux Linux 

DB MySQL MySQL MySQL 

Mail Sendmail Sendmail Sendmail 

導入 Relay Relay, Bridge Relay, Bridge 

防毒 SOPHOS(選購) SOPHOS SOPHOS (選購) 

計價 帳號 帳號 帳號 

 

Sherlock Family 軟體規格比較 

功能/產品 MailSherlock ViruSherlock SpamSherlock 

管理介面       

Sherlock 管理 ○ ○ ○ 

網路組態 ○ ○ ○ 

郵件伺服器管理 ○ ○ ○ 

訊息通報 ○ ○ ○ 

統計報表 ○ ○ ○ 

郵件過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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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管理 ○ ○ ○ 

系統管理 ○ ○ ○ 

人員管理       

外部帳號同步 ○ ○ ○ 

員工帳號管理 ○ ○ ○ 

部門階層管理 ○ ○ ○ 

Log名單管理 ○ X X 

個人化介面權限設定 Option X ○ 

End-User設定值管理 Option X ○ 

郵件查詢       

信件查詢 ○ ○ ○ 

隔離區管理 ○ ○ ○ 

sendmail 紀錄查詢 ○ ○ ○ 

收信紀錄查詢 ○ ○ ○ 

備份信件管理 ○ ○ ○ 

信件還原 ○ X X 

信件還原紀錄 ○ X X 

Anti-Spam       

垃圾信防堵機制 ○ ○ ○ 

離職員工名單 ○ ○ ○ 

黑 / 白名單 ○ ○ ○ 

DHA / DoS 暫時性黑名單 ○ ○ ○ 

RBL管理 ○ ○ ○ 

SpamCheck 模組 Option X ○ 

Anti-Virus       

防毒引擎設定  Option ○ Option 

病毒碼更新 Option ○ Option 

SMTP 掃毒過濾 Option ○ Option 

HTTP 掃毒過濾 X ○ X 

POP3 掃毒過濾 X ○ X 

FTP 掃毒過濾 X ○ X 

 

4.1.2  產品建議規格 

軟體版建議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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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體環境 系統環境 

最低系統需求 中央處理器 Intel Pentium 

4  2.8G (含)以上 x1、主記憶

體 DDR II 2G (含)以上、硬

碟 160G (含)以上 x1、光碟

機 DVD-ROM、10/100/1000 

Mbps 全雙工網路。 

可 相 容 於 RedHat 

Enterprise Linux 版本之

硬體架構 

 

建議系統需求 中央處理器 Xeon 

Dual-Core  1.8G (含)以上

x1、主記憶體 DDR II 2G 

(含)以上、硬碟 160G (含)以

上 x1、光碟機 DVD-ROM、

10/100/1000 Mbps 全雙工網

路。 

可 相 容 於 RedHat 

Enterprise Linux 版本之

硬體架構 

 

說明：系統處理效能取決於主記憶體大小，人數或信件數愈多，建議主記憶體愈

大愈好，硬碟也要隨使用人數、信件量、資料保存天數，而有所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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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桓基科技成立於 1993 年 5 月，累積十年的業界經驗與能量，不斷地提昇

電腦硬體設備維護能力，積極於各式作業平台上開發 e 化應用系統，努力的成

果奠定桓基在資訊產業的一片天。桓基科技以系統整合為立基點，拓展業務層面

至應用系統研發工程上。最初以新竹市科學工業園區為經營重心，計劃性地建立

北中南銷售體系，佈建完整的客戶服務網，就近提供客戶完善的銷售服務。 

桓基 MailSherlock嚴密把關每一筆企業進出郵件，一有異常，系統將自動通

知相關管理者，有效保障資訊安全。帳號維護容易，另外有各種權限使用者劃分，

admin、MIS、各部門主管分層負責，各司其職。設置兩台 MailSherlock 做備援，

加上 DOM 自動回復機制，系統安全有保障，即使硬體出錯也能確保正常運作。 

建置於防火牆和企業郵件伺服器之間，於前端保護 Mail Server 的安全，所

有寄送的郵件經由 MailSherlock 即時過濾偵測，確認郵件安全無虞後，將信件

遞送到內部 Mail Server 上或直接寄送至 Internet。自由搭載 Anti-Virus、

Anti-Spam 模組，即可成為全方位安全過濾閘道器，從病毒過濾、垃圾郵件防堵、

郵件內容監控，層層把關，免去加購硬體，維謢多台機器的成本花費，建立完整，

安全的郵件機制，從 MailSherlock 開始。 

桓基科技未來的發展目標，將定位在整體解決方案提供者（Total Solution 

Provider），結合產品、行銷、服務三大力量，以累積的產品知識和服務機制，結

合資訊系統硬體整合及開發，提供客戶加值型服務。不斷地創新和服務，提供客

戶最大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