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桓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hgiga.com 

1 

 

 

 

 

桓基科技產品白皮書 

 

 

 

 

 

 

 

 

 

 

版本：V.3 

日期：2013.07.30 



 

2 2 

桓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hgiga.com 

 

文件安全 

此文件僅供桓基科技(股)公司業務人員在內部或經銷商內部使用階段，說明產品銷售重點之協

助文件。未經授權將此文件外傳，可視為違反已簽署的員工保密條款。 

  



 

3 3 

桓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hgiga.com 

Revision 

version author reviewer message date 

0.1 Cheris  製作初稿 2013/1/31 

0.2 Cheris  移除業務銷售面 Q&A 

更新產品介紹、比較表、產品

規格 

2013/5/15 

0.3 ruwu  更新公司地址 2013/7/30 

0.4 ruwu  地址改留官網、C&Cmail 正

名、新增成功案例-長庚醫院 

2013/8/23 



 

 

4 

桓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hgiga.com 

4 

目 錄 

文件安全 ............................................................................................................................................................. 2 

Revision ............................................................................................................................................................... 3 

一、 引言 ........................................................................................................................................................ 6 

二、 需求分析 ................................................................................................................................................ 7 

三、 產品簡介與定位 .................................................................................................................................... 9 

1. 產品優勢 ................................................................................................................................................ 9 

2. 產品背景 .............................................................................................................................................. 10 

3. 獲獎榮耀 .............................................................................................................................................. 10 

四、 產品功能特色 ...................................................................................................................................... 13 

五、 產品優勢與競爭分析 .......................................................................................................................... 15 

六、 部署架構 .............................................................................................................................................. 18 

1. 中小型企業建議架構 .......................................................................................................................... 18 

2. 大型企業建議架構(須搭配 PowerCluster 與 MailSherlock) ............................................................. 19 

3. 備援機制 .............................................................................................................................................. 21 

七、 效益分析 .............................................................................................................................................. 22 

八、 成功案例 .............................................................................................................................................. 24 

1. 產業列表 .............................................................................................................................................. 24 

2. 客戶續約實績 ...................................................................................................................................... 26 

3. 案例說明 .............................................................................................................................................. 27 

(1) 成功案例：財政部關稅總局 .......................................................................................................... 27 

(2) 成功案例：行政院經建會 .............................................................................................................. 28 

(3) 成功案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 29 

(4) 成功案例：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 30 

(5) 成功案例：中華汽車 ...................................................................................................................... 31 

(6) 成功案例—寶勝國際 ...................................................................................................................... 32 



 

5 5 

桓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hgiga.com 

(7) 成功案例—中國移動山東分公司 .................................................................................................. 34 

(8) 成功案例—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 35 

九、 常見問答 .............................................................................................................................................. 40 

1. 產品技術面 .......................................................................................................................................... 40 

2. 業務銷售面(請資深業務提供) ........................................................................................................... 43 

附件一 、C&Cmail  產品規格 ...................................................................................................................... 44 

  



 

6 6 

桓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hgiga.com 

一、 引言 

電子郵件在企業商務溝通中為重要應用服務，但真正實現順暢的資訊溝通，也絕非易事。

企業對郵件系統的要求不只是具備郵件收發功能，而是需要功能豐富和配置靈活的溝通平臺，

作為員工協同生產力與內外溝通的中心。尤其隨著智慧手機的普及，企業需要通過各種行動裝

置，隨時隨地收發電子郵件，實現移動辦公與商務無縫溝通。 

C&Cmail 為一套高效能的電子郵件服務系統，兼具「Webmail 網頁郵件」、「Calendar 群組

行事曆」、「Contact 全域通訊錄」、「Mobility 行動同步」及「Security 系統安全性」等五大功能

特色。Outlook like 介面讓使用者易上手，行動安全同步功能打造安全行動辦公環境；網路硬

碟功能可隨時存取重要文件並進行控管；AP + DB 分散式架構易於建置與高擴充性，協助企

業以具成本效益且安全的方式，打造企業專屬行動協同作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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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需求分析 

(1) 管理不易 

郵件系統老舊，在處理效能、系統穩定性及擴充性上皆不足，難以符合當前使用者要

求提高信箱空間、快速存取信件之使用需求，以及管理者要求集中管理、高效穩定、易於

擴充之管理需求。由於舊郵件系統在管理上及維護上，相當的耗時及費力，所以希望可有

效做帳號集中控管。 

(2) 功能陽春 

郵件伺服器的功能設計上過於陽春，無法達到一般使用需求，不適用於組織運轉，也

讓管理人員承受不少壓力。功能不佳的郵件系統拖累了企業訊息溝通效率。 

(3) 系統規格與資料架構先天不良，效率低落且無法擴充 

郵件系統硬體規格老舊，導致運作效能不堪負荷。最常發生的狀況就是使用者集中在

早晨剛上班時開機收信，同時段出現大量連線存取郵件資料，系統負載迅速拉高，造成郵

件下載與 Webmail 開啟檔案速度十分緩慢，讓管理人員每天早上就接獲許多抱怨電話。 

(4) 穩定性不足 

E-mail 是如今企業營運當中最大的網路流量，資訊工作者可以一日不上網，卻無法一

日沒有收發電子郵件。但也由於頻繁的使用性與依賴性，讓隨之而來的穩定性成為頭痛問

題。尤其現今跨國營運的企業相當多，因此對於資訊工作者而言，訊息平台的可靠度與持

續可用性便相當重要，因為任何時候的停機都可能造成莫大的商業損失。 

(5) 個資郵件疑慮 

因 E-mail 安全問題所影響的層面還不僅如此，在政府立法通過個資法案之後，如今

已成為各行各業都必須嚴格遵循的規範，一旦不慎發生資料外洩而涉嫌違反個資法，就可

能對於企業的營運造成危害。對於自建郵件系統的企業而言，每日有眾多夾帶商業機密與

個資的電子郵件傳遞著，如何保護好機敏郵件成了令人頭痛的問題。 

(6) 行動資訊不同步 

隨著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日趨普及，員工在工作上使用個人裝置（Bring Your Own 

Device, BYOD）的使用率持續攀升。員工透過個人行動裝置連結企業內部網路，在任何地

方使用各種服務以取用資源及處理公務，許多企業的辦公應用也已逐漸推展至手機平台，

以支援使用者需要的行動性。其中，郵件收發是企業行動辦公的最主要應用，根據行動郵

件使用調查，企業用戶中有 69% 的用戶表示目前正在使用行動裝置收發郵件。因此，郵

件資訊的行動同步成為企業最迫切需求的應用之一。面對行動辦公的趨勢，現有郵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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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提供郵件、行事曆及通訊錄的無縫接軌同步，對於在外工作的員工相當不便。 

(7) 備援容錯難達成 

整體而言想要滿足訊息平台的可靠度，在規劃部署上最重要的就是備援機制的建立，

但無論是要達到本地自動化備援還是異地自動化備援，一般來說企業都得編列龐大的資訊

預算才能執行，也因為如此部份的企業便可能便因此退縮不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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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產品簡介與定位 

桓基科技 C&Cmail 多功能協同通信系統，具備高效能、高彈性、高安全性及非常可靠，

更加速企業內外的溝通效能，提供網路應用服務的加值效益，開拓新客戶群及業績來源，並兼

具防毒、防黑及防垃圾郵件功能，有效防護企業內部的郵件伺服器。 

1. 產品優勢 

以下是 C&Cmail 所具備的優勢： 

(1) C&Cmail 具備高運算效能，巨量郵件處理能力的郵件系統。 

(2) C&Cmail 具備高搜尋能力，可快速查閱所需信件。 

(3) C&Cmail 具備高擴充性，無須進行大規模資料搬移，即可輕鬆完成擴充串接。 

(4) C&Cmail 具備高彈性，可做為企業專屬的郵件伺服器，與現有郵件伺服器並存，也可取

代現有郵件服務器，兼具 Mail Server 系統功能及 Client 端郵件管理功能；此外，更具備

HA 架構。 

(5) C&Cmail 易管理：採用中央式集中管理，可依組織層級分散管理帳號，且大量批次設定

管理，及管理多功能變數名稱，並可遠端設定用戶許可權及解決用戶郵件問題。 

(6) C&Cmail 提供 Outlook-like 使用介面，無需費時教育使用者，降低使用者的學習曲線，

一般使用者可以快速上手。 

(7) C&Cmail 提供企業行動安全同步功能，在追求郵件無縫接軌之際，亦兼顧管理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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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品背景 

C&Cmail 為桓基科技自行研發的一套郵件系統，自 1997 年開發以來，至今已有 15 年的發展

歷程，深獲 200 家企業及政府單位，300 萬客戶的一致肯定。其設計的概念及架構如下： 

(1) 作業系統：以 CentOS 做為底層的 OS（2012 年之前是以桓基自有的 Linux 服務系統做為

底層的 OS）。 

(2) 資料庫系統：MySQL，郵件進出都以資料庫寫入的方式儲存，可間接做為企業郵件的備

份系統。 

(3) 郵件系統：Linux Sendmail。 

(4) 開發工具：PHP。 

3. 獲獎榮耀 

(1) 榮獲 CMMI®  ML3 國際認證的專業服務 

桓基科技以國際化的軟體研發流程及品質控管為基準，取得 CMMI®  ML3 認證，成為國

內首家獲得此項認證的資訊安全系統開發商，所以 C&Cmail 產品品質無庸置疑符合國際

水準，為企業建置郵件服務系統的最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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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Giga C&Cmail 榮獲 2012「台灣精品獎」 

第 20 屆台灣精品獎日前舉行得獎廠商表揚大會，桓基科技 C&Cmail 企業群組郵件系統以技

術創新、人性設計、國際品質、客戶服務等方面的優異表現，在眾多產品中脫穎而出，獲得本

屆台灣精品獎殊榮。C&Cmail 提供行動裝置資訊同步功能，讓使用者不論是桌上型電腦、

Outlook、WebMail、甚至是行動手機，都能隨時維持統一完整的資訊同步。全面支援智慧手機

與新世代平板電腦，包括 Android OS、Apple iOS、Window Phone 等行動平台，實現使用者

與企業最完整的行動應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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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產品功能特色 

HGiga C&Cmail 多功能協同群組通訊系統取代現行的電子郵件系統 

(1) 利用 C&Cmail 集中化管理機制，兼顧管理便利性與安全性 

C&Cmail 具備中央管理控制介面，可輕易地管控郵件伺服器、各地網域及使用者帳

號，另提供多項集中式管理功能，例如 LDAP 目錄服務整合同步功能，可自動從 AD/LDAP

伺服器上同步人員組織通訊錄，一方面讓管理者不用個別管理使用者端之個人通訊錄，而

是可以依組織階層來管理大量人員帳號；另一方面也避免一般使用外部帳號認證系統無法

即時同步，導致無法完全刪除離職人員帳號與密碼而引發安全漏洞。C&Cmail 能同時達

到管理便利性與安全性。 

(2) C&Cmail 具備高運算效能，無須擔憂巨量郵件之處理能力 

C&Cmail 是一個以資料庫技術建構完成的郵件系統，具備了資料庫技術本身所有的

優點，包括高效能、高穩定性、及高可擴充性。在一般單一 Xeon 等級的伺服器， C&Cmail 

每小時可以處理近 7,000 封信件，接近 1GB 的資料處理量，這個數字可以藉由擴充硬

體等級，以及水平延展模式向量化擴充應用伺服器的數量，達到處理能力倍增之效。 

(3) C&Cmail 具備高搜尋能力，可快速查閱所需信件 

C&Cmail 全部的郵件資料皆儲存於資料庫中，所以針對大量郵件的整理搜尋，採以

結構化的資料庫方式儲存，將郵件有系統分拆為郵件資訊、郵件內容、附件等部分。相較

於使用檔案儲存的郵件系統以非結構化資料方式儲存，在進行巨量資料搜尋時，會發生相

對明顯的搜尋速度延遲，而採用資料庫架構的 C&Cmail 則可迅速完成搜尋，達到易於查

詢、即時調閱等效益。 

(4) C&Cmail 具備高擴充性，無須進行大規模資料搬移，即可輕鬆完成擴充串接 

對於未來郵件空間的擴充，C&Cmail 也比一般傳統的檔案型郵件伺服器需要資料搬

移才能進行擴充，有著極大方便擴充的好處。C&Cmail 採用資料庫架構，可以乘載更高

的使用者數量、儲存巨量資料，並可以依照使用的需求，容易地擴增使用的設備應對用戶

與使用規模的增長。依據用戶建置實證的經驗，C&Cmail 可以讓使用者輕易擁有上百 Giga 

的郵件空間，並且可以在不同時期擴充的儲存裝置直接串聯起來，讓使用者可以把幾十年

的郵件全數匯整，形成一個大型資料庫，所以說，C&Cmail 對於大量使用人數的企業或

機關，是最佳的郵件伺服器選擇。 

(5) C&Cmail 提供 Outlook-like 使用介面，無需費時教育使用者，即可快速上手 

C&Cmail 本身除了是一強大的郵件伺服器功能外，也提供Webmail網頁式郵件介面，

採用 OutlookLike 操作設計介面，能符合絕大多數使用者的習慣，並且獨創群組分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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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訊管理等集中管理設計，在為使用者創造優質的郵件環境之餘，更能加速內外溝通

效率。 

(6) C&Cmail 提供企業行動安全同步功能，在追求郵件無縫接軌之際，亦兼顧管理安全性 

鑒於行動同步成為企業最迫切需求的應用之一， C&Cmail 提供全新企業行動同步功

能可全面支援各種行動裝置，包括 Android、iOS、Windows Phone、RIM 等。使用者無

需下載各式各樣的 APP，只要簡單設定步驟，即可同步郵件、行事曆及通訊錄資訊。 

C&Cmail 行動同步功能是從企業 IT 管理為出發點而設計，具備集中化安全管理機制，包

括裝置識別碼(Device ID)、遠端抹除(Remote wipe)、存取軌跡(Access Log)記錄等功能，

讓 IT 管理人員可以管控每一台與系統連線同步的行動裝置及存取狀態，並且保存所有裝

置的存取軌跡記錄。一旦行動裝置遺失，可立即進行遠端抹除裝置上的所有同步資料，兼

顧行動辦公的便利與 IT 管理的安全性，同時達到讓每位員工可輕鬆設定與使用，也方便

IT 人員集中管控。 

(7) C&Cmail 提供電子郵件帳號申請功能，達到系統處理流程之連貫性與資訊交換之便利性

及安全性 

透過本計畫電子郵件帳號申請功能，可直接整合使用者資訊與郵件系統帳號認證機制，

一方面可大幅節省管理者逐一設定 1 萬多人之帳號與密碼處理時間達 50%，並可配合政府

推動綠色辦公作業，落實無紙化措施。另一方面，透過線上申請機制，提供組織申請進度

線上追蹤查詢，可隨時追蹤監控狀態及進度，確實掌控每位員工流向，避免紙本可能遺失

或需人工監控流程所耗損之成本，提高承辦人快速了解進度，加速公務執行，也提昇個資

安全性。 

(8) 網路硬碟讓檔案分享變得簡單又安全 

透過簡易的拖拉放操作邏輯，使用者可使用拖拉放的操作方式完成檔案上傳，更能夠

以手機與平板將檔案上傳至網路硬碟上。同時整合郵件附檔功能，使用者能快速產生資料

存取 URL，輕鬆透過郵件傳送及下載，再也不用擔心附檔過大而退信的問題。還提供完

整權限來管理所有檔案資料，讓系統管理者集中監測系統、管控使用者存取行為，避免使

用者有意或無意地洩漏機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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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產品優勢與競爭分析 

 

C&Cmail 與 Google Apps 最大的差異在於在電子郵件的企業管理政策實施上並不友善，較專注

在一般使用者市場，缺少許多企業化郵件所必要的核心功能，如階層組織樹、全域目錄樹狀通

訊錄、行動裝置安全驗證、企業郵件歸檔、企業郵件稽核、個資自動盤點等，從企業資安政策

與管理的角度，說明企業組織應建立企業專屬郵件系統之必要性。 

 

下表列出本專案與 Gmail 之比較表 

  功能項目 C&Cmail Google Apps 免費版 Google Apps for 

Business 

管

理

面 

中央管理控制

介面 

有，可集中管理所有帳

號及系統設定 

無 有，使用者帳戶管理與

聯絡人共用 

MS-AD/LDAP

帳號整合服務 

有，可整合標準

LDAP 伺服器，自動同

步郵件帳號/部門/群組

資料等 

無，無法同步

MS-AD 目錄服務 

有，透過 LDAP 系統自

動進行帳戶管理 

組織樹管理機

制 

有，可依組織階層進行

帳號管理 

無，僅個人應用 有，手動建立機構樹狀

目錄 

多網域管理 有，可讓使用者利用同

一個帳號密碼來存取

多個網域帳號之郵件 

無，僅能建立一個網域

之信箱帳號 

有 

功

能

面 

Webmail 有，整體操作介面類似 

Outlook，讓使用者使用

Webmail 操作的模式

類似電腦端的應用程

式  

有 有 

全域目錄樹狀

通訊錄 

有，提供樹狀階層目

錄，可清楚查閱組織成

員 

無，僅有個人通訊錄 無，僅提供共用網域聯

絡人，但無法依組織階

層分層分類顯示 

部門通訊錄 有，可點選全域目錄之

部門單位，直接寄信給

全體部門人員 

無 有，須先建立各部門群

組，再逐一設定聯絡人 

群組信箱 有，可自訂群組信箱設

定，也可跨部門設定群

組成員 

無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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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曆 有，提供類似 Google 

Calendar/Outlook 

Calendar 之操作介面

與方式 

有 有 

網路硬碟 有，企業可自訂網路硬

碟空間容量，並無縫整

合 Webmail ，可傳送超

大檔案，且隨時隨地都

能存取最新版檔案 

有 有 

公布欄 有，可傳達組織訊息，

並有效掌握各人員之

閱覽狀況回報 

無 無 

與 Outlook 

的 PIM 資料

同步 

有，提供同步程式可與 

Outlook2003/Outlook20

07/Outlook2010 的行

事曆名片簿即時同步 

無 無 

行

動

面 

行動同步 有，可一次同步郵件/

聯絡人/行事曆 

有，須個別設定郵件/

聯絡人/行事曆之同步 

有 

自行開發之行

動 APP 

無，採用行動裝置之原

生 APP，可支援

iOS/Android/Windows 

Phone/Blackberry 

有，支援 iOS/Android 有 

行動裝置識別

碼 

有，可控制行動裝置之

存取權限，避免任何行

動裝置隨意存取個

資，造成資安漏洞 

無 有 

行動裝置遠端

抹除 

有，可在裝置遺失時，

遠端抹除同步資料 

無 有 

行動裝置存取

紀錄 

有，可記錄所有裝置存

取軌跡記錄 

無 有 

個

資

防

護

面 

收件者個資自

動轉為密件副

本 

有，可自訂收件者人數

超過多少人以上，自動

轉以密件副本方式寄

送，避免大量收件地址

大量揭露 

無 無 

郵件歸檔 整合 MailSherlock，可

歸檔內對外、外對內之

需加購 Google Vault 

保管箱，每位使用者每

需加購 Google Vault 

保管箱，每位使用者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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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信件，符合個資舉

證年限 

月$5 美元，且郵件歸

檔功能陽春。 

月$5 美元，且郵件歸

檔功能陽春。 

郵件稽核 整合 MailSherlock，具

備事前稽核/事後稽核

可依部門或指定名單

分別設定稽核條件。 

需加購 Google Vault 

保管箱，每位使用者每

月$5 美元，且郵件歸

檔功能陽春。 

需加購 Google Vault 

保管箱，每位使用者每

月$5 美元，且郵件歸

檔功能陽春。 

個資內容自動

盤點 

整合 MailSherlock，提

供身分證號碼、信用卡

號、行動電話…等常見

個資類別選單，進行自

動盤點出內含個資內

容郵件 

無 無 

組織簽名檔免

責宣告 

有，針對外寄信件，自

動加註公司免責宣告

內容，並且對已加簽過

的郵件不再重覆加簽 

無 無 

歸檔郵件調閱

加密 

有，提供歸檔郵件調閱

取出壓縮檔加密 

無 無 

服

務

面 

技術支援 有，提供 0800 免費服

務專線及遠端專人協

助疑難排解 

無，只能透過論壇或是

電子郵件反映。 

有，提供 0800 免費服

務專線，但為英文服

務，且不提供專人遠端

協助疑難排解 

定期檢驗報告 有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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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部署架構 

1. 中小型企業建議架構 

Inbound Mail

Outbound Mail

Webmail

Internet

C&CMail

防火墙

 

規劃說明： 

(1) 在公司內部架設一台 C&Cmail 郵件伺服器（含硬體），設定公司功能變數名稱的 MX 記錄

指向防火牆的公網 IP，然後在防火牆公網 IP 的 110 和 25 埠映射到 C&Cmail 伺服器的位

址。 

(2) 使用者通過使用 MUA/Webmail 方式連線到 C&Cmail 郵件伺服器進行下載/流覽/發送信

件。 

(3) 如果公司有 AD 伺服器的話，人員帳號可以自動從 AD 中同步，也可以用 CSV 檔案導入

C&Cmail,員工將原有的外部郵件帳號添加到C&Cmail中，使C&Cmail統一代收外部郵件，

公司員工可以登陸 C&Cmail 的 Web 介面收發郵件，也可使用 Outlook 等郵件用戶端軟體

來收發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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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型企業建議架構(須搭配 PowerCluster 與 MailSherlock) 

 

 

圖、專案新建置郵件安全架構 

  

 

本計畫建置之架構如上圖，郵件處理流程做說明如下： 

(1) 來自網際網路的外部信件，所有 msa.tra.gov.tw 及 msl.tra.gov.tw 的信箱都會被 DNS MX 

記錄指定送到 msa.tra.gov.tw 及 msl.tra.gov.tw (對應到 MAILSherlock VIP)。 

(2) 由 Firewall 分配 SMTP 連線給 MailSherlock (郵件歸檔暨稽核系統)，進行 Anti-spam/ 

Anti-virus、MailArchive(外對內信件收取記錄)。 

(3) MailSherlock (郵件歸檔暨稽核系統)處理完成後，會將外對內的信件送到 ccmail.tra.gov.tw  

(對應到 C&Cmail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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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MTP 連線給 C&Cmail (電子郵件伺服器)，透過 CCMAIL-AP 對外提供應用層服務，再

由 CCMAIL-AP 將信件儲存至 CCMAIL-DB。 

(5) User 使用 Outlook 連線到 ccmail.tra.gov.tw (DNS A 記錄)收信。 

(6) User 使用 Webmail 連線到 ccmail.tra.gov.tw (DNS A 記錄)收信。 

(7) User 使用 Outlook 連線到 msa.tra.gov.tw 或 ms1.tra.gov.tw (DNS A 記錄)寄信， 由 SMTP

連線給 MailSherlock (電子郵件歸檔暨安全伺服器)處理並進行 MaiilArchive、MailAudit 及

Anti-virus。 

(8) User 使用 Webmail 連線到 ccmail.tra.gov.tw (DNS A 記錄) 寄信，傳送信件至前端的

SpamSherlock(郵件歸檔暨稽核系統)。 

(9) 由 SMTP 連線給 SpamSherlock (郵件歸檔暨稽核系統)，進行 MaiilArchive、MailAudit 及

Anti-virus。(內對外及內對內發送記錄)。 

(10) MailSherlock (郵件歸檔暨稽核系統)完成 Anti-virus 之後，會將內對內的信件送到 C&Cmail 

(電子郵件伺服器)，將內對外的信件送到網際網路上的目的地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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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備援機制 

(1) 應用伺服器 

C&Cmail (電子郵件伺服器)可透過 PowerCluster 達成雙主動(Active-Active)的備援要

求，當其中任一台或至多二台伺服器無法正常服務時，PowerCluster 會自動將服務分配給

仍可正常提供服務的伺服器。 

C&Cmail (電子郵件伺服器)透過 PowerCluster將二台伺服器規劃為Active/Active的雙

主動式架構，將郵件服務平均分配到 2 台伺服器，減輕了伺服器的負擔，同時又是另一台

機器的備機；即使其中一台發生故障，也可以把應用轉移到其他伺服器，保障服務的 24*7

小時高可用,同時也避免了硬體資源浪費。 

(2) DB 資料庫伺服器(C&Cmail 電子郵件伺服器) 

1. 資料複本 Real-Time Mirror 

a.  提供 Real-Time Replication 功能，即時將主機資料複製到多個遠端的伺服器。 

b.  具備 HA 機制，同時架構成 cluster，高可靠度備援系統。資料庫 Cluster 的架構，

主要應用一個 NDB storage engine，將資料庫所需要做的事情分散到三種節點上，

分別是管理節點（Management (MGM) nodes）、查詢節點（SQL (MySQL server) 

nodes）、與資料節點（Data nodes），這樣可以保證分享資源不會互相干擾。其中，

management nodes 負責存放伺服器設定、啟動/停止節點、管理網路分割、建立與

回復備份資料等等，以提供資料庫伺服器 redundancy 能力。 

2. 資料復原 MM-Restore 

a.  Master-Master Restore 為進行備援，若其中一台 Master 服務異常，可於最短的時

間內(60 秒內)，將備援的 Master 替換上線，而這台備援的 Master，平常也可以

當 Slave (Reader)。 

b.  當 Slave 的 Replication Failed 時，會自動讓此 Slave 停止提供服務，避免不同

步的狀況發生，防範資料庫產生不可預期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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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效益分析 

導入 C&Cmail 解決方案為企業帶來的主要效益如下： 

(1) 提升用戶端郵件容量： 

C&Cmail 因具備更低的儲存成本，信件備份方案也更有效率，即便與其它郵件系統

相較，IT 管理人員都能更加輕鬆地將用戶端信箱動態擴充到 2 GB 或更大，C&Cmail 的

多功能與易用介面也可以讓習慣使用大容量免費信箱的員工輕鬆上手，達到無縫無痛的系

統移轉。 

(2) 整合目錄服務： 

C&Cmail 帳號外部認證服務，可有效整合 AD/LDAP 認證系統，快速建立郵件帳號和

認證機制，並可彈性設定員工與群組權限，以達到使用者單一登入的目標。 

(3) 降低導入新系統的學習時間： 

C&Cmail 具備 Outlook like 的 Webmail 介面符合大多數人的使用習慣，可降低使用者學習

門檻，使用者可立即上手使用，可免除管理者的教學困擾。 

(4) PIM Sync 個人資訊管理無鏠接軌： 

在不改變使用環境下，加強郵件系統的服務，提供更完善的個人訊息管理功能，讓使

用者輕鬆完成無縫同步，隨時、隨地、在不同溝通平台瀏覽最新行事曆、通訊錄與郵件的

資訊，大幅提升溝通效率，節省時間成本。 

(5) 延伸行動郵件平台：  

C&Cmail 針對各種智慧型與平板裝置，經由通用標準通訊協定，可同步企業郵件訊

息與 PIM 資訊，讓電子郵件、通訊錄及行事曆，能做到立即存取、無縫整合。C&Cmail 

行動同步功能全面支援 Android、iOS、Windows Phone、RIM 等行動平台，使用者無須在

每個裝置上重複處理郵件，也不用在各種裝置平台上安裝 APP，不論何時何地都可以同步

郵件資料，在最短時間內立即處理工作事項，獲取行動辦公與資訊整合之綜效。 

(6) 強化行動個資防護： 

C&Cmail 除了具備便利的行動同步功能外，更考量到企業對於行動裝置管理之需求，

提供首創國內郵件系統的行動安全同步機制，包括裝置識別碼、遠端抹除、存取軌跡記錄

功能，同時兼顧行動辦公的便利性與 IT 管理的安全性，打造從主機到端點全面防護的企

業郵件環境。 

     行動載具的高支援性及高穩定性：相較於大多數的郵件廠商自行開發 APP，往往因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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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人力有限，讓 APP 無法隨著行動作業系統版本的升級而即時做相對應的更新，易導致行動

載具該 APP 容易不穩，而 C&Cmail 採用業界標準的原生通訊協定，支援三大行動作業系統，

包括 iOS、Android、Windows Mobile，不會隨著行動作業系統升級而有任何影響。 

(7) 雙機備援，系統永不斷線： 

C&Cmail 具備異地備援機制，為電子郵件伺服器，提供高可用性與延展性，保證電

子郵件伺服器 99.9% 的時間可正常提供服務；符合持續功能運作的需求。  

 

  



 

24 24 

桓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hgiga.com 

八、 成功案例 

1. 產業列表 

․ 政府機構： 

經建會、關稅總局、高港局、澎湖縣環保局、澎管處 

․ 大專院校： 

國立交通大學(校友會)、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國立台灣體育大學、世新大學、中國瀋陽師

範大學、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 高中職： 

國立林口啟智學校、台南啟聰學校、清水高中、啟英高中、天人工商、稻江高級商業學校、

惠文學校、新竹高工、武陵高中、國立台南高工、仁德護專 

․ 國中小： 

埔墘國小 

․ 其他教育機構： 

自強基金會 

․ 汽車製造業： 

中華汽車 

․ 醫療業： 

長庚醫院 

․ 飯店旅遊業： 

天成飯店(J) 、宜蘭晶英酒店、沐舍飯店(J) 

․ 半導體： 

崇翌科技、杰力科技、久元電子 

․ 電子製造業： 

台灣矽利科技(J)、台灣信德玻璃、希華晶體、定穎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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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業： 

義力營造(J) 

․ 輪胎橡膠業： 

泰豐輪胎 

․ 漁業相關： 

金州海洋科技 

․ 紡織服飾業： 

巧帛國際(J)、虹橋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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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客戶續約實績 

政府機關 

 

大型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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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案例說明 

(1) 成功案例：財政部關稅總局 

關稅總局為我國關務之執行機關，轄有基隆、台北、台中、高雄等四處海關。 

客戶類型：政府機關 

組織規模：約 5,000 人 

導入方案：MailSherlock + C&Cmail 

問題需求： 

– 原郵件系統無提供信件歸檔及稽核功能。 

– 原郵件系統瀏覽速度慢。 

– 客製化：關稅員工需提供自行申請組織電子信箱 

解決方案： 

– 提供完善的郵件歸檔，信件達到萬無一失。 

– 提供帳號申請功能，供關稅總局人員自行申請電子郵件帳號。 

– 成功轉移近五千位的郵件帳號及資料至 C&C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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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功案例：行政院經建會 

我國推動經濟發展的專責機構。 

客戶類型:政府機關 

組織規模：約 550 人 

導入方案：C&Cmail 

問題需求： 

– 需要在地化郵件廠商支援。 

– 需具備高效好用的網頁電子信箱。 

解決方案： 

– 桓基全系列產品在地研發，專業客服團隊。 

– 提供一個友善操作的 Webmail 系統。 

– 具備完整的郵件傳輸加密協定及系統安全防護。 

 

 

  



 

29 29 

桓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hgiga.com 

(3) 成功案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隸屬於臺北市政府一級單位 

客戶類型：政府機關 

組織規模：8,000 多組帳號 

導入方案：MailSherlock 

問題需求： 

– 建置網路線路、網路設備維護暨資訊安全防護需求。 

解決方案： 

– 規劃建置電子郵件安全防護閘道器。 

– 提供實體隔離專屬郵件系統。 

– 具備對外部信件內寄掃瞄及內部信件外送掃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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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功案例：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我國唯一的金屬產業研究單位 

客戶類型：社團法人 

組織規模：約 621 人 

導入方案：C&Cmail +MailSherlock + PowerCluster 

問題需求： 

– 原郵件方案過於繁雜。 

– 原郵件系統功能陽春。 

– 原郵件系統規格與資料架構不佳，易有漏洞且效能低落無法擴充。 

解決方案： 

– HA 架構提供高可靠、高擴充性的郵件應用服務。 

– 提供一次到位的郵件安全稽核機制。 

– 建置低成本、高穩定、高可靠度的資料儲存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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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成功案例：中華汽車 

台灣知名汽車工業集團 

客戶類型:汽車業 

組織規模：約 1,700-2,000 人 

導入方案：MailSherlock + C&Cmail 

問題需求： 

– 滿足客戶費用/功能最大效益比。 

– 追求系統運作的穩定性。 

解決方案： 

– 符合原用 Exchange 習慣，不需重新學習 C&Cmail。 

– 可結合帳號名稱、員工編號等自動檢查名稱功能，及提供全域組織通訊錄供使用者選取。 

– 高效能資料庫結構，使系統運作更加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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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成功案例—寶勝國際 

寶勝國際架構問題： 

1.     擴廠後人數多達 5 萬人，在 Exchange 授權費用如此昂貴下，無法負荷。 

2.     新郵件系統需與 OWA 介面雷同(OWA 為 Exchange 的 Webamail 名稱) ，且要求一般用

戶皆使用 Webmail。 

3.     新郵件系統要能帶公司 Logo，加強企業識別度及認同感。 

4.     需查詢全域人員上所有使用者個人通訊資料。 

   

桓基解決方案： 

1.     運用 C&Cmail 獨特功能，可與現有 Exchange 並存，也可同時取代現有的 Exchange 做資

料無痛轉移功能，將領導用戶(臺灣俗稱的主管級)及一般用戶做一劃分，領導用戶保留建置在

Exchange 上，而一般用戶就用 C&Cmail，即可降低建置成本。 

2.     郵件服務架構，Exchange 主要負責做對外信件的接受及發送，而 C&Cmail 則應用內部互

寄。 

3.     提供使用 Webmail，易於集中管理及統一介面。 

4.     可與 AD 目錄服務整合，做帳號同步抄寫及帳號認證。 

5.     能整合進寶勝 Portal 統一平臺及 SSO 單一嵌入的應用。 

6.     提供全域通訊錄的功能，除了可供用戶發信之外，亦可查詢全域人員上所有使用者個人

通訊資料。 

7.     可搭配 AD 目錄服務，若使用者密碼變更多少後，需強制發送 AD 郵箱使用者需變更 AD

密碼之通知信。 

8.     提供客制化的介面設計。 

  

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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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效益： 

1.     大幅降低建置成本。 

2.     提高系統運作效能。 

3.     帳號整合降低管理者負擔。 

4.     Outlook like 操作介面減少使用者學習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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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成功案例—中國移動山東分公司 

案例背景 

山東省中國移動擁有全球第一的移動通信網路規模和客戶規模，數量高達三萬人，此次成功建

置將為山東省中國移動帶來優質的郵件環境，並融合強大的功能與輕鬆管理的高效平臺，不僅

讓所有訊息準確傳達，提升組織運作與企業的效率，更讓公司專業的形象與競爭力隨著電子郵

件的累積而逐日成長。 

  

架構圖 

 

 

效益： 

1.     提高應用處理力，增加系統運作效能 

2.     以最低的成本，達到最高的效益 

3.     達到數據機備援，加強服務可靠性 

可依郵件流量多寡及信箱使用人數的擴增，可彈性擴建郵件伺服器架構，由單一伺服器延伸為

多伺服器架構，以支撐龐大的郵件運算及處理。 

4.     完善的郵件備份 

搭配桓基網安郵件審核備份系統(MailSherlock)具備郵件內容完整備份功能，提供多種備份機

制，便於日後稽核查詢，具備郵件內容過濾功能，避免不肖員工將內容機密外流，即時保護公

司智慧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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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成功案例—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案例背景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簡稱長庚醫院)，創立於 1976 年，規劃時係以國際大型醫院標準設計，

而今發展成為國內高層級的「醫學中心」級醫院。 

創立至今，先後成立台北、林口、基隆、嘉義、高雄等院區，並擴展至海外。目前擁有 8,700 

張病床，每日門診急診 27,000 人之規模，並以服務、教學、研究三方面並進，持續推廣醫療

能量。 

  由於醫療服務與研究不斷成長，每天都有無數訊息透過電子郵件系統傳遞，隨著使用者需求

增加，原有系統承載量不足且功能有限，讓資訊中心決定汰換系統。 

新系統經過資訊中心審慎評估與測試，並開放院內人員公開評選，最後決定採用桓基科技

C&Cmail 企業群組郵件伺服系統及 MailSherlock 郵件歸檔稽核系統，建置高效安全的電子郵件

環境。 

 

問題需求 

1. 郵件資料不斷增長，導致容量不足與系統過載問題 

  該醫院原本採用開放源碼的電子郵件系統，提供每個信箱 200MB 空間容量。隨著服務

能量成長所需，內外部的互動與聯繫更為頻繁，訊息溝通上仰賴電子郵件，一方面累積下

來的信件量時常灌爆信箱，導致重要信件收不進來，讓醫護人員深感困擾。 

另一方面，系統效能已經無法負荷院方超過 2 萬個員工的使用量，尤其所有人員習慣在

每日上下班時間先上線收信，造成尖峰時間經常發生信件收發的延遲甚至當機。因此，新

系統導入的首要目標就是解決信箱容量與系統過載的問題。 

 

2. 須因應醫療行動辦公型態，提供訊息行動同步 

由於醫生、醫技、護理人員經常需要到處移動，隨時就近醫療服務。醫護人員若是巡房

後才回到辦公室的電腦上收發郵件或新增行事曆，整體照護工作效率就會慢一步。 

因此院方希望新系統必須做到利用行動裝置隨時隨地存取郵件、行事曆、聯絡人等 PIM

資訊，讓醫護人員更快速獲得內外各項訊息，實現行動醫療的目標。 

 

3. Dropbox 簡單好用但不受監控，需要可集中控管的網路硬碟 

隨著 Dropbox、Google Drive 等公有儲存雲服務蔚為風潮，院內人員自行使用外部服務

來分享檔案時，恐會引起不少的安全疑慮，包括無法得知上傳了哪些機敏資料，更擔心資

料沒有妥善防護，導致個資或機密資料外洩。 

因此院方希望自行建置網路硬碟儲存私有雲服務，與新郵件系統整合應用，輕鬆與院內

人員分享檔案，同時具備權限控管，實現無縫同步、安全控管、協同作業的雲端辦公環境。 

 

4. 無法共用行事曆與聯絡人，影響團隊工作效率 

隨著工作型態與訊息內容的轉變，個人資訊(行事曆、聯絡人)的共享機制成為提昇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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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基礎。但以往系統提供的 PIM 工具，只能管理個人的每日活動、聯絡人和日曆，除

了使用者反應操作介面不人性，也不具備共用或分享功能。 

以會議召集為例，要確認所有與會者可行的時間並非易事，不僅發信通知，還必須逐一

致電確認。因此院方希望新系統除了能處理郵件傳遞作業，更要作為個人訊息交換平台，

以快速地因應變化，並具備群組協同作業的功能，以便跨科室溝通聯絡。 

 

5. 未來醫療體系持續發展，系統必須支援虛擬化且易於擴充 

鑒於醫院未來的營運規模將擴大成長，代表資訊系統勢必面臨用戶數不斷擴充的挑戰。

一旦資料量越來越大，郵件處理效率會就發生延遲，導致系統瓶頸及系統不穩定之問題。 

基於系統彈性擴充考量，院方決定利用虛擬化建構易於管理及維護的郵件溝通環境。新

系統對於虛擬平台與儲存系統的支援度與整合性，以及廠商的專業能力，皆是院方進行方

案評估的關鍵要點。 

 

6. 院方重視資安與個資保護，要求限制存取與完善防護措施 

郵件系統是院內院外資訊溝通最重要的平台，隨著病毒感染、木馬程式、資料外洩、駭

客入侵等事件頻傳，郵件安全成為資安防衛的最前線。尤其是面對個資法實施，系統在郵

件個資防護措施，更是本次新系統導入重點。 

為了整體安全考量，院方規劃僅開放 Webmail 方式來存取郵件資料，並要求郵件內容安

全設計的完備性，以利統一控管與妥善保護。 

 

7. 新舊系統的資料轉移與使用習慣須無縫接軌 

新舊系統更換總是帶給用戶種種顧慮，包括新舊資料移轉的完整性、使用者不習慣新的

操作介面與使用方式，尤其對於忙碌的醫護人員而言，過度複雜或操作不易的介面會降低

工作效率，因此使用者皆要求新系統必須簡單易上手， 

有鑑於此，院方特別在評選階段，開放院內醫護人員進行產品票選，希望透過實際試用

體驗，由使用者自行選出最合適、最好上手的新郵件系統。 

 

C&Cmail & MailSherlock 解決方案 

1. 叢集架構提供高效能和高穩定性 

C&Cmail 與 MailSherlock 整合關聯式資料庫系統，集中管理使用者帳號及郵件資料，

並利用資料庫索引等方式，提昇系統效能。同時，具備完善的負載平衡機制，落實郵件流

量分配，當使用人數增加時，系統也不會延遲或當機。 

C&Cmail 與 MailSherlock 皆內建豐富的規則資訊，可落實差異化郵件政策，以因應各

單位業務需求而動態調整信箱容量與其他規則。例如提供每人至少2GB以上的信箱容量，

並動態設定高層主管具備更大的空間。 

 

2. 行動安全同步妥善保護郵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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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mail 行動安全同步模組同步 PIM (Person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讓電子郵件、

通訊錄及行事曆能做到立即存取、無縫整合。可支援常見的行動作業平台，包括 Android、

iOS、Windows Phone、RIM 等，以符合每個人的品牌喜好與使用習慣；更從使用者為出

發點，採用行動裝置原生應用程式來同步 PIM，讓員工無需在不同裝置下載不同 APP，

即可同步郵件、行事曆及通訊錄資訊，達到全面支援各種行動裝置。 

在行動安全的保護措施上，C&Cmail 行動安全同步模組具備「行動裝置識別」功能，

負責控管行動裝置存取郵件系統的權限並記下存取紀錄；「遠端資料抹除」功能則是在手

機意外遺失時，即時抹除行動裝置所同步的商務相關資訊。讓員工有條件地存取同步的商

務機敏資料，也不會把員工自有裝置的資料和企業內部資訊混淆。 

 

3. 網路硬碟具備易用且安全的檔案分享機制 

C&Cmail 網路硬碟模組確保企業能在可靠安全、有效管理、彈性支出的原則下，立即

供應資料跨行動裝置同步的雲端行動解決方案。 

透過直覺簡易的操作介面，讓組織內的使用者輕鬆與內部同仁或外部夥伴進行檔案分享。

並可設定分享對象、密碼以及期限等安全設定，同時具備檔案存取軌跡紀錄，讓組織在輕

鬆分享之餘，大幅提高分享的安全性，實現無縫同步、安全控管、協同作業的雲端辦公環

境。 

 

 

4. 行事曆及聯絡人實現群組共享 

C&Cmail 提供全域通訊錄，除了可將組織內人員名單依部門或群組分類，也能點選寄

送給同一部門、群組人員或多個收件者，同時亦提供個人聯絡人選取。 

在群組共享機制上，使用者可將所勾選的聯絡人加入指定通訊群組，同一個聯絡人可加

入多個群組，並且在同一時間內傳送信件給同一個群組名單的收件者。 

為了符合使用者習慣，只要您在 [收件者]、[副本] 或 [密件副本] 欄位中輸入地址，

C&Cmail 就會根據使用者的近期郵件往來紀錄，提供相應的郵件地址建議，方便使用者

選擇所需的名單，達到收件者的自動完成動作。 

 

5. AP + DB 叢集架構提供高擴充性及高可用性 

C&Cmail 與 MailSherlock 採取具延展性的 3-tier 架構設計，資料庫和應用程式分置於

獨立的伺服器，如此一來只需隨著資料量成長，直接擴充資料庫伺服器的資源，又能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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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發展需求彈性擴充應用伺服器，達成完美的負載平衡目標。 

AP + DB 叢集架構優點在具有高延展性及高可用性、無須停機即可增加資料庫伺服器

主機、可以配合伺服主機維護關閉單台伺服主機、依照企業成長可以平行擴充資料庫主機、

應用系統。 

 

6. 從閘道至端點皆具備完善的個資保護措施 

本方案規劃在 C&Cmail 電子郵件伺服器前端建置 MailSherlock，整合了 SpamCheck、

防毒、郵件歸檔、郵件稽核等安全機制，可阻擋網際網路對電子郵件伺服器的服務阻斷攻

擊(Deny of Service)，並可過濾病毒郵件與垃圾郵件；MailSherlock 可完整歸檔所有進出郵

件，並針對歸檔後的郵件提供常用條件式信件查詢以及附件文檔，以備事後追蹤郵件記

錄。 

C&Cmail 及 MailSherlock 本身已內建在個資保護上，包括自動密件副本、聯絡人匯出檔

密碼、個資類型範本、彈性個資條件組合、郵件原始檔備存及查詢舉證等措施。 

此外，C&Cmail 為了配合院方郵件管理政策，客製化系統服務功能，以便整合至現有

院區架構，包括新增帳號、刪除帳號、同步帳號、密碼等作業，並特別開發更細緻的組織

人員帳號密碼管理機制，例如使用者久未登入保護、密碼強度檢測等，讓使用者的登入傳

輸更加安全。 

7. Outlook-like Webmail 介面簡單易上手 

C&Cmail 運用 AJAX 技術，設計出直覺、人性化的圖形化操作畫面，具備便利的拖拉

放操作方式，以及右鍵選單功能。貼近一般使用者熟悉的 Outlook 操作習慣，大幅省去進

行系統轉換的過渡期，讓使用者很快地學會操作使用。 

 

對於員工常用的行事曆功能，C&Cmail 提供十分簡單易用的行事曆，具備拖拉放功能，

讓使用者點選時段，直覺地設定行程活動，而群組及共用功能則讓行程分享更為便利，清

楚得知長官或同事的行程。 

 

 

導入效益 

1. 叢集架構讓系統永不斷線 

透過負載平衡器設備，為電子郵件伺服器、郵件安全伺服器，提供高可用性與延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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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 C&Cmail 及 MailSherlockm 正常提供服務。 

隨著使用者數目的成長或是郵件服務使用量的成長，掛載增加應用伺服器或DB伺服器，

不需要繁瑣的建置與設定，即可輕鬆地提升系統效能。 

 

2. 行動安全同步兼具便利性與安全性 

行動同步讓員工不論何時何地都可以同步商務資料，在不同裝置下載不同 APP，即可在

各大手機平台上，同步郵件、行事曆及通訊錄資訊，在最短時間內立即處理工作事項，協

助企業降低投資成本。 

在享受行動同步便利性的同時，透過「行動裝置識別」及「遠端資料抹除」等功能，確

實執行個人資料保護措施，讓企業主與使用者不用擔心手機遺失而出現個資問題。 

 

3. 網路硬碟讓檔案分享變得簡單又安全 

透過簡易的拖拉放操作邏輯，使用者可使用拖拉放的操作方式完成檔案上傳，更能夠以

手機與平板將檔案上傳至網路硬碟上。同時整合郵件附檔功能，使用者能快速產生資料存

取 URL，輕鬆透過郵件傳送及下載，再也不用擔心附檔過大而退信的問題。 

提供完整權限來管理所有檔案資料，讓系統管理者集中監測系統、管控使用者存取行為，

避免使用者有意或無意地洩漏機敏資料。 

 

4. Outlook like 介面降低上線學習門檻 

院方為了安全考量，僅允許使用者以 Webmail 進行存取，原本擔憂全面 Web 化會導致習

慣 Outlook 收發信的使用者抱怨，或是需要長時間教育訓練。 

C&Cmail 內建 Outlook like 的 Webmail 介面，可降低使用者學習門檻，使用者可立即上

手使用，可免除管理者的教學困擾，這點也是開放評選獲勝的關鍵之一。 

 

5. 群組協同作業有效提昇生產力 

透過群組分享功能，不僅可以很快地找到每個人行事曆上可以一起開會的時間，而且應

用到跨部門溝通時，如專案進度管理，不管是過去的事件的追蹤，現在進度的掌握，或是

未來目標的修正，都變得比以前更方便。 

郵件系統的功能不再只是單純的信息交換，C&Cmail 結合行事曆、聯絡人、網路硬碟、

行動同步等功能，打造一個高生產力的群組協同作業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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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常見問答 

1. 產品技術面 

1. 什麼是 C&Cmail ?  

桓基科技 C&Cmail 多功能群組伺服系統，具備高效能、高彈性、高安全性及非常可靠，更加

速企業內外的溝通效能，提供網路應用服務的加值效益，開拓新客戶群及業績來源，並兼具防

毒、防駭及防垃圾郵件功能，有效防護企業內部的郵件伺服器。 

 

2. 如何選擇適合的機型 ?  

針對您的規模，桓基科技建議您 50 ~ 500 人規模可選擇桓基科技的戰鬥機種產品線，高效能與

超值的價格是您最佳的選擇；若您有更高的人數需求或是特別的功能考量，桓基科技產品都有

完整全面的軟硬體版本可供您選擇，歡迎您隨時與桓基科技全省經銷商或是與桓基科技原廠直

接連絡。 

3. C&Cmail 可以取代掉郵件主機嗎 ？  

C&Cmail 本身即包含了完整的郵件主機功能，並且若有需要的話，可以與企業原本的郵件主

機共同並存同時作業。 

 

4. C&Cmail 產品支援多國語文嗎 ？  

桓基科技 C&Cmail 產品使用者與管理者操作介面 UI ( User Interface ) 供有四種語言版本，包

括英文、正體中文、簡体中文及日文。使用者可以自行決定習慣使用的操作介面的語言。 

 

5. C&Cmail 內建的垃圾信過濾功能是否足夠 ？ 是否有語言的問題  

沒有 ， 桓基科技 C&Cmail 內建了垃圾郵件過濾技術，郵件儲存採資料庫存放郵件與完整支

援 Unicode 編碼，不會有地區語言的限制；並且桓基科技與海外廠牌產品不同，針對雙位元

與本地語言特別調校，可以達更加的處理效果。 

 

6. C&Cmail 內建的垃圾郵件過濾功能能達到 100 %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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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垃圾郵件過濾 ( Anti-Spam ) 不像病毒過濾 ( Anti-Virus ) 一樣可針對既有已知及變種病

毒做特徵比對，垃圾郵件的判定有許多灰色地帶，同時也有誤判的問題，因此市面上沒有產品

可以達到 100% 的阻擋率。 桓基科技 C&Cmail 郵件系統內建了基本的垃圾郵件過濾功能，

並提供每日信件隔離通知，攔截率可達約 90% ，若需要更完整的郵件安全防護，建議可以與

桓基科技 Sherlock 產品配合，提供最完整的郵件保護。 

 

7. 設定 10MB 不能收信或發信 ， 但為什麼我們寄出的附檔還不到 10MB 就被擋下來了 ？  

郵件系統的設定都是以整封信件為依據 ， 而非單指郵件附件的大小 。 

 

8. 為什麼信件原本是 8MB ，為什麼到了系統變成 10MB 了？  

信件不論是 TXT 純文字格式或是 HTML 格式 、 是否有夾帶附件檔案 ， 在寄出信件時都

需要系統轉換為 MIME 編碼 ， 而這個編碼的過程會造成檔案尺寸的變大 ， 增大多少程度

依照信件內容的不同也有所差異 ， 一般來說約為增加 30% ~ 40% 不等都是正常的情況 。 

 

9. 我的 C&Cmail 增加外部信箱 ， 但無法立刻讀到信件  

使用 C&Cmail 時 ， 就像 Outlook 讀取信箱一樣 ， 需先等待 C&Cmail 將外部信箱將信件

讀入郵件資料庫後 ， 才能看到信件 ， 因此無法立刻看到信件 ， 如果要看到伺服器上現在

的信件 ， 可以用 webmail 設定直接讀取相同的外部帳號即可。 

 

10. 信件夾視窗預設一次能選取的信件只有 10 封 ， 我如何一次刪除大量的信件呢 ?  

您可以用系統設定的 “個人設定” 增加在信件夾中一次能選取的信件量最高可以到 100 封 / 

頁 ， 但是如果您真的有很多信件要刪除 ， 建議您利用搜尋的功能 ， 指定收信夾或特定信

件夾中 ， 全部或與特定收發信人或主旨相關中所有或特定日期區間內信件 ， ( 預設值為找

出收件夾的所有信件 ) 再按下刪除 ， 就可以一次刪掉大量的信件 ， 如果您常常出現垃圾

信件 ， 可以設定過濾條件 ， 將信件自動過濾到垃圾桶 ， 並在個人設定中設定自動刪除垃

圾桶中的過期時間天數 ， 就可以讓系統在平時就自動幫你清除不需要的信件 。 另外如果您

希望 使用 Outlook 刪信 ， 也可以設定郵件信箱中的允許郵件客戶端永久刪除資料庫信件 ， 

這樣在 Outlook 中刪除信件時 ， C&Cmail 中的信件也會被刪除。 

 

11. 備份時要備份哪些資料 ， 也就是說系統毀損時我要有什麼才可以回覆系統運作與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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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備份的資料包含資料庫主機的資料庫目錄 /var/lib/mysql 應備份的程式和設定包含應用伺

服器的程式目錄 /www 和設定目錄 /etc 

 

12. 我使用 Outlook 和 C&Cmail 收舊系統的信件 ， 有些信件 C&Cmail 會收不到 ， 應如

何處理 ?  

請將 Outlook / OE 設定為 ， 將信件保留在伺服器上 1 天 ， 就可以避免 C&Cmail 同步處

理時因部份信件已被 Outlook 自動刪除而無法收到。 

 

13. 當網路頻寬很慢 ， 讀取一封內容繁複的新信件時常要等待很久 ， 請問應如何操作 ?  

請設定個人化設定中的 “於新視窗讀信” 選項 ， 這個選項會在使用者每次點選信匣清單中的

一封信件時開啟一個新視窗 ， 這樣使用者就可以於等待信件載入時 ， 直接點選其它信件而

不會使操作中斷。 

 

14. 如何將避免我的聯絡人所寄來的信件被視為廣告信 ?  

使用名片簿建立或匯入聯絡人 ， 再使用個人設定中的個人化設定選取自動將個人聯絡人設為

廣告信白名單 ， 如果期望系統的群組分享名片簿的所有聯絡人和分公司或客戶廠商的所有信

件都不會視為廣告信 ， 請通知系統管 理員將進階設定的 “將所有聯絡人設為白名單” 選項

開啟 ， 並將客戶和分公司的網域加入到系統廣告信白名單中。 

 

15. 我同時使用 Outlook 和 C&Cmail 收舊系統信件 ， 因此我希望 C&Cmail 不要將所收下

的信件立刻刪除 ， 但我平常都使用 C&Cmail ， 因此我希望如果我從 C&Cmail 上刪除信

件信件後 ， 信件才自動從舊郵件系統中的刪除 ， 請問應如何設定 ?  

請設定 C&Cmail 中的個人設定中的個人化設定 ， 點選 “於郵件資料庫刪除信件時自動清除

保留於內送伺服器上的備份” 選項後按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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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業務銷售面(請資深業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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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C&Cmail  產品規格 

桓基 C&Cmail 產品規格 

標準功能 

功能項目 功能描述 

WebMail 

線上電子郵件 

• 提供網頁式郵件系統：透過瀏覽器即可隨時隨地操作、管理郵件系統，

無須配置使用端軟體。 

• 提供 SSL 加密登入：當使用者登入系統時，所輸入的帳號密碼全程皆

經加密保護，不用擔心被竊取盜用。 

• 新信件到達通知：使用者收到新信時，自動跳出浮動視窗，提醒使用者

有新郵件到達信箱。 

• 信件匣管理：讓使用者可以多層次設定新增、刪除及修改信件匣，管理

信件更方便。 

• 自訂虛擬信匣：提供常用信匣，使用者可以自由設定顯示於此信匣中的

郵件。 

• 拖曳信件功能：使用者可利用滑鼠輕鬆拖曳信件到指定的信件匣。 

• 收件者檢查名稱：在電子郵件的「收件者」、「副本」或 「密件副本」

方塊中鍵入名稱時，自動檢查所鍵入的名稱是否與「通訊錄」中的名稱

相符。若相符的話，便會自動填入完整的「顯示名稱」及電子郵寄地址，

即可傳送此郵件。如果有一個以上的名稱含有所鍵入的字母，可從此清

單中選取一個名稱。 

• 郵件分類過濾規則：當使用者在設定信件過濾條件時，還可以選擇依據

「主旨」、「寄信人」、「信件大小」、「附檔名稱」或「附檔大小」來做為

過濾信件的條件。 

• 大型附檔功能：提供大型附件轉超連結功能，將檔案上傳後，自動轉成

超連結並插入信件內文。可一次發送多個大型附加檔案（總計不超過管

理者設定的容量限制）。系統管理者可自行設定大型附檔的保存時間限

制，規定接收者在檔保存期限內進行下載。 

• 打包附檔功能：附件檔可一次全部壓縮下載全部。 

• 郵件預覽功能：可快速預覽信件清單中的信件內容。 

• 支援新視窗讀信 / 寫信功能：使用者可以同時多工開啟新視窗以進行

閱讀、撰寫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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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通訊錄 • 全域通訊錄：整合組織人員帳號名單，以樹狀階層目錄方式，可清楚查

閱公司組織成員及個人設定之聯絡人。 

• 共用通訊錄：可自訂不同群組的通訊錄，例如業務部、項目團隊、經銷

商等，並提供群組許可權設定功能，可限制某些帳號能讀取或修改某個

群組的通訊錄名單，以及設定哪些人可以共用哪些通訊錄群組，達到資

源分享。  

• 匯入 / 匯出聯絡人資訊：支援 CSV 檔，讓使用者更方便又快速的上傳

通訊錄名單。 

線上行事曆 • 新增行程：在「天」、「周」、「月」的顯示畫面中，點選「新增事件」按

鈕來新增事件。 

• 編輯 / 刪除行程：使用者可以通過檢視事件所發生的周或日來編輯或

刪除任何事件。 

• 邀請通知：可邀請他人加入行程，並自動發送邀請通知信件給該行程人

員。 

• 共用行事曆：設定部門或專案小組共用行事曆，分享給他人或部門共用

管理，並可設定共用物件的許可權。 

• 訂閱行事曆：可邀請他人，同意查看自己的行事曆，以便他人約定行程。

可設定行事曆色彩樣式以示區別。 

公告欄 • 發佈公務相關之業務公告或活動訊息，讓組織成員即時瀏覽重要訊息。 

• 系統可自動判斷公告人及其單位、權限，提供公告起迄日、公告類別(行

政業務、活動訊息、教育訓練…)、重要等級等設定功能 

• 系統於公告迄日後自動將該則公告移至歷史紀錄區，提供公告查詢與檢

索功能。 

個資保護措施 • 安全讀信設定：可設定讀信時，自動封鎖內外部圖片顯示，或自動移除

信件內「JavaScript」語法，以避免自動開啟追蹤或惡意圖片連結，保護

帳號安全。 

• 自動轉密件副本：可設定收件者人數上限，當信件發送給大量收件者

時，系統會自動將收件者移至密件副本，避免大量揭露收件者個資。 

• 通訊錄匯出加密：匯出聯絡人資料時，提供匯出檔密碼保護機制，防止

大量聯絡人個資不當揭露，讓使用者安全地分享通訊錄名單。 

郵件安全 

套件模組 

• Anti-Virus：整合國際知名防毒引擎 ( ClamAV 或選購 Sophos )，每小

時提供病毒碼更新。針對檔案寫入及信件進出時進行掃毒，確保檔案及

信件的安全性。如發現檔案中含有病毒，系統會發出警告訊息，且不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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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檔案上傳。 

• Anti-Spam：整合垃圾郵件掃描引擎，自動判斷垃圾郵件，並自動將垃

圾信隔離到個人垃圾匣。系統管理者可針對全公司定義垃圾信規則或非

垃圾信規則。 

系統管理 • 帳號管理：系統具備一個總管理者控制帳號，並搭配獨立的控制介面來

管理帳戶新增、刪除、控制信箱空間大小等的進階功能設定。 

• 標準 AD / LDAP 帳號整合：可整合標準 LDAP 伺服器，自動同步 

Email 群組帳號資料，以自動進行新增、修改、停用郵件帳號。 

• 使用者信箱容量配額彈性限制：讓管理者可依用戶端的使用狀況彈性變

換信箱容量。 

• 系統線上自動更新或手動更新：線上自動更新或手動執行更新。 

• 系統設定檔匯入匯出功能：儲存現有設定的系統組態設定值，以便系統

重建或災難復原時可以做一使用。 

• 群組信箱功能：管理者介面可設定公司內部的群組信箱，不用逐一點選

名單，即可寄給整個部門／群組。 

C&Cmail Sync 

個人資訊同步模

組 

• C&Cmail Sync 資訊同步：可將 Microsoft Outlook 2003/2007/2010 的日

曆、聯絡人等專案資料，與 C&Cmail 進行雙向整合。 

註：實際功能運作需視 Microsoft Windows 及 Outlook 系統版本而定。 

郵件加值功能(選購) 

功能項目 功能描述 

行動安全同步模

組（選購） 

• 行動裝置內建的郵件、行事曆、通訊錄等個人 PIM 資料可與伺服器上

的資料進行同步，隨時維持主機與手機資料的一致性。 

• 行動裝置識別碼稽核：可辨識每台行動裝置，進行使用者帳號與特定行

動裝置之綁定，並提供裝置同步存取之軌跡紀錄，落實企業行動辦公之

稽核管理。 

• 遠端資料抹除 ( Remote Wipe )：行動裝置遺失或遭竊時，可遠端抹除設

備中的 PIM 訊息，以免非信箱擁有人竊取個人身分識別或機密資料。 

網路硬碟（選購） • 檔案目錄：文件可歸類於不同目錄之下，可新增、編輯或刪除文件目錄。 

• 檔案上傳/下載：將檔案上傳至某一目錄匣當中，提供自己及他人下載。 

• 檔案權限設定：可自行決定該資料匣的瀏覽對象，如依部門、群組或人

員分享；並可設定他人是否只能讀取或可編輯檔案。 

• 瀏覽群組檔案：可利用搜尋方式，讀取群組當中人員所分享出的文件。 

• 帳號管理及權限、容量配額設定及單一檔案上傳大小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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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下載區目錄位置設定。 

• 網路硬碟系統記錄檢視及報表。 

• 用戶端上傳檔案時，需可以單檔及多檔上傳。 

 (桓基科技保留產品規格變更之權利，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