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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MailSherlock 管理 

提供 MailSherlock Web-based 管理介面相關設定，包括公司資訊、存取控制、

認證設定、操作記錄設定、操作記錄查詢、MailSherlock Update、MailSherlock 設

定檔同步(選購，需授權 iSherlock-DB-ClientServer )和組態設定。 

 

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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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公司資訊 

可在此處設定自己的公司名稱、系統標題名稱以及公司所用的商標圖示等，執行 

[儲存] 後，在左上方即會顯示您輸入的公司名稱；若有更新商標與背景圖示，重新整

理畫面後，即會顯示。若執行 [回復為預設商標] 後即會將商標回復為系統預設的圖

示。 

 

圖 1-1-1 

 

1. 公司名稱：設定公司名稱。 

2. 瀏覽器索引標籤名稱：設定瀏覽器索引標籤的標題。 

 

圖 1-1-2 

3. 商標：設定公司的商標圖，建議圖片大小(寬, 高)為(68,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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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司名稱橫幅：設定公司名稱的橫幅，建議圖片大小(寬, 高)為(500, 41)。 

5. 橫幅背景：設定橫幅的背景圖，建議圖片大小(寬, 高)為(3, 41)。 

 

1-2 存取控制 

可設定 Web 管理介面的與 SSH 管理介面的存取控制。限制那來源位址可使用

Web 管理介面或 SSH 管理介面。 

1-2-1 Web 管理介面 – 存取控制 

監聽通訊埠：設定 MailSherlock Web-based 管理介面使用的通訊埠( Port )，

MailSherlock 預設的通訊埠為埠號 50000。 

客戶端連線控制：MailSherlock 管理介面可以設定成拒絕或接收來自特定 IP 位址

的要求。 主機名稱 (例如：example.com.tw) 與 IP 網路位址 ( 例如：192.168.1.1

或 192.168.1.1/255.255.255.128 ) 都可以被輸入。基於安全考量，管理員應該要

限制伺服器只接受可以信任的來源 IP 位址，特別是這台機器是可以經由網際網路存

取的情況下。 

1. 接受來自任何的 IP 位址連線︰所有的 IP 位址都可以連線到這台伺服器。 

2. 只接受右邊列表中的 IP位址連線︰只有列於右邊的 IP 位址才可以連線到這台伺

服器。 

3. 拒絕右邊列表中的 IP位址連線︰只有列於右邊的 IP 位址不可以連線到這台伺服

器。 

 

圖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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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你的瀏覽器會在你變更通訊埠後，可能會顯示無法連到網頁，需使用新設定好的埠號

重新登入 MailSherlock 管理介面。 

 

1-2-2 SSH 管理介面 – 存取控制 

MailSherlock 提供 SSH 管理介面作為更進階的系統管理機制，管理者可用相關

Linux 管理指令來管理 MailSherlock。然後，SSH 的存取控制必須更嚴格，否則容易

遭受駭客入侵，預設只有內部虛擬網段可連入，管理者更可以只限制某來源 IP 才可連

入。 

可勾選內部虛擬網段、與網卡 IP 位址相同網段，更可手動輸入允許的 IP 位址。

請注意，輸入的格式，網段的格式為 192.168.，IP 位址的格式為 192.168.0.1.，結尾

以 “.” 結束。 

 

圖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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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認證設定 

認證設定包含 MailSherlock 管理介面登入設定以及個人化介面登入設定。 

 

圖 1-3-1 

1-3-1 MailSherlock 管理介面登入設定 

啟動/關閉密碼保護設定及 session 認證設定。 

1. 密碼保護設定：當「密碼保護設定」啟動時，在連續數次登入錯誤後，MailSherlock

會限制下次登入的時間，隔一段時間間隔之後才允許登入，以保護 MailSherlock

避免密碼暴力攻擊法攻擊，可設定登入錯誤的次數與限制登入的時間間隔。 

2. session 認證：當「session 認證」啟動時，MailSherlock 會追蹤每個登入使用者

的狀態，自動將閒置過久的使用自動登出。注意當你啟動或是關閉此功能時，所有

線上的使用者必須重新登入。 

1-3-2 個人化介面登入設定 

啟動/關閉密碼保護設定，當「密碼保護設定」啟動時，在連續數次登入錯誤後，

個人化登入系統會限制下次登入的時間，隔一段時間間隔之後才允許登入，以保護個

人化介面避免密碼暴力攻擊法攻擊，可設定登入錯誤的次數與限制登入的時間間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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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操作記錄設定 

可啟動或關閉操作記錄設定。在 Web 管理介面中，若是有修改任何設定與及查看信

件等動作，都是屬於操作記錄，若啟動記錄功能的話，屆時，在 [操作記錄查詢] 中，可

查到其操作人員的來源 IP、帳號、時間等資訊。 

 

圖 1-4-1 

在管理介面中會將有設定的異動或查看信件等動作寫入標準 CLF(Common Log 

Format)格式的網頁使用記錄檔 /var/iSherlock/action.log(內容包含時間、管理帳號、

IP 位址以及動作記錄等等)。 

1. 關閉/啟動記錄功能：設定是否啟動記錄功能。 

2. 記錄解析的主機名稱：可以選擇要記錄 IP 位址或主機名稱，如果想要記錄主機名稱

請勾選此處的核取方塊，進行名稱解析。一般狀況下，不建議勾選，因為反查 IP 位

址可能會造成 Web 管理介面的反應速度稍稍變慢。 

3. 清除記錄檔：如果需要清除記錄檔，請勾選此處的核取方塊，並且設定每隔多少小

時清除一次。 

4. 記錄執行動作：可以將 MailSherlock 使用者登入 MailSherlock 之後執行的所有動

作寫入記錄檔。這個記錄可以透過「操作記錄查詢」來檢閱與分析每位管理者所做

的動作。可依使用者和模組設定記錄執行動作，選擇「記錄所有使用者的執行動作」、

「只記錄右邊表列使用者的執行動作」和「記錄所有模組的執行動作」、「只記錄右

邊列表模組的執行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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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操作紀錄查詢 

操作紀錄可查詢所有管理者登入 Web 管理介面之後的任何執行動作。 

 

圖 1-5-1 

1-5-1 查詢操作記錄 

選擇查詢的過濾條件，再按下「查詢」即可輸出你所需的操作紀錄。 

1. 使用者：任何使用者或指定使用者。 

2. 選擇模組：任何模組或指定模組。 

3. 選擇時間：任何時間、本日或指定特定時段。 

 

1-5-2 操作紀錄查詢結果列表 

按下「查詢」，會表列顯示所有查詢出的操作紀錄，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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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2 

點入任何一個操作紀錄的超鏈結，可顯示操作紀錄的詳細執行內容： 

 

圖 1-5-3 

1. 敘述：操作項目描述。 

2. MailSherlock 模組：操作項目所屬模組。 

3. 執行程式：所執行的程式。 

4. MailSherlock 使用者：由那一位管理者所執行的動作。 

5. 用戶端主機：使用者登入的來源 IP 位址或主機名稱。 

6. Session ID：當時連線的 Session ID。 

7. 日期和時間：操作時間紀錄(年/月/日/時/分/秒)。 

 

1-5-3 列印操作紀錄 

點選「MailSherlock 操作紀錄列表」左上方「友善列印」，可列印完整的操作紀

錄列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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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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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MailSherlock Update 

MailSherlock 的各功能模組是使用標準 RPM 包裝，一旦有問題修正或是增加

新功能就會推至新的版本，並將最新的 RPM 放在專線的伺服器上，讓客戶可透過

Internet 定期自動更新或立即線上更新 MailSherlock 相關程式。 

 

圖 1-6-1 

[更新授權] 

MailSherlock 還有許多額外的加值授權功能，依照各客戶需求購買後，客服中心

會為客戶主機加開授權，按下 [更新授權] 即可取得該功能的授權，在文字方塊中會

列出目前已授權的功能。 

 

圖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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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更新] 

執行檢查更新後，會列出目前系統中 RPM 版本、釋出日期以及描述；同時，會

與更新中心連線查詢，列出『待更新』的 RPM 版本、釋出日期與描述。 

 

圖 1-6-3 

[安裝更新] 

執行安裝更新後，會進行 RPM 升級的動作，並且顯示目前升級的狀態，當「升

級結束」的訊息出現時，代表 RPM 升級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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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4 

 

1-6-1 MailSherlock 版本資訊 

 

圖 1-6-5 

1. 保固有效期限：表示系統維護的有效期限，若超過保固期限的話，無法向更新中

心作程式版本的更新。另外，系統發生問題需要客服處理時，也需額外計次收費。 

2. 產品版本：表示 MailSherlock 的安裝使用版本，例如 Relay 運作模式為 MSR35，

而 Bridge 運作模式則為 MSR35B。 

3. 產品授權人數：表示授權的使用人數，有 50u、100u 以及不受限(Unlimited)等等。 

4. 可用授權人數：會額外贈送產品授權人數的 30%，為產品授權人數的 1.3 倍。這

是因為在一般公司郵件帳號中，除了一般的人員帳號外，也有一些群組或別名帳

號的關係。在 [人員管理 > 員工名單管理] 中，建立的人數會受 [可用授權人數] 

的限制，無法建立超過該人數的員工。 

5. 最後更新時間：表示系統的最後更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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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MailSherlock Update 設定選項 

 在此可設定程式更新的排程與連線方式。 

 

圖 1-6-6 

1. 升級排程︰分為「不自動升級」、「每次開機時自動升級」、「每週自動升級」和「每

個月自動升級」，管理員可依自己的需求而設定。 

2. 授權主機(License Server)的連線方式：分為直接連線與使用 HTTP proxy 主機。直

接連線：依據設定會直接連到 license.hgiga.com 的 {25,53,80,9877} 埠；使用

HTTP proxy 主機：若客戶的公司已有 Porxy 主機，可透過公司的 Proxy 主機來連

到 license.hgiga.com 的 9877 埠。連接授權主機的目的，主要是檢查自己的產品

授權是否需要更新以及是否有新的 RPM 程式需要進行更新。 

3. RPM 下載模式：可設定為「HTTP 模式」以及「FTP 模式」。HTTP 模式：透過 HTTP

協定的去 rpmupdate.hgig.com 的 80 埠來下載需要更新的 RPM；FTP 模式：

透過 FTP 協定去 rpmupdate.hgiga.com 的 {21,22} 埠來下載 RPM。若授權主

機的連線方式使用 HTTP proxy 時，則會透過 HTTP proxy 再連到 

rpmupdate.hgiga.com 來下載 RPM。 

4. 「儲存」按鈕：將上方所設定的值儲存生效。 

 

1-6-3 MailSherlock 相關 RPM 

由於 MailSherlock 各功能模組之間有一定的相關性，因此只提供完整升級，只要能

夠更新就會更新到最新版，我們所釋出的 RPM 皆經過 QA 人員的測試，請客戶放心升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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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7 

 

注意事項 

如遇到需升級 iSherlock-base 模組時，升級執行會停留在某個畫面但不出現「升

級結束」畫面（如圖 1-6-4），此時需回到[MailSherlock Update] 的主畫面，重新執

行「立即升級」，直至畫面顯示「升級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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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MailSherlock 設定檔同步 (選購) 

使用多台 MailSherlock 主機作平衡負載時，可利用 MailSherlock 設定檔同步的設定，

將主機的角色分為一台 ConfigMaster 與多台 ConfigSlave，只要在 ConfigMaster 作

設定, 就會將相關設定值立即同步至 ConfigSlave：如郵件路由、系統黑/白名單、個人黑

/白名單與 SpamCheck 設定等等。然而, 像是隔離通知信發送、信件保存期限等程式則只

會在 ConfigMaster 上執行, 在 ConfigSlave 是不會運作的, 避免工作重複執行。 

 

圖 1-7-1 

1. MailSherlock 的角色： 

i.  ConfigMaster：若需設定本機為 ConfigMaster 時, 必須先至『資料庫管

理 > 資料庫設定』中, 先將自身作為 DB Server, 因為我們限定只有 DB 

Server 才可當作 ConfigMaster。 

選擇此角色的同時，還需要填入在下方的 ConfigSlave 的 IP 位址可用換行

輸入多個 IP 位址，最後按儲存確定。 

這樣在 ConfigMaster 的 Web 管理介面作修改設定後，會立即同步至

ConfigSlave，並且服務程式會即刻生效。 

當成功設定為 ConfigMaster 後，下方會出現表格「立即同步設定檔並重啟

ConfigSlave 相關服務」，管理者可手動立即同步設定檔至 ConfigSlave 中，

並讓相關服務立即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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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2 

 

ii.  ConfigSlave：設定檔附屬主機, 它只會被動地套用 ConfigMaster 上的設

定值, 而且被同步設定值的模組, 其設定介面無法操作。選擇此角色後，再按

儲存確定即可。ConfigSlave 中被同步的模組介面, 其按鈕會是未致能的, 讓

管理者無法修改其設定, 並且在模組標頭的地方會顯示 “此頁面之設定值

是被同步設定的，欲修改設定請至 ConfigMaster[192.168.7.229] 進行修

改”。 

  

圖 1-7-3 

iii. 關閉此項功能：關閉設定檔同步的功能，此為系統預設的選項。 

 

注意事項 

此為選購功能，需授權 iSherlock-DB-Client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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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組態設定 

MailSherlock 會將信件紀錄至資料庫中以利信件查詢與統計，因此本機即附有

MySQL 可使用。可在此「組態設定」中設定 SWAP 目錄、語系、分頁顯示每頁的資

料筆數、郵件記錄模式、資料庫建 Table 方式、儲存 MIME 時作壓縮以及時區等。 

 

圖 1-8-1 

 

1-8-1 MailSherlock 基本組態選項： 

1. SWAP 目錄︰MailSherlock 需要暫存的目錄來處理信件，依照安裝時磁碟規劃，

已替/usr/local/maillog 預留足夠空間了，因此管理者使用預設的目錄即可，除非

另有規劃。 

2. 語系：有「繁體中文」、「簡體中文」、「英文」、「日文」四種語系選擇。切換之後，

不但介面立即變為所設的語系外，而 MailSherlock 所發生的 SpamCheck 隔離通

知信、病毒通知信等，都會因語系而變更；但若員工有設定個人語系時，仍會依個

人語系為主。 

3. 分頁顯示每頁的資料筆數︰在這模組裡，每頁顯示資料數。也就是檢視操作記錄時，

可根據管理者的習慣來設定一次瀏覽資料的筆數，預設為十筆。 

4. 郵件記錄模式：有「關閉 Archive 功能」、「Archive 所有郵件」、「Archive 進入郵件

(inbound)」、「Archive 寄出郵件(outbound)」、「Archive 指定名單的進入郵件」、

「Archive 指定名單的寄出郵件」、「Archive 指定名單的所有郵件」等選擇。Archive

指定名單的信件，必須特別說明一下，這是指我們只 Archive 寄件者或收件者在人

員名單裡的信件，若不在人員名單中的話，則不歸檔至信件資料庫中。此外，管理

者可依公司政策來設定那些人員是否要 Archive 進入(Inbound) 或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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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bound) 的信件。例如：公司總經理所寄出的信件因為機密的關係，不歸檔至

信件資料庫中，便可設定總經理的個人 Archive 設定不 Archive 寄出(Outbound)

信件。 

5. 資料庫建 Table 方式：由於客戶的信件量各有不同，如果客戶信件量很大的話，資

料庫的單個資料表可能會到達到 40G 至 50G，不但容易造成資料表損壞，也會造

成資料表不易修復(所需磁碟為一倍)，因此可依客戶的信件量，選擇「每日」、「每

週」、「每月」，將單個資料表的大小保持在適合的大小，如 8G 至 10 G。 

6. 儲存 MIME 時作壓縮：信件的傳送格式為 MIME (Multipurpose Internet Mail 

Extensions)格式，並且會使得信件變得較原來的大，因此我們提供壓縮功能，將信

件壓縮後再存入資料庫，比不壓縮直接存入資料庫可節省 25% 的空間。 

7. 時區：設定系統所使用的時區，在台灣通常設定 「Asia/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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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網路組態 

這個模組可修改 MailSherlock 的網路相關設定，如網路介面設定、路由與閘道

器、DNS 組態、主機表與掃描控制設定。切到此模組的預設選單為掃描控制的設定。 

 

 

圖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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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網路介面設定 

顯示目前運作中的網路介面卡及其設定值(包含種類、指定的 IP 位址、子網路遮

罩與狀態)。 

 

圖 2-1-1 

 

圖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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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路由與閘道器 

設定 MailSherlock 主機的路由配置表、預設閘道設定，這裡的設定，影響到封

包的繞送方式。 

 

圖 2-2-1 

1. 路由表：依據封包的目的位址與路由表後，將封包送到所指定的閘道器。當

MailSherlock 為 Bridge 版本時，並且使用加值模組功能，如 HTTP 掃毒、POP3

掃毒與 FTP 掃毒，這時候 MailSherlock 擺放的位置可能介於路由器與防火牆之間。

若使用客戶的網路環境中有多個內部網路，則必須設定路由表，否則可能會造成內

部網路的封包無法正常往返，造成網路中斷。 

2. 預設閘道器：填入閘道器的 IP 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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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DNS 組態 

設定 MailSherlock 主機的主機名稱、DNS 伺服器、解析順序、網域字尾搜尋順

序。因為 MailSherlock 經常需要作域名與 IP 位址的轉換，或者檢查寄件者、收件者

的網域是否存在，如果 DNS 的設定無效時會造成許多問題，請務必注意。 

 

圖 2-3-1 

1. 主機名稱：設定本機的主機完整名稱(FQDN)，需包含網域名稱。 

2. 解析順序：設定解析域名的先後順序。「Host」是以/etc/hosts 中的設定來查表，

由於存在本機，查詢的速度是最快的。「NIS」是透過一台或幾台 NIS 服務器來管理

網路中一組主機的/etc/passwd、/etc/group 和/etc/hosts 文件，減少因每台主機

都要修改這些文件而引發的一致性問題，所以這是次快的，但不是每個公司都有這

樣的 NIS 服務器，所以可不選。「DNS」則是向 DNS 伺服器來詢問域名，依照連線

網路速度不一而有回應速度的快慢之分。 

3. DNS 伺服器：可設多筆 DNS 伺服器，以換行方式輸入，儲存之後將會寫入

/etc/resolv.conf 中，如果你有設定多台 DNS 主機，那它會以第一台為第一個詢

問的對象，所以第一筆應設定離自己最近，反應最快的為優先，這樣才可加快查詢

的時間，MailSherlock 的信件處理速度也會增快。 

4. 網域字尾搜尋順序：可自動添加主機的域名，比方說設定此值為 local.realinux.com，

那麼你去連線 linux237 的話，系統會自動添加為完整的 FQDN(完整域名)，意即

linux237.local.realinu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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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主機表 

常用的主機名稱與 IP 位址的對照表( /etc/hosts )；一般主機表主要設定本機的主

機名稱與 IP 位址對應，用意在於當無法查詢到 DNS 資料時，可以暫時取代 DNS 資

料，讓本機網路運作不受影響。另外，經常需要常詢的 DNS 資料也可以存放在此，

加快域名查詢的速度。 

 

圖 2-4-1 

1. IP 位址：此處的 IP 位址是超鏈結，點選此超鏈結可以進入「修改主機表」的畫面，

進行修改或者是刪除。 

2. 手動編輯模式：可直接在文字輸入方塊中手動輸入主機表(IP 位址與主機名稱的對

應, 如 "192.168.8.229 linux229.local.realinux.com linux229"), 可方便管理者需

要新增/修改/刪除多筆的主機位址對應, 按下「儲存」鈕後即儲存設定至 /etc/hosts 

中。 

 

圖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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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入一個新的主機位址」按鈕：按下可進入「建立主機位址」的畫面。填入主機

的 IP 位址後，在主機名稱第一行填寫主機的完整主機名稱(FQDN)，第二行填寫主

機名稱的簡稱。如果有多個主機名稱，則依此類推一一填寫。 

 

圖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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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郵件服務管理 

此功能模組為 MailSherlock 相關郵件服務管理的設定，由於 MailSherlock 扮

演郵件伺服器中繼主機( mail relay )的角色，因此郵件服務管理相關設定很重要，在

收入的郵件轉送給 MailSherlock 或是內部郵件伺服器將郵件轉送出給 

MailSherlock 之前，一定要先做好相關設定。 

 

圖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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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郵件路由設定 

郵件路由設定可設定郵件如何繞送(Mail Routing)，依照收件者郵件網域決定將

信件傳遞至相對應的郵件伺服器。 

 

圖 3-1-1 

3-1-1 新增郵件路由設定 

1. 郵件網域：填寫要幫忙轉送的郵件網域(即收件者 Email 位址中的網域部份)。若輸

入的網域為 .test.com.tw 的話，表示 test.com.tw 下所有的子網域的信件皆會路

由至指定的郵件伺服器 IP 位址。 

2. 郵件伺服器 IP 位址/主機名稱：填寫真正要接收此郵件網域信件的郵件伺服器 IP 位

址；如果，後端有多台郵件伺服器是透過 DNS MX 紀錄來做負載平衡(Load 

Balancing)的話，可以在此輸入 MX 記錄名稱，這樣 MailSherlock 在往後端送信

時，會先做 DNS 查詢，再依查詢得到的 IP 位址送信。 

3. 將郵件網域加入本地端郵件網域：勾選之後，就會同時將此網域設定為本地端郵件

網域，在『郵件伺服器管理 > 本地端郵件網域』即可查看到該筆網域。若輸入的

網域為 .test.com.tw 的話，表示 test.com.tw 下所有的子網域皆屬本地端郵件網

域。 

4. 填寫完後按下「建立」鍵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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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郵件路由設定列表 

如圖 3-1-1 所示，下方表列所有的郵件路由設定： 

1. 郵件網域：顯示需要幫忙轉信的郵件網域。此欄位為超連結，點選此處的超連結可

以進入「修改郵件路由設定」的畫面。 

2. 郵件伺服器 IP 位址：顯示真正要接收此郵件網域信件的郵件伺服器 IP 位址。 

3. 本地端郵件網域：說明此網域是否為本地端郵件網域。『是』的話，表示為本地端

郵件網域；『否』的話，表示為非本地端郵件網域。 

4. 刪除：如果要刪除某項郵件路由設定，可勾選刪除欄的核取方塊，然後按下「刪除」

鈕執行刪除。 

[說明] 

「修改郵件路由設定」的畫面與「新增郵件路由設定」的畫面相同，設定方式也相同，也可在此直接刪

除此筆設定。 

 

 

圖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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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本地端郵件網域 

在這裡所設定的網域，MailSherlock 會認為是本地端的網域，也就是所有寄給

該郵件網域的信件我們皆會收取作處理。 

 

圖 3-2-1 

3-2-1 新增本地端郵件網域 

1. 本地端郵件網域：填寫您的本地端郵件網域，通常是您公司所用的郵件域名，即 

Email 位址中的網域部份。若輸入的為 .test.com.tw 時，代表 test.com.tw 下的

子網域皆屬本地端郵件網域。 

2. 敘述：填寫您本地端郵件網域的敘述，以便管理者容易了解。 

3. 填寫完後按下「建立」鍵新增。 

 

3-2-2 本地端郵件網域設定列表 

如圖 3-2-1 所示，下方表列所有的本地端郵件網域設定： 

1. 本地端郵件網域：顯示目前所設定的本地端郵件網域。此欄位為超連結，點選此處

的超連結可以進入「修改本地端郵件網域」的畫面。 

2. 敘述：顯示此本地端郵件網域的敘述。 

3. 順序：可透過上下圖示的方向按鈕來調整本地端郵件網域的順序。此處的順序會影

響到個人化管理介面登入主畫面，其網域下拉選單顯示內容的順序，可讓主要的網

域放在第一順位，方便 End User 登入管理介面。 

4. 刪除：如果欲刪除某項本地端郵件網域設定，可勾選刪除欄的核取方塊，然後按下

「刪除」鈕執行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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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修改本地端郵件網域」的畫面與「新增本地端郵件網域」的畫面相同，設定方式也相同，也可在此直接刪

除此筆設定。 

 

 

圖 3-2-2 

 

3-3 郵件轉寄權限設定 

郵件轉寄權限設定主要是用來做 Relay 控制，利用連線來源位址限制及送信地址

檢查來避免被利用發送廣告信。 

MailSherlock 預設不接受任何機台透過它轉寄信件，避免成為 open relay 而被

列入即時黑洞名單(Realtime Blackhole List)，所以，需把 MailSherlock 欲防護的郵

件伺服器的 IP 位址設定到 [郵件伺服器管理 | 郵件轉寄權限設定] 的「客戶端連線控

制」並且選擇接受轉信方式為 “允許發送信件至任何的目的地”。 

 

3-3-1 客戶端連線控制 

 

圖 3-3-1 

可以新增、修改及刪除客戶端連線控制設定，設定欄位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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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來源位址：除了支援一般的 IP 位址連線控制，MailSherlock 還可以針對 Mail 

From 做連線控制。 

(1) 來源 IP 位址設定︰客戶端(client)連線的來源 IP 位址設定。可以指定單一 IP

位址，子網路遮罩為 255.255.255.255(/32)；或是指定一個範圍的網路位址，

例如：來源 IP 位址設定為 192.168.16.0 這個 C class 的 IP 位址範圍，子網

路遮罩為 255.255.255.0(/24)。 

(2) 來源電子郵件位址：MailSherlock 除了可利用"來源 IP 位址"來做 Relay 控

制，還可以用"來源電子郵件地址"，也就是寄件者的 Email 來做 Relay 控

制。管理者可以將需要從 Internet 連回公司郵件伺服器寄送信件的人員 

Email 設定在此，MailSherlock 就會根據設定的轉信方式，幫此人員 relay 

信件。 

2. 遮罩位元數︰指的是子網路遮罩換算成二進位時，位元數為 1 的個數。 

例如： 

255.255.255.128  => 二進位  1111 1111.1111 1111.1111 1111.1000 

0000 =>  遮罩位元數為 8 x 3 + 1 = 25 

255.255.255.248  => 二進位  1111 1111.1111 1111.1111 1111.1111 

1000 =>  遮罩位元數為 8 x 3 + 5 = 29       

3. 接受轉信方式︰設定客戶端的連線權限，分成允許發送信件至任何目的地與只允

許發送至右表信任網域二種。第二種轉信方式只能發送信件至「目的地信任網域」

中設定的郵件網域。 

4. 敘述：由管理者撰寫的敘述說明，幫助管理者容易控管相關設定的訊息。 

 

若輸入了非常多筆的郵件轉寄權限設定，會自動分頁顯示，並且提供搜尋功能，可依

來源 IP 位址、敘述，然後輸入關鍵字來比對，可立即列出所要查看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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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3-2 

 

3-3-2 客戶端連線控制列表 

表列目前的轉寄權限設定。 

 

圖 3-3-3 

1. 刪除：如果要刪除某項轉寄權限，可勾選刪除欄的核取方塊，然後按下「刪除」鈕

執行刪除。 

2. 來源位址：顯示來源位址設定。此欄位為超連結，點選此處的超連結可以進入「編

輯客戶端連線控制」的畫面。 

3. 接受轉信方式：顯示接受轉信的方式。 

4. 敘述：由管理者撰寫的敘述說明，幫助管理者容易控管相關設定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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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目的地信任網域 

搭配 “只允許發信至目的地信任網域” 的轉信方式時，接受轉寄信件的郵件

網域。一般都是設定自己的郵件網域，如圖 3-3-4，目的地信任網域設定 hgiga.com，

意義為接受轉寄信件至 hgiga.com、ms1.hgiga.com、ms2.hgiga.com 等郵件網

域。 

 

圖 3-3-4 

可以新增、修改及刪除客戶端連線控制設定，設定欄位說明如下： 

1. 目的地信任網域：接受轉寄信件的郵件網域。一般都是設定自己的郵件網域，例

如：hgiga.com，意義為接受轉寄信件至 hgiga.com、ms1.hgiga.com、 

ms2.hgiga.com 等郵件網域。 

2. 敘述：由管理者撰寫的敘述說明，幫助管理者容易控管相關設定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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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目的地信任網域列表 

表列目前的目的地信任網域設定。 

 

圖 3-3-5 

1. 刪除： 如果要刪除某項目的地信任網域，可勾選刪除欄的核取方塊，然後按下「刪

除」鈕執行刪除。  

2. 目的地信任網域： 顯示設定的"目的地信任網域"。此欄位為超連結，點選此處的超

連結可以 進入「編輯目的地信任網域」的畫面。  

3. 敘述︰由管理者撰寫的敘述說明，幫助管理者容易控管相關設定的訊息。 

4. 若輸入了非常多筆的目的地信任網域設定，會自動分頁顯示，並且提供搜尋功能，

可依目的地信件網域、敘述，然後輸入關鍵字來比對，可立即列出所要查看的設定。 

 

3-4  郵件主機派送設定 

 郵件主機派送設定(此功能為選購，需授權 iSherlock-MailDispatcher)，並搭配人員

名單中的個人郵件主機設定，當信件寄往該人員時，會先去查到他的郵件主機，並依據這

裡目前所使用中的線路(備援 IP 位址)，送到正確的郵件主機中，達到信件派送的功能。

當客戶的員工信箱是分佈在多台郵件主機時，便可利用此功能在 MailSherlock 集中處理

來派送信件，以利信件的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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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 

3-4-1 郵件主機線路備援設定 

1. 派送郵件的儲存模式：分為集中式 DB 與分散式 DB。當客戶只有使用單台

MailSherlock 時，選集中式 DB 即可。而分散式 DB 的說明，我們以實際例子來說

明，若客戶在台灣與大陸各有一台 Mail Server，但人員皆為相同網域，並且分別建

置了一台 MailSherlock，並利用 DNS MX 指向大陸與台灣的 MailSherlock，互相

備援，在台灣的 MailSherlock 可處理台灣或大陸的郵件；同樣地，大陸的

MailSherlock 也是一樣。當郵件儲存的模式設定為分散式 DB 的話，在台灣的

MailSherlock 處理到大陸的信件時，會自動儲存至大陸 MailSherlock 的 DB 中，

然後信件直接派送至大陸的 Mail Server 中。 

2. 啟用線路偵測功能：是否要啟用線路偵測試功能，選擇“是”的話，就會依照下面

所列的郵件主機派送設定來一一測試備援 IP 位址的連線是否暢通，如果原本使用

中的線路發生中斷的話，就會自動切換到下一條可用的線路；如果選"否"的話，則

是不作線路偵測，則是永遠使用第一優先順序的線路。  

3. 偵測時間間隔：每隔多久執行一次線路偵測程式。 

4. 立即偵測線路 "按鈕"：按下按鍵後立即執行線路偵測程式，並跳至『檢視線路偵測

記錄』的頁面。 

 

圖 3-4-2 

5. 檢視偵測記錄 "按鈕"：按下按鍵後跳至『檢視線路偵測記錄』的頁面。 

6. 儲存 "按鈕"： 按下按鍵後會將儲存所修改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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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郵件主機派送設定列表說明 

1. 新增郵件主機派送設定 "連結"：點選之後會至『新增郵件主機派送設定』的頁面，

進行新增的動作。 

2. 這裡會列出管理者所設定的所有郵件主機派送設定，可在這裡設定 "刪除"、"啟用

"以及"編輯" 項郵件派送設定。 

(1) 刪除： 管理者可一次勾選多筆郵件派送設定進行刪除的動作，當勾選之後，

再按下 "儲存" 按鈕即立即生效。 

(2) 完整郵件主機名稱(FQDN)：完整的郵件主機名稱，如 mail.hgiga.com。其

主機名稱會有一個連結可點選，以供管理者再作編輯該項郵件派送設定。 

(3) 敘述：此郵件主機的相關敘述，如新竹分公司的郵件主機等等，以便管理者

識別。 

(4) 優先順序：一台郵件主機可輸入至多 5 筆的備援 IP，並且依照優先順序，

數字越小的，優先權越大，我們是透過連線 IP 位址的不同，封包遶送的路

線就會不同，藉此達到線路備援。一般會設定一組內部 VPN 的線路與一組

外部的 Internet 的線路。 

(5) 敘述：描述該 IP 位址，如 VPN 線路等等，以便管理者識別。 

(6) 儲存 "按鈕"：搭配設定 "刪除"，"啟用" 所使用，按下儲存後才會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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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新增郵件主機派送設定 

新增一筆郵件主機派送設定。 

 

圖 3-4-3 

1. 完整郵件主機名稱(FQDN)： 填寫要幫忙派送的郵件主機完整網域，並填上適當的

敘述以茲識別。  

2. 備援郵件主機設定： 填寫該郵件主機的使用的 IP 位址，可能是內部 IP 位址或有

對應的外部 IP 位址，請依優先順序填寫，越上面的優先權越大，並填上適當的敘

述以茲識別。 

3. "是否啟用： 設定此項郵件主機派送設定是否要啟用，如果暫時不使用的話，可先

設定不啟用。 

4. "建立" 按鈕： 填寫完後按下「建立」鍵即新增成功。 

 

圖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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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mail Archive 

Email Archive 為郵件歸檔的功能，郵件伺服器若為 Exchange 或 Lotus Notes 時，

可設定信件 Journaling 至某一郵箱，我們透過 POP3/IMAP4 協定去收取該郵箱中的所

有信件，並將信件儲存至信件資料庫中。Email Archive 可將內部互寄的信件歸檔至

MailSherlock 中，因為內部互寄的信件在 Mail Server 端即處理完畢，信件不會再 Relay

至 MailSherlock 端，故需透過 Email Archive 功能來將內部互寄的信件歸檔。 

此功能為選購，需授權 iSherlock-EmailArchiv 方可使用。 

有關各個 Mail Server 的信件 Journaling 設定，可參考我們的網上教學網站

(docs.hgiga.com)。 

 

圖 3-5-1 

1. 收取 Archive 信箱的間隔時間：代表每次收取 Archive 信箱的間隔時間，每次連線

結束後，休息多少秒鐘後，才去 Server 再檢查 Archive 信箱是否有信件需處理。 

2. 等待 Server 端回應的時間上限：代表等待 Mail Server 回應的時間上限。 

3. 刪除：勾選刪除欄位的核取方塊來刪除 Email Archive 主機。 

4. Mail Server IP 位址：要作 Email Archive 的 Mail Server IP 位址，請注意該 

Exchange/Notes Server 應該已經啟用好 Archive 的功能並建立了 Archive 帳

號。  

5. Mail Server 類型：選擇 Mail Server 類型，目前支援 Exchange/Notes Server。 

6. 通訊協定：可設定 POP3/IMAP4 協定去收取 Archive 信件。 

7. 帳號：Mail Server 上面的 Archive 帳號。 

8. 連接埠：連線 Mail Server 所使用的埠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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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使用 SSL：若 Mail Server 支援 POP3S 或是 IMAPS 協定的話，此處可勾選使用

SSL，其傳輸過程皆會加密，可避免郵件因明碼傳輸而被有心有人士而側錄郵件內

容。 

 

3-5-1  新增 Email Archive 主機 

新增一筆 Email Archive 主機設定。 

 

圖 3-5-2 

1. Mail Server IP 位址：填寫 Mail Server IP 位址。 

2. Mail Server 類型：設定 Mail Server 類型，目前只提供 Exchange Server 以

及 Notes Server 可供設定。 

3. 通訊協定：選擇接收 Archive 信件的通訊協定，包含 POP3 及 IMAP4 等。 

4. 帳號：填寫 Mail Server 上面的 Archive 帳號。 

5. 密碼：填寫 Mail Server 上面的 Archive 密碼。 

6. 連接埠：填寫連線至 Mail Server 所用的 port 預設為 110，若想增加郵件傳

輸的安全性，可勾選使用 SSL 加密傳輸。 

7. 設定執行時段：預設為全時段執行，但管理者可依系統效能考量，設定在晚間執

行，與一般 User 使用 Mail Server 的高鋒期錯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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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3 

3-6 Sherlock 佇列查詢 

信件會暫存在 Sherlock 佇列的原因如下： 

1. 信件命中稽核規則而延遲寄送。 

2. 本機的 Sendmail 送信服務異常。 

3. 使用郵件主機派送功能。 

這裡會列出目前在 Sherlock 佇列中的所有信件，可透過此介面來刪除信件或是

立即遞送。 

 

圖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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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使用 Sherlock 佇列查詢功能 

可利用 Sherlock 佇列查詢功能，可輸入寄件者或收件者等關鍵字，找出您想找

的信件，然後立即遞送或是刪除。 

 

圖 3-6-2 

3-6-2 檢視佇列的信件基本資訊 

 從 Sherlock 佇列的信件列表中，直接點選佇列編號的連結，可查看信件的基本資訊：

寄件者、收件者、日期、信件大小與主旨等等。此處也可以直接刪除佇列信件或是立即遞

送。 

 

圖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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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信件佇列查詢 

這裡會列出 MailSherlock 機台上的信件佇列(Mail Queue)的內容，並可對信件

佇列中的信件進行立即重送或是刪除。 

 

圖 3-7-1 

 

3-7-1 強制嘗試遞送佇列中的信件 

存放在佇列中的信件，多半是因為網路有問題或是遠端收信伺服器有問題，信件

才會被存放在佇列中，佇列裡的信件有一固定的重送時間會自動嘗試送出，如果你希

望立即嘗試送出佇列中的信件，可以點選超連結執行嘗試送出佇列信件的動作。 

 

圖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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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信件佇列列表 

 

圖 3-7-3 

1. 信件佇列搜尋：可點選信件佇列搜尋的按鈕，可使用寄件者、收件者或狀態來搜尋

包含關鍵字的信件，然後直接全部勾選刪除。 

 

圖 3-7-4 

2. 刪除：如果要刪除某封佇列信件，可勾選刪除欄的核取方塊，然後按下「刪除選取

的信件」鈕執行刪除。 

3. 佇列編號：信件佇列編號，點選此超連結可進入「讀取電子郵件」的畫面查閱該封

信件內容。 

4. 日期：寄件日期。 

5. 寄件人：寄件者 Email 位址。 

6. 收件人：收件人 Email 位址。 

7. 大小：信件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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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狀態：信件處理狀態，或是信件被存放在佇列中的原因(錯誤訊息)。大部份會發生

延遲寄送的可能原因如下： 

 網路問題，造成無法連到對方的 Mail Server，或是對方 Mail Server 暫時停

止服務(過於忙碌)而拒收。 

 對方 Mail Server 具有 Anti-Spam 機制，可能是灰名單機制、RBL 檢查、來

源 IP 位址反查、HELO 的 Domain 的正解記錄等等，如果無法通過其檢查機

制，也會被對方拒收。此時，可能需聯絡對方 MIS 來協商解決，可透過對方加

白名單或是我方針對檢查不過的項目來調整 DNS 等設定。 

 郵件處理的基本錯誤，信件寄到對方的收件者，但收件者不存在或是收件者信

箱空間不足等等。 

9. 勾選全部：點選此超連結可以批次選取介面上的項目。 

10. 反向選取：點選此超連結可以批次反向選取介面上的項目。 

11. 刪除選取的信件：勾選好想要刪除的信件之後，按下此鈕執行刪除動作。 

 

3-7-3 分頁工具列 

如果查詢結果超出 [ 組態設定 | 分頁顯示每頁的資料總數 ] 的設定數目，就會

出現分頁工具列。 

1. 頁次：顯示目前頁次以及總頁數。 

2. 第一頁：點選此按鈕可以直接跳到分頁顯示的第一頁。 

3. 前一頁：點選此按鈕可以往前跳一頁。 

4. 前往指定頁次：在文字框中輸入想要查看的頁次，然後點選「前往」按鈕，可以

直接跳到該頁次。 

5. 下一頁：點選此按鈕可以往後跳一頁。 

6. 最後一頁：點選此按鈕可以直接跳到分頁顯示的最後一頁。 

 

 



59 

3-8 信件佇列設定 

當信件因某些原因無法即時送到收信端的伺服器時，就會暫存到信件佇列之中，

信件佇列設定可以針對信件佇列中的信件處理方式做設定。 

 

圖 3-8-1 

1. 信件佇列重送的時間間隔：當信件進入信件佇列之後，再次嘗試遞送信件的最小等待

時間。 

2. 信件佇列保存期限：當因為一些暫時性的因素造成郵件無法遞送時 (例如目標伺服器

關閉)，郵件會被保留在佇列中直到這個選項所指定的時間，並在這段時間中持續的重

新嘗試遞送。當到達這個限制的時間後，一個退件的訊息會被回送給寄件人並從信件

佇列中刪除這封信。 

3. 信件遞送失敗紀錄的收件者：當信件因為某些因素而無法寄送到收件者端，系統就會

將信件退給寄件者，當寄件者信箱有問題無法收取退信時，退信訊息就會寄送到此處

設定的 Email 信箱。預設的狀況下，通常是送到本地端的 postmaster(root 的別名

之一)，郵件管理員可以將之設定為個人信箱，定時收取，避免 MailSherlock 機台的 

root 信箱爆滿，更嚴重時，會造成 /var 這個分割區磁碟空間爆滿，進而影響信件收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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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DKIM/DomainKeys 設定 

DKIM(DomainKeys Identified Mail)是一種電子郵件的驗證技術，使用密碼學的

基礎提供了簽名與驗證的功能。一般來說，發送方會在電子郵件的標頭插入

DKIM-Signature 及電子簽名資訊。而接收方則透過 DNS 查詢得到公開金鑰後進行

驗證。DKIM 是由 DomainKeys 所改進的協定，大多數的運作方式與 DomainKeys

相同。 

MailSherlock 支援了 DKIM/DomainKeys 的簽名與驗證的功能。如果收到外部

進來的信件，其信件標頭含有 DKIM/DomainKeys 的簽章，我們會加以驗證，並將

驗證結果 Authentication-Results 放至郵件標頭中。若是內部寄出的郵件中，我們

也可以加上 DKIM/DomainKey 的 Signature 至郵件標頭中。 

我們支援多郵件網域的 DKIM/DomainKeys 的簽章設定，會依據寄件者的網域

選取對應的設定然後加上 DKIM/DomainKey 的 Signature 至郵件標頭中。 

 

圖 3-9-1 

3-9-1  新增 DKIM/DomainKeys 設定 

 

圖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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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啟用 DKIM 簽章：若勾選啟用 DKIM 簽章的話，內部寄出的郵件標頭就加上 DKIM 的

簽章，其名稱為 DKIM-Signature。 

2. 啟用 DomainKeys 簽章：若勾選啟用 DomainKeys 簽章的話，內部寄出的郵件標頭

就加上 DomainKeys 的簽章，其名稱為 DomainKeys-Signature。 

3. 郵件網域：通常為本地端的郵件網域，設定之後，屬於該郵件網域的寄出信件，皆可

加上 DKIM/DomainKeys 簽章。 

4. 識別名稱(Selector)：選一個獨一無二的名字，有點類似簽名者的名字，屆時，這與

產生的 DNS 記錄與金鑰有關。 

5. 標準化演算法：有 simple 與 relaxed 可選擇，任選一個即可。 

6. 簽章演算法：可使用 rsa-sha1 與 rsa-sha256，任選一個即可。 

7. 私鑰管理：DKIM/Domainkeys 採非對稱式加密(公鑰/私錀系)，因此，我們需要產生

一把私鑰，如果您本身已有私鑰的話，可自行上傳，私鑰的格式如圖 3-9-3，使用

base64 來編碼；或者是由系統來自動產生私鑰。 

 

圖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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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 編輯 DKIM/DomainKeys 設定 

 在建立好一筆 DKIM/DomainKeys 設定後，可按下 “郵件網域” 的連結，編輯

DKIM/DomainKeys 設定，除了可以再修改相關設定外，還可顯示公鑰與 DNS 佈署資料

以及透過 DNS 查詢工具來查 DNS 佈署是否有生效。 

 

圖 3-9-4 

 

1. 顯示公鑰與 DNS 佈署資料：按下按鈕後，會顯示公鑰以及 DNS 佈署資料，我們是以

Bind DNS Server 的設定為例，若是其它的 DNS Server 的話，請自行調整設定。請

參考圖 3-9-5，畫面中的文字說明會請您將 2 筆 TXT 記錄加至 DNS 伺服器，您會看

到 default._domainkey.hgiga.com. 後方所放的內容就是公鑰的內容，而開頭的

default 就您剛剛所設定的識別名稱(Selector)。當 DNS Server 加上這兩筆 TXT 記錄

後，您可用 Linux 指令 

dig txt default._domainkey.hgiga.com 

來查詢，其列出的內容應該會是您的公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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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5 

2. 查詢 DNS 記錄：此功能相當於執行 Linux 指令 dig txt 

default._domainkey.hgiga.com 來查詢公鑰，藉以驗證 DNS Server 的設定是否正

確 

3-9-3  驗證 DKIM/DomainKeys 簽章 

 若外部寄入的信件標題含有 DKIM-Signature 或 DomainKeys-Singature 時，如圖

3-9-6。我們會去查詢對方的 DNS Server 取得公鑰後，加以驗證，並將驗證的結果放至

Authentication-Results 的內容中，若出現 dkim=pass 或 domainkeys=pass 表示這封

信的來源沒有問題，並且信件內容沒有被竄改過。 

 

圖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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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  加上 DKIM/DomainKeys 簽章 

 若要為您的寄出信件加上 DKIM/DomainKeys 簽章，首先要在 [郵件服務管理 > 

DKIM/DomaimKeys 設定] 中，加上您的網域設定，並將公鑰設定佈署在 DNS Server

主機上，這樣對方在驗證您的簽章時，才能取得公鑰。如圖 3-9-7，這是 MailSherlock 替

寄出信件所加上的 DKIM/DomainKeys Signature。 

 

圖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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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進階參數設定 

此功能頁面分為三大類設定：進階參數設定、郵件格式設定以及 DoS 防治設定。 

 

圖 3-10-1 

3-10-1  進階參數設定 

1. 同時間最大處理信件數：郵件伺服器每收到一封本地郵件，便會開啟一個子程序，將

郵件送到收件者的信箱中，然後結束程序。這個選項是用來控制處信件的子程序個數

上限，系統會依機器的記憶體大小來配置連線數，每 1G RAM 可配置 15 條連線數，

這樣的配置方式可使 MailSherlock 獲得最佳信件處理效能。 

2. 每個連線可傳送的信件數量上限：部分郵件伺服器(如：Sendmail、Notes) 在遞送信

件時，會建立一個連線傳送多封信件，基於系統效能考量，建議設定值為 100 封，

避免一次傳送太多封信件造成系統資源不敷使用。設定值為 0 時，表示不設限。 

3. 每封郵件收件者數目上限：用來限制每封信件的收件者數目，如果不希望讓 user 一

次寄信給很多收件者，可以在此設限。設定值為 0 時，表示不設限。 



66 

4. Inbound 郵件大小的最大限制：限制從 Internet 寄進來的郵件大小上限。只要寄件

者不是本地端信箱，都會受到此項限制。預設值是 0，也就是不設限。 

5. Outbound 郵件大小的最大限制：本地端用戶(包括郵件轉寄權限設定內的範圍與通

過 SMTP 認證的用戶端)所能寄送的郵件大小上限。預設值是 0，也就是不設限。 

6. 等待用戶端回應的時間上限：此參數決定伺服器和用戶端（如 Outlook 等程式，或是

其他的郵件伺服器）建立 SMTP 連線後，彼此傳遞資料的回應時間上限。要是超過此

限，用戶端仍沒有回應，則郵件伺服器會認定連線中斷。預設值是 200 秒。 

7. 郵件服務監聽埠：預設的郵件服務監聽埠為 25 埠，若客戶有其它的特殊連線需求，

可修改為其它的埠，如 465 埠(Gmail 服務所使用的埠號)。 

8. 接受匿名寄件者：設定是否收發未標明寄件者郵件地址的信件。大部分郵件伺服器在

寄送退信訊息時，雖然郵件標題裡面的 From 欄位會顯示寄件者是 postmaster 或

是 mailer-daemon。但是，Mail From 大都是使用匿名寄件者(Mail From:<>)，所

以，這項設定要仔細斟酌。 

9. 啟用 TLS/SSL 安全傳輸支援：當啟用 TLS/SSL 安全傳輸支援後，對方與我們進行郵

件傳輸時，會全程傳輸加密，可避免被有心人士側錄信件內容，保護信件機密。 

10. SMTP 認證方式：MailSherlock 的 SMTP 認證方式支援五種向後端認證的方式。啟

用 SMTP 認證時，使用者的收信軟體也需要做設定，設定方法請參閱[3-10-3  如何

在 Outlook 及 Outlook Express 啟動 SMTP 認證功能]。 

 停用：停止使用 SMTP 認證服務。 

 AD：若為 "手動" 時, 則表示 AD Server 的資訊由 End User 手動指定, 需將

帳號改成此格式: Username@Domain#AD_Server_IP，MailSherlock 就會對 

AD_Server_IP 作 AD 認證；若為 "自動"，則帳號只需為 Username 即可，

MailSherlock 會拿 [人員名單 > LDAP 同步] 中的主機作為預設的認證主機，

向它們作認證。 

 LDAP：End User 的帳號只需為 Username 即可，一律以 [人員名單 > LDAP 

同步] 中的主機作為預設的認證主機。 

 RADIUS：若為 "手動" 時, 則表示 RADIUS Server 的資訊由 End User 手動指

定, 需將帳號改成此格式: Username@RADIUS_Server_IP，MailSherlock 就會

對 RADIUS_Server_IP 作 RADIUS 認證；若不勾選 "手動", 在此填入 RAD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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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r 的 IP 位址與 Secret 時，這樣 End User 的帳號只需為 Username 即

可，MailSherlock 會依照這裡設定的 RADIUS Server 作認證 。 

 SMTP：若為 "手動" 時, 則表示 SMTP Server 的資訊由 End User 手動指定, 

需將帳號改成此格式: Username@SMTP_Server_IP，MailSherlock 就會對 

SMTP_Server_IP 作 SMTP 認證；若為 "自動"，則帳號只需為 Username 即

可，MailSherlock 會拿 [郵件伺服器管理 > 郵件路由設定] 中的 "郵件伺服器 

IP 位址" 作為預設的認證主機，向它們作認證。 

 POP3：若為 "手動" 時, 則表示 POP3 Server 的資訊由 End User 手動指定, 

需將帳號改成此格式: Username@POP3_Server_IP，MailSherlock 就會對 

POP3_Server_IP 作 POP3 認證；若為 "自動"，則帳號只需為 Username 即

可，MailSherlock 會拿 [郵件伺服器管理 > 郵件路由設定] 中的 "郵件伺服器 

IP 位址" 作為預設的認證主機，向它們作認證。 

11. 檢查本地端 Mailbox：勾選此項檢查之前，請先確定 [人員管理 | 員工名單管理] 已

經有完整的員工名單資料。 

 寄件者：檢查本地端的寄件者是否在員工名單中，若不在名單中的話，直接回應

錯誤(User Unknown)並中斷連線。若 [排除內部互寄] 選 “是” 的話，會排除

內部互寄的信件。 

 收件者：檢查本地端收件者是否在員工名單中，若不在名單中的話，會直接回應

錯誤(User Unknown)，若發現有駭客或 Spammer 使用字典攻擊法企圖蒐集本地

端 Email 清單或是發送垃圾信時，會自動列入[Anti-Spam | DoS/DHA 暫時性黑

名單] 並且按照 “DoS/DHA 攻擊封鎖時間” 設定的時間封鎖連線。若 [排除內

部互寄] 選 “是” 的話，會排除內部互寄的信件。 

[注意事項] 

使用 SMTP 認證會有一個風險，就是後端的郵件伺服器的帳號與密碼，不能太過簡單，否

則有很高的風險，會被利用來 relay 發送垃圾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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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2  郵件格式設定 

 

圖 3-10-2 

1. 將員工經 密件副本 至它人信箱的信件加上主旨標籤：在 [人員管理 > 員工名單管

理] 中，可設定個人的信件是否要設定密件副本的 Email，這樣，該 User 所寄出與收

入的信件都會再寄一封給密件副本的 Email，若此處設定為 “是” 的話，收取密件

副本的人，會在主旨看到標籤 [MailSherlock BCC]。此功能，可視客戶的公司政策來

開啟或關閉設定。 

2. 將員工經 直接轉寄 至它人信箱的信件加上主旨標籤：在 [人員管理 > 員工名單管

理] 中，可設定個人的信件是否要設定直接轉寄的 Email，這樣，該 User 所收入的信

件都會直接轉寄給所設定的 Email，若此處設定為 “是” 的話，收取直接轉寄信件

的人，會在主旨看到標籤 [MailSherlock Forward]。此功能，可視客戶的公司政策來

開啟或關閉設定。 

3. 啟用 wimail.dat 信件格式自動解碼功能：若 Outlook 設定使用 RTF 格式來寄送信

件，而且收信端非 Outlook 的話，將會無法看到附件或是看到附件為一個 

winmail.dat 的檔案。當啟用此項功能設定後，會將這類的信件格式轉換為標準的

HTML 格式，讓收信端能夠看到信件中的附件。 

4. 啟用本地端寄件者顯示名稱格式化功能：開啟此項功能後，針對內部寄出的信件，我

們會修改信件標頭中的寄件者資訊內容，將內容修改為 [%name%/%company%] 

等同於 [王小時/桓基科技]，當對方收到信件後，在寄件者的地方都會是相同的格式。 

5. 啟用本地端寄件者 Email 轉址功能：若啟用本地端寄件者 Email 轉址轉址功能，會

先從 Email 找出該人員，若該人員有多筆 Email Address，會依照 [郵件服務管理 > 

本地端郵件網域] 的優先順序，挑出 Email Address，進行 Email 轉址。此功能用於

客戶端準備要替換原有的郵件網域，使用新郵件網域時，讓內部所有寄出的信件所帶

的寄件者，一律使用新的郵件網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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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3  DoS 防治設定 

 

圖 3-10-3 

1. DoS/DHA 攻擊封鎖時間：設定暫時封鎖 DoS/DHA 攻擊的時間長度，單位分鐘，

建議封鎖時間不要設定過短，否則效果不彰；預設值為 60 分鐘。 

2. 每個來源 IP 位址同時間最大連線數：這項設定可防止 DoS (Denied of Service)攻擊

及限制廣告信同時大量湧入。在連線繁忙的情況下，控制來自同一個 IP位址的連線數，

讓其他來自不同 IP 位址的郵件伺服器也能連線，不至於影響郵件接收的服務品質；預

設值為 0 代表不限制，建議值是 5。 

3. 每個來源 IP 位址一分鐘內最大連線數：這是頻率的限制，一分鐘能發起多少連線數，

一般也是設定 2 或 3 左右。 

[附註] 

本地端的連線(包括 Relay-Client 範圍與 SMTP 認證)，以及 [Anti-Spam > 白名單 | IP 

白名單] 皆不受”DoS 防治設定”的限制。 

 

3-10-4  如何在 Outlook 及 Outlook Express 啟動 SMTP 認證功能 

3-10-4-1 如何在 Outlook 啟動 SMTP 認證功能 

如果您使用的是 Outlook，請按功能表上的「工具 > 電子郵件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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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4 

 

點選「檢視或變更現有的電子郵件帳號」，按「下一步」： 

 

圖 3-10-5 

 

接著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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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擇要設定的 Email 信箱 

2. 按下「變更」鈕 

 

圖 3-10-6 

 

再接著如下圖所示按「其他設定」 

 

圖 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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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依照下列步驟設定： 

1. 切換到「外寄伺服器」 

2. 勾選「我的外寄伺服器(SMTP)需要驗證」 

3. 點選「登入方式」設定使用者名稱與密碼，如果要使用 POP3 手動指定郵件伺服器 IP 

就在” 使用者名稱”的欄位輸入 username@IP，如果使用 AD/LDAP 或是 POP3 

自動認證，只要輸入 username 即可。 

4. 設定好之後再按「確定」即可。 

 

 

圖 3-10-8 

 

3-10-4-1 如何在 Outlook Express 啟動 SMTP 認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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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使用的是 Outlook EXPRESS，請從功能表的「工具 > 帳戶」

 

圖 3-10-9 

 

接著如下圖所示： 

1. 切換到「郵件」 

2. 選擇要設定的 Email 信箱 

3. 按下「內容」鈕 

 

圖 3-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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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接著如下圖所示： 

1. 切換到「伺服器」 

2. 勾選「我的伺服器需要驗證」 

3. 再按旁邊的「設定」 

 

圖 3-10-11 

最後依照下列步驟設定： 

1. 點選「登入方式」設定使用者名稱與密碼，如果要使用 POP3 手動指定郵件伺服器 IP 

就在” 使用者名稱”的欄位輸入 username@IP，如果使用 AD/LDAP 或是 POP3 

自動認證，只要輸入 username 即可。 

2. 設定好之後再按「確定」即可。 



75 

 

圖 3-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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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簽名檔設定 

在所有外送信件統一加上公司的簽名聲明。如果要啟用此項功能請勾選「使用簽名檔」

的核取方塊。如果沒有勾選「使用簽名檔」即使文字框中有資料也不會被附加在外送信件

中。 

介面上可設定英文、繁體與簡體簽名檔，依據信件的語系來加上對應語系的簽名檔。

若遇到非設定語系的寄出信件時，則會加上英文簽名檔，避免因信件語系不同而造成簽名

檔是亂碼的狀況。 

 

 

圖 3-11-1 

1. 使用簽名檔：設定是否使用簽名檔。 

2. 英文簽名檔：設定英文語系的簽名檔內容。 

3. 繁體中文簽名檔：設定繁體中文語系的簽名檔內容。 

4. 簡體中文簽名檔：設定簡體中文語系的簽名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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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SMTP 服務偵測來源 

若有服務偵測設備在偵測 MailSherlock 的 SMTP 服務時，用於設定偵測設備的來

源 IP 位址，以便 [統計報表 > 連線數統計] 能夠正確分類統計。 

 

圖 3-12-1 

1. 刪除：勾選刪除欄位的核取方塊來刪除 SMTP 服務偵測來源。 

2. SMTP 服務偵測主機的來源 IP 位址：偵測設備的來源 IP。 

3. 敘述：說明偵測設備的用途。 

 

3-12-1  新增 SMTP 服務偵測來源 

新增一筆 SMTP 服務偵測來源設定。 

 

圖 3-12-2 

1. SMTP 服務偵測主機的來源 IP 位址：輸入偵測設備的來源 IP。 

2. 敘述：提供管理者輸入偵測設備的用途。 

[說明] 

「編輯 SMTP 服務偵測來源」的畫面與「新增 SMTP 服務偵測來源」的畫面相同，設定

方式也相同，也可在此直接刪除此筆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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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3 

 

3-13 組態設定 

 設定郵件伺服器管理的可用組態設定，這裡可設定分頁顯示每頁的資料筆數。 

 

圖 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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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人員管理 

相關人員管理設定，包括 LDAP 同步設定(選購)、UNIX 帳號同步、C&Cmail 帳號同

步、部門管理、部門階層管理、員工名單管理、SpamCheck 隔離通知名單、 Archive 名

單管理(選購)、End-user 設定值管理(選購)、個人化介面權限設定(選購)、MailSherlock

權限群組管理、管理員帳號管理、帳號認證設定(選購)及組態設定。 

 

圖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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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LDAP 同步設定 

4-1-1 新增 LDAP 主機 

設定需要與 MailSherlock 同步的 LDAP 主機及欄位，可定時執行同步，LDAP 

Server 異動時，即可立即同步到 MailSherlock。MailSherlock 支援 LDAP 種類包

含：AD、Open LDAP、Domino LDAP 及其他支援 LDAP 標準通訊協定的 Server。

可依據 LDAP Browser 選擇適當欄位，設定最佳過濾條件，以同步完整的人員及部

門資料。 

 

圖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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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1. 主機類型：同步 LDAP 主機的類型，分有 AD、Open LDAP、Domino LDAP 或

其他支援 LDAP 標準通訊協定的 Server。 

2. 主機名稱：LDAP 主機名稱 

3. LDAP 主機 IP：LDAP 同步需使用到 389 Port，所以必須確定此 IP 的 389 Port 

有開放。 

4. LDAP 登入帳號 & LDAP 登入密碼：須為登入該 LDAP 主機最大權限之帳號，避

免某些資料因帳號權限不足而無法同步。 

5. LDAP Base：查看 LDAP 樹狀目錄取得，為 MailSherlock 與 LDAP 主機同步的

起始路徑。Ex. LDAP Base 為『OU=HGIGA,DC=w2kexc,DC=com』，代表同步的

人員與部門資料起始路徑為『OU=HGIGA,DC=w2kexc,DC=com』。若 LDAP Base

為『DC=w2kexc,DC=com』，撈取資料的範圍更大，但有可能撈到系統預設的非

人員帳號。LDAP Base 可為多個路徑，以『 ; 』分隔。 

6. LDAP 樹狀架構為部門組織架構 / 部門資訊存在人員資料中：資料同步時，選擇

「LDAP 本身的樹狀架構為部門組織架構」，則同步後的 MailSherlock 部門架構即

為組織的部門架構。當選擇「LDAP 本身的樹狀架構為部門組織架構」之後可以設

定「LDAP 主機名稱做為最上層的部門」，若有勾選時，程式會以所設定的 LDAP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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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名稱作為最上層部門。若 LDAP 主機的樹狀目錄架構非公司的組織架構，則選

擇「部門資訊存在人員資料中」，同步時會以人員資料的部門欄位建置組織架構。

當選擇「部門資訊存在人員資料中」之後可以設定「LDAP Base 為第一層部門」、「公

司代號 欄位」、「公司名稱 欄位」三個選項。若勾選「LDAP Base 為第一層部門」，

程式會以 LDAP 主機所設定的 Base 當作所有部門最上層的部門。如果人員資料

中包含公司的名稱和代號的欄位，請填入「公司代號 欄位」、「公司名稱 欄位」兩

個欄位，程式會在相同公司名稱和代號的部門之上，建立該公司名稱的部門。請注

意，如果有選擇「部門資訊存在人員資料中」，請務必填入「公司名稱 欄位」。 

7. 部門代號 欄位：欲同步的部門代號欄位，若無部門代號欄位，則填寫『none』，系

統會自動產生部門代號。 

8. 部門名稱 欄位：欲同步的部門名稱欄位 

9. 工號 欄位：欲同步的員工工號欄位，若無員工工號欄位，則填寫『none』，系統會

自動產生員工工號。 

10. 姓名 欄位：欲同步的姓名欄位。 

11. Email 欄位：欲同步的 Email 欄位。 

12. 職稱 欄位：欲同步的職稱欄位。 

13. 收信信件大小限制(選購)：欲同步為收信信件大小限制的欄位，該欄位不存在或數

值為 -1 時，代表預設，數值為 0 時，代表沒有限制。 

14. 外寄信件大小限制(選購)：欲同步為寄信信件大小限制的的欄位，該欄位不存在或

數值為 -1 時，代表預設，數值為 0 時，代表沒有限制。 

15. 部門資料過濾條件：為撈取部門資料時的識別欄位，LDAP 會用一欄位代表該筆資

料的 Type。以 AD『objectClass = organizationalUnit』為例，欄位 objectClass 

的值為 organizationalUnit 者，即為部門資料。 

16. 人員資料過濾條件：為撈取人員資料時的識別欄位。以 AD

『(|(proxyAddresses=*)(mail=*))』為例，人員資料將撈取 AD Server 在 LDAP 

Base 範圍下，所有的 Email Account 帳號，包含群組信箱。  

17. 額外 Email 資訊 帳號欄位：其他用以同步為 Email 的欄位 (只包含 Email 前面

的帳號)。 

18. 郵件網域 (以 , 分隔)：額外 Email 欄位所需要附加的郵件網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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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使用網域排除 Email (以 , 分隔)：透過郵件網域來排除同步進來的 Email。 

20. 另外同步為管理員 欄位：如果該員工的 LDAP 紀錄擁有這個欄位，並且欄位中的

數值符合某關鍵字，則在同步的時候，此員工將會同時同步為管理員。 

21. 另外同步為管理員 關鍵字：同步為管理員的欄位所需要符合的數值(精確比對)。 

22. 做為管理員帳號的欄位：同步為管理員時，做為登入帳號的欄位，可以選擇工號、

姓名或職稱。 

23. 管理員的群組：該管理員所擁有的權限群組。 

24. 郵件收發權限 欄位：根據某一欄位的數值來決定員工的郵件收發權限。 

25. 僅可收信 (Inbound) 關鍵字 ：當該收發權限的欄位符合此一數值時，員工只有收

信的權限。 

26. 僅可寄信 (Outbound) 關鍵字：當該收發權限的欄位符合此一數值時，員工只有

寄信的權限。 

27. 僅收發內部信件 關鍵字：當該收發權限的欄位符合此一數值時，員工只有收發內

部信件的權限。 

28. 個人化介面使用權限：統一設定所有同步的員工的個人化介面使用權限。 

29. 發送 SpamCheck 隔離通知：統一設定所有同步的員工是否發送 SpamCheck 隔

離通知信。 

30. Exchange Mailbox Store(選購)：設定郵件派送機制的主機、欄位和關鍵字，當員

工的 LDAP 記錄中包含特定欄位，且該欄位具有特定的關鍵字時，該員工的「郵

件主機」會被設定為指定的主機。若要使此功能正常運作，請在 [郵件伺服器管理 > 

郵件主機派送設定] 中設定對應的主機和位址。 

 

[說明] 

1. LDAP 主機的同步欄位挑選，是根據 LDAP Browser 提供的資訊挑選所需欄位 

2. LDAP Browser http://www.ldapadministrator.com/ 

 

  

http://www.ldapadministra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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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LDAP 同步排程與設定 

1. 訊息聯絡人：寄送每次執行同步所產生的訊息，若同步成功會通知管理者執行同步

成功；若 LDAP 同步失敗，則會告知管理者失敗的原因。 

2. 自動同步：設定定期同步時間，有 每小時 / 每 2,3,4,6,8,12 小時 / 每天 / 每週 / 

每月。 

3. 刪除人數限制：當進行 AD/LDAP 排程同步時，如果刪除人數超過設定人數，程式

不會刪除任何人員，並會寄發警告信。系統管理人員必須在介面上手動執行 

AD/LDAP 同步，才能完成刪除的動作。 

4. 根據下列職稱將員工轉換為管理員帳號：根據員工的職稱(例如「經理」)，將其轉

換為管理員。由於職稱可能有許多種(例如「業務經理」、「行銷經理」)，因此程式

會根據輸入的關鍵字進行模糊比對，只需要輸入其中一部份的關鍵字(例如「經理」)，

便會將所有符合的都同步成管理員。 

5. 排除職稱：在上面根據職稱轉成管理員的時候，如果發現該員工的職稱為下列職稱，

則自動忽略不轉換為管理員。 

6. 做為管理員帳號的欄位：同步為管理員時，做為登入帳號的欄位，可以選擇工號、

姓名或職稱做為登入時輸入的帳號。 

7. 管理員的群組：該管理員所擁有的權限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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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4-1-3  LDAP 主機列表 

顯示已有的 LDAP 主機，可以進行編輯或刪除。 

 

圖 4-1-3 

4-1-4  LDAP 同步訊息 

顯示最近一次 LDAP 執行同步後的訊息，包含同步時間，及該次同步成功、失

敗的訊息及其原因。失敗原因可能為 LDAP 主機資料設定錯誤、帳號密碼錯誤、或

某筆人員資料無設定 Email 或 Email 格式錯誤…等。若有設定訊息聯絡人，則會 

mail 給訊息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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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4-1-5 立即執行 LDAP 同步 

執行 LDAP 同步，請注意，如果有一台 LDAP 無法正確連線或登入，則所有的 

LDAP 主機都不會進行帳號同步，詳細同步結果請參考 LDAP 同步訊息 中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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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UNIX 帳號同步 

MailSherlock 提供人員名單與 UNIX Server 同步的功能，同步的檔案分別為

『/etc/passwd』、『/etc/aliases』及『/etc/group』。其中 group 檔將同步為部門

資料，passwd 和 aliases 檔將同步為人員資料。 

 

4-2-1  UNIX 帳號同步 

1. 訊息聯絡人：寄送每次執行同步所產生的訊息，若同步成功會通知管理者執

行同步成功；若同步失敗，則會告知管理者失敗的原因。 

2. 自動同步：定期同步時間，有 每小時 / 每 2,3,4,6,8,12 小時 / 每天 / 每週 

/ 每月。 

 

 

圖 4-2-1 

 

4-2-2  UNIX 主機列表 

UNIX 主機列表顯示設定同步的 UNIX Server，點選『UNIX 主機 IP』的連結

即可進入設定修改畫面。 

 

1. 索引：為 UNIX Server 的索引值，可選取後執行刪除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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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機名稱：同步主機名稱。在同步多台主機時，為了區別各主機的人員帳號及

部門，會在人員工號及部門代號後面加上主機名稱加以識別，避免部門及人員

帳號重覆。 

3. UNIX 主機 IP：同步主機 IP。 

4. 登入帳號：UNIX 主機的登入帳號。 

5. 郵件網域 (以 , 分隔)：同步帳號的 Email Domain，在同步名單時，會將 

passwd 和 aliases 的帳號與此處的 Domain 組合為 Email。多個 Domain 

時以『,』相隔。 

 

 

圖 4-2-2 

4-2-3  UNIX 帳號主機設定 

1. 主機名稱：同步主機名稱。在同步多台主機時，為了區別各主機的人員帳號

及部門，會在人員工號及部門代號後面加上主機名稱加以識別，避免部門及

人員帳號重覆。 

2. IP：同步主機 IP。 

3. Port：同步主機連線的 port。 

4. UNIX 登入帳號：登入該同步主機的帳號。 

5. UNIX 登入密碼：登入該同步主機的密碼。 

6. 郵件網域 (以 , 分隔)：同步帳號的 Email Domain，在同步名單時，會將 

passwd 和 aliases 的帳號與此處的 Domain 組合為 Email。多個 Domain 

時以『,』相隔。 

7. PASSWD 設定檔路徑：同步主機的 passwd 檔位置。 

8. GROUP 設定檔路徑：同步主機的 group 檔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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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LIASES 設定檔路徑：同步主機的 aliases 檔位置。 

10. 其他設定檔路徑：可同步其他設定檔，如 /etc/mail/virtusertable，其支援

格式為 Email<TAB>Account。  

11. 依 Passwd 檔 Gid 值建立部門資訊：將 Passwd 檔中的 Gid 建立為部門，

並把所屬同一 Gid 群組的人歸類為同一部門。 

12. 個人化介面使用權限：設定此主機同步的帳號是否要開啟個人化介面使用權

限，若選擇禁止，則此主機同步到 MailSherlock 的人員將無個人化介面使

用權限。 

 

圖 4-2-3 

4-2-4  帳號同步訊息 

顯示最近一次執行 UNIX 同步後的訊息，包含同步時間，及該次同步成功、失敗

的訊息及其原因，失敗原因可能為 UNIX 主機資料設定錯誤、帳號密碼錯誤等，若有

設定訊息聯絡人，則會 mail 給訊息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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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 

4-3 C&Cmail 帳號同步 

4-3-1 C&Cmail 同步設定 

1. 訊息聯絡人：寄送每次執行同步所產生的訊息，若同步成功會通知管理者執

行同步成功；若同步失敗，則會告知管理者失敗的原因。 

2. 自動同步：定期同步時間，有 每小時 / 每 2,3,4,6,8,12 小時 / 每天 / 每週 

/ 每月。 

 

圖 4-3-1 

4-3-2 C&Cmail 主機列表 

C&Cmail 主機列表顯示設定同步的 C&Cmail Server，點選『C&Cmail 主機 IP』

的連結即可進入設定修改畫面。 

1. 索引：為 C&Cmail Server 的索引值，可選取後執行刪除動作。 

2. 主機名稱： C&Cmail 主機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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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Cmail 主機 IP：同步 C&Cmail 主機的 IP。 

4. 郵件網域 (以 , 分隔)：同步帳號的 Email Domain，設定多個 Domain 時

以『,』相隔。 

 

圖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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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新增 C&Cmail 帳號主機設定 

1. 主機名稱：設定 C&Cmail 主機名稱。 

2. IP：設定 C&Cmail 主機 IP。 

3. 郵件網域 (以 , 分隔)：設定同步帳號的 Email Domain，以「,」分隔設定多

筆。 

4. 匯入 C&Cmail 的組織信箱：設定是否要將 C&Cmail 的組織信箱匯入進

來。 

5. C&Cmail 組織信箱的郵件收發權限：設定 C&Cmail 組織信箱的郵件收發權

限。 

6. 個人化介面使用權限：設定此主機同步的帳號是否要開啟個人化介面使用權

限，若選擇禁止，則此主機同步到 MailSherlock 的人員將無個人化介面使

用權限。 

 

圖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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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帳號同步訊息 

顯示最近一次執行 C&Cmail 同步後的訊息，包含同步時間，及該次同步成功、

失敗的訊息及其原因，失敗原因可能為 C&Cmail 主機不存在，若有設定訊息聯絡人，

則會 mail 給訊息聯絡人。 

 

圖 4-3-4 

4-4 部門管理 

部門管理，可以尋找、新增、修改部門相關資訊。在建立人員名單之前，必須先

建立部門資料。 

 

圖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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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尋找部門 

在欄位中輸入欲尋找的部門代號或部門名稱，搜尋的方式為模糊比對，只要包含

該字串的部門都會被搜尋出來。例如輸入“網路”可搜尋出“網際網路事業群”，搜

尋結果會顯示於部門資訊列表。 

 

圖 4-4-2 

4-4-2 新增及匯入部門資料 

 

圖 4-4-3 

1. 上級部門：選擇上級部門。可以不選擇上級部門，直接成為第一層部門。 

2. 部門代號：填入部門代號，此欄位為必填。 

3. 部門名稱：填入部門名稱，此欄位為必填。 

4. 郵件主機(選購)：填入郵件主機後，可將該部門下的所有人員的信件派送至此郵件

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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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進行部門匯入之前，請先建立一個 CSV 檔，該 CSV 檔內每一行請填寫一個

部門代號與部門名稱。 

 

操作說明： 

1. 加註底線的欄位為必須填寫之欄位。其餘欄位可以不用存在文字檔中，其對應欄位

可以選擇”<無>“。 

2. 可先利用Excel 編輯部門資料，再另存新檔，選擇檔案類型為 “CSV (*.csv)”(逗

號分隔)。 

3. 需注意部門資料文件檔有無包含標題列及欄位順序的選擇。如果部門資料文件檔第

一行有標示欄位的名稱，可點選「包含標題列」此選項，建立資料時會略過第一行。 

4. 部門代號是用來搜尋部門資料的主要鍵值，必須是唯一且不重複的英數字串(可使用

大小寫英文字母與底線‘_’，不可使用‘-’)。 

5. 部門名稱需填寫完整的部門階層，部門階層請使用 “/” 隔開，如 “網際網路事

業群/研發部/測試組”。 

6. 匯入部門資料時，如果其中有一筆資料錯誤，則會中斷匯入，要整個文字檔都沒有

錯誤才可以完成匯入。 

7. 匯入員工名單時，一旦檢查到匯入資料中有錯誤的資料，會中斷匯入動作，也就是

不會匯入任何資料，必須整個資料檔正確無誤方可完成匯入動作。 

 

圖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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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部門資訊列表 

分頁顯示部門資料，並可修改、刪除部門資料。 

 

圖 4-4-5 

 

1. 分頁工具列：會顯示目前頁數/總頁數以及資料總筆數，提供第一頁、上一頁、至選

定頁數、下一頁以及最後一頁...等的頁面切換功能。 

2. 選取：選取方塊，可勾選想要刪除的部門，再按下「刪除」鈕刪除部門資料。提供

「全部選取」與「反向選取」功能鈕；此處的「全部選取」範圍只有本頁，並不包

括其餘頁數。 

3. 部門名稱：顯示部門完整名稱(包含階層)。此處為超連結，點選部門名稱的超連結

可以進入「修改部門資料」的子畫面。此欄位可以部門代號與階層排序。 

4. 部門代號：顯示部門代號。點選管理員姓名的超連結可以進入「修改管理員資料」

的子畫面。此欄位可排序。 

5. 員工人數：顯示部門的員工人數。此欄位可排序。 

 

[說明] 

1. 無論是尋找/新增/匯入/刪除部門資料，都只能在登入管理員可管轄範圍內，不歸其管

轄的部門資料，是無法查看或更動的。 

2. 如果部門下還有員工、子部門或管理員，則不被允許刪除。 

3. 標題列欄位中有上箭號(遞增排序)與下箭號(遞減排序)圖示的，表示可依這些欄位排序。 



97 

4-4-4 修改部門資料 

點選「部門」的超連結進入「修改部門資料」畫面，填入欲變更成的部門名稱，再按

下「修改」鈕即可完成部門名稱變更。因為會影響到部門階層，所以不提供部門代號的修

改。下列選項為套用選項，會將設定套用到部門下員工的個人設定上，此外，可以選擇是

否將設定套用到子部門的員工設定上。使用者可以選擇套用員工的語系(個人化介面與隔離

通知信)、時區、郵件收發權限、外寄信件大小限制、收信信件大小限制、個人化介面權限

設定、Archive 名單、以及是否發送 SpamCheck 隔離通知等設定。 

注意：若不希望修改到員工的設定，請選擇「不更動」的選項，不要選擇「預設」，否則

會把員工的個別設定都清除。 

 

 

圖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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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部門階層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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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修改/刪除部門、指定/新增管理員。 

 

圖 4-5-1 

4-5-1 部門階層 

顯示部門階層關係的樹狀結構，部門階層最上層的公司名稱，可於「組態設定」變更。

點選部門左邊的"+"號可展開子部門與管理員，點部門左邊的"-"號可隱藏子部門與管理員。

任意點選一部門，可進行「部門階層管理編修」。 

 [說明] 

部門階層關係的樹狀結構只會顯示登入管理員可管轄的部門與子部門，不歸其管轄的部門

資料，是無法查看或更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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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部門階層管理編修 

任意點選任一個部門，可進行「部門階層管理編修」。 

 

圖 4-5-3 

1. 選取的部門：顯示所選取的部門名稱。 

2. 更改部門名稱：勾選此選項，右邊文字框輸入新的部門名稱，可修改部門名稱。 

3. 刪除：可刪除部門。 

4. 移到：可調整部門階層關係，移動到其他部門下。 

5. 指定管理員：可指定部門管理員，下式選單中會列出已存在管理員名單供選取。 

6. 新增管理員：可新增部門管理員。 

7. 新增員工：可新增員工到選擇的部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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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員工名單管理 

員工名單管理，可尋找員工、新增員工名單以及匯入員工名單。 

 

圖 4-6-1 

 

4-6-1 尋找員工 

 

圖 4-6-2 

1. 依據使用者所選擇的部門、姓名、職稱、工號、電子郵件地址、轉寄信件以及員工

建立方式做搜尋。 

2. 搜尋方式為模糊比對，只要包含搜尋字串的員工資料都會被列出。例如以姓名欄位

找尋公司內所有員工，姓名含有該字串的員工會被搜尋出來。 

3. 各個條件是做「AND」的搜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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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新增員工名單 

新增一名員工，以點選方式選擇該員工將所屬的部門，填入該員工相關資料，然

後點選「新增」完成新增。 

 

圖 4-6-3 

1. 部門：下拉式選單，可選擇要更換的部門。 

2. 姓名：填入員工的中文姓名。 

3. 工號：填入員工的工號。工號必須是唯一且不重複的英數字串(可使用大小寫英文字

母與底線‘_’，不可使用‘-’)，就像是員工的身分證字號一樣，是用來搜尋員工

資料的主要鍵值。 

4. 密碼：在『人員管理 > 個人化認證方式設定』選擇『MailSherlock 員工名單』認

證選項時，會出現此欄位。可修改員工的個人化介面密碼。 

5. 職稱：填入員工的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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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電子郵件地址：填入員工的電子郵件地址。多個電子郵件地址請使用分號 ( , ) 隔

開。 

7. 郵件主機(選購)：設定員工個人所使用的郵件主機，必須在 [郵件伺服器管理 > 郵

件主機派送設定] 中同時設定主機名稱和 IP。 

8. 郵件收發權限：限制該員工電子郵件位址的收發權限，包括僅可收信、僅可發信、

僅收發內部信件。 

9. 外寄信件大小限制(選購)：限制該員工電子郵件可以往外寄送的電子郵件大小。 

10. 收信信件大小限制(選購)：限制該員工電子郵件可以接收的郵件大小。 

11. 密件副本 / 直接轉寄：密件副本 (bcc) 為除了寄信給收件者之外，系統也會秘密

轉寄信件給設定的 Email；直接轉寄 (forward) 為將信件直接轉寄給設定的 Email，

原始收件者不會收到信件。密件副本轉寄為系統預設。 

12. AD/LDAP DN：當您有設定個人化介面使用 AD/LDAP 認證時，請在此處填上員

工的 DN。 

13. 個人化介面權限設定(選購)：設定該位使用者使用個人化介面之權限，個人化介面

分有統計報表、信件查詢、黑名單、白名單及設定項目五大模組。 

14. 語系(選購)：選擇該使用者的個人化介面或垃圾隔離通知信所使用的語系。 

15. 時區：設定該員工的所在的時區，該員工的隔離通知信會依照該時區的時間寄送。 

16. 加入 Archive 名單：可設定要不要 archive 該員工的信件，選取代表要 archive。  

17. 發送 SpamCheck 隔離通知(選購)：設定接收垃圾信件隔離通知與否。 

 

4-6-3  匯入員工名單 

匯入員工名單之前，需先使用 Excel 建立檔案類型為 "CSV" 的員工名單文件檔，

或是使用任何文字編輯器編輯純文字檔案，用逗號 ( , ) 分隔部門、姓名、工號、電子

郵件地址、郵件主機、職稱、郵件收發權限、轉寄信件、群組名稱、加入 Archive 名

單、發送 SpamCheck 隔離通知、 End-user 設定值管理、隔離通知套用語系、時

區、收信與寄信大小限制、AD/LDAP DN 等欄位，並將檔案儲存。點選「瀏覽」選

擇該文字檔案，再分別指定上述項目所對應的欄位，最後按下「新增」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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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4 

操作說明： 

1. 加註底線的欄位為必須填寫之欄位。其餘欄位可以不用存在文字檔中，其對應欄位

可以選擇「空白」選項。 

2. 可先利用Excel 編輯員工名單，再另存新檔，選擇檔案類型為「CSV (*.csv)」(逗號

分隔)。 

3. 員工名單文件檔第一行如果有標示欄位的名稱，可點選「包含標題列」此選項，建

立資料時會略過第一行。 

4. 部門名稱需填寫完整的部門階層，部門階層請使用 "/" 隔開，如 "網際網路事業群

/研發部/測試組"。匯入部門資料為部門名稱時，若部門管理無相對應部門資料，則

系統會自動新增，部門代號為部門名稱 md5 產生。若匯入部門資料為部門代號，

則部門代號必須是已存在於部門管理中，否則會導致匯入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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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同一欄位中兩筆資料以 "," 分隔。如一位員工有兩個電子郵件地址，兩個電子郵件

地址中間以 "," 隔開。 

6. 匯入員工名單時，可以選擇所輸入的文字檔的欄位順序必須選擇正確，不然會導致

無法建立員工資料或建立錯誤的資料。 

7. 匯入員工名單時，一旦檢查到匯入資料中有錯誤的資料，會中斷匯入動作，也就是

不會匯入任何資料，必須整個資料檔正確無誤方可完成匯入動作。 

 

4-6-4  員工資料列表 

分頁顯示的員工資料包括：部門、部門代號、群組、姓名、職稱、工號、電子郵

件地址、轉寄信件。 

 

 

圖 4-6-5 

 

1. 選取部門：下拉式部門選單可選擇想要查看的部門。 

2. 分頁工具列：會顯示目前頁數/總頁數以及資料總筆數，提供第一頁、上一頁、至選

定頁數、下一頁以及最後一頁等頁面切換功能。 

3. 選取：選取方塊，可勾選想要刪除的員工，再按下「刪除」鈕刪除員工資料。提供

「全部選取」與「反向選取」功能鈕；此處的「全部選取」範圍只有本頁，並不包

括其餘頁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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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部門：顯示部門名稱。 

5. 部門代號：顯示部門代號。 

6. 群組：顯示群組名稱。 

7. 姓名：顯示員工的中文姓名。此處為超連結，點選可進入「修改員工資料」的子畫

面。 

8. 職稱：顯示員工的職稱。 

9. 工號：顯示員工的工號。此處為超連結，點選可進入「信件查詢結果」畫面，顯示

以員工的工號做條件，所查詢出來的相關信件資料。 

10. 電子郵件地址：顯示員工的電子郵件地址。此處為超連結，點選可進入「信件查詢

結果」畫面，顯示以員工的電子郵件地址做條件，所查詢出來的相關信件資料。 

11. 轉寄信件：顯示該員工的信件要密件副本 (bcc) / 直接轉寄 (forward) 給哪些 

Email。 

[說明] 

1. 下拉式部門選單只會列出該管理員可管理的部門及其子部門的部門名稱，所以，管理員

無法編輯其他不歸他管轄的部門員工名單。 

2. 標題列欄位中有上箭號(遞增排序)與下箭號(遞減排序)圖示的，表示可依這些欄位排序。 

 

[注意事項] 

刪除員工資料不會刪除已經記錄的信件資料，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刪除已離職員工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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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 修改員工資料 

於「員工資料列表」頁面，點選任一筆員工姓名，將載入「修改員工資料」頁面，

透過頁面可以刪除員工、修改員工資料及將員工身份變更成管理者身份。 

 

圖 4-6-6 

1. 部門：下拉式選單，可選擇要更換的部門。 

2. 姓名：可修改員工的中文姓名。 

3. 工號：可修改員工的工號。 

4. 密碼：在『人員管理 > 個人化認證方式設定』選擇『MailSherlock 員工名單』認

證選項時，會出現此欄位。可修改員工的個人化介面密碼。 

5. 職稱：可修改員工的職稱。 

6. 電子郵件地址：可修改員工的電子郵件地址。(多個電子郵件地址請使用分號(；)隔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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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郵件主機(選購)：設定員工個人所使用的郵件主機，必須在 [郵件伺服器管理 > 郵

件主機派送設定] 中同時設定主機名稱和 IP。 

8. 郵件收發權限：限制該員工電子郵件位址的收發權限，包括僅可收信、僅可發信、

僅收發內部信件。 

9. 外寄信件大小限制(選購)：限制該員工電子郵件可以往外寄送的電子郵件大小。 

10. 收信信件大小限制(選購)：限制該員工電子郵件可以接收的郵件大小。 

11. 密件副本 / 直接轉寄：密件副本 (bcc) 為除了寄信給收件者之外，系統也會秘密

轉寄信件給設定的 Email；直接轉寄 (forward) 為將信件直接轉寄給設定的 Email，

原始收件者不會收到信件。密件副本轉寄為系統預設。 

12. AD/LDAP DN：當您有設定個人化介面使用 AD/LDAP 認證時，請在此處填上員

工的 DN。 

13. 個人化介面權限設定(選購)：設定該位使用者使用個人化介面之權限，個人化介面

分有統計報表、信件查詢、黑名單、白名單及設定項目五大模組。 

14. 使用者設定值管理(選購)：管理者可以直接連線到個人化介面，設定該位使用者的

個人化設定值，例如個人黑白名單、個人過濾政策等。 

15. 語系(選購)：選擇該使用者的個人化介面或垃圾隔離通知信所使用的語系。 

16. 時區：設定該員工的所在的時區，該員工的隔離通知信會依照該時區的時間寄送。 

17. 加入 Archive 名單：可設定要不要 archive 該員工的信件，選取代表要 archive。 

18. 發送 SpamCheck 隔離通知(選購)：設定接收垃圾信件隔離通知與否。 

19. 在刪除員工資料之後自動加入離職員工名單：刪除該員工並加入離職員工名單，當

有該名離職員工信件時，MailSherlock 會中斷與來源 Mail 主機的溝通，節省不

必要的資源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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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 變成管理員 

修改員工資料點選「變成管理員」按鈕後，會出現「新增管理員」的畫面 ( 參照

人員管理 > 管理員帳號管理 )。 

 

圖 4-6-7 

 

4-7 SpamCheck 隔離通知名單 

部門總覽會顯示目前每個部門組織的員工人數以及垃圾郵件隔離通知人數，可依

序點入各個子部門。 

 

圖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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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選取的部門」下拉式選單可點入各部門及子部門，並且分頁顯示該部門的人

員名單，管理者可透過選取的核取方塊來批次設定該部門下的人員是否接收垃圾信件

隔離通知。 

 

圖 4-7-2 

1. 選取：選取欲接收 SpamCheck 隔離通知的人員。提供「全部選取」與「反向選

取」功能鈕；此處的「全部選取」範圍只有本頁，並不包括其餘頁數。 

2. 部門：顯示部門名稱。 

3. 姓名：顯示員工的中文姓名。 

4. 職稱：顯示員工的職稱。 

5. 工號：顯示員工的工號。 

6. 電子郵件地址：顯示員工的電子郵件地址。 

 

注意事項 

1. 下拉式部門選單只會列出登入管理員可管理的部門及其子部門的部門名稱，所

以，管理員無法編輯其他不屬於他管轄的部門員工名單。 

2. 標題列欄位中有上箭號(遞增排序)與下箭號(遞減排序)圖示的，表示可依這些欄位

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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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Archive 名單管理 

依管理員權限之不同，管理員可自行選定要 Archive 的特定員工名單。需配合 

[ MailSherlock 管理 | 組態設定 ] 的「郵件紀錄模式」，設定為 「Archive 指定名單

的進入信件」、「Archive 指定名單的寄出信件」或「Archive 指定名單的所有信件」，

此處設定的名單方可生效。其餘的「郵件紀錄模式」不會受到此處的 Archive 名單影

響。 

 

圖 4-9-1 

部門總覽會顯示目前所有部門的員工人數，及被 Archive 的員工人數，可依序點

入各個子部門。在「選取的部門」下拉式選單可點入各部門及子部門，看到被 Archive

的員工名單。 

 

圖 4-9-2 

1. 選取的部門：下拉式部門選單選擇欲編輯 Archive 名單的部門。 

2. 分頁工具列：會顯示目前頁數/總頁數以及資料總筆數，提供第一頁、上一頁、至選

定頁數、下一頁以及最後一頁等頁面切換功能。 

3. 索引：顯示 Archive 名單的索引值。 

4. 收入信件：可設定要不要 archive 該員工的收入信件(選取代表要 archive )。提供

「全部選取」、「反向選取」、「跨頁全選」及「取消跨選」等功能鈕。 

5. 寄出信件：可設定要不要 archive 該員工的寄出信件(選取代表要 archive )。提供

「全部選取」、「反向選取」、「跨頁全選」及「取消跨選」等功能鈕。 

6. 部門：顯示Archive 名單的部門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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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部門代號：顯示Archive 名單的部門代號。 

8. 姓名：顯示員工的中文姓名。 

9. 職稱：顯示員工的職稱。 

10. 工號：顯示員工的工號。 

11. 電子郵件地址：顯示員工的電子郵件地址。 

注意事項 

1. 下拉式部門選單只會列出登入管理員可管理的部門及其子部門的部門名稱，所

以，管理員無法編輯其他不屬於他管轄的部門員工名單。 

2. 標題列欄位中有上箭號(遞增排序)與下箭號(遞減排序)圖示的，表示可依這些欄位

排序。 

 

4-10  End-user 設定值管理 

顯示 MailSherlock 人員名單中，每個 User 設定的個人信件過濾方式及個人 

SpamCheck 門檻值。 

管理者可透過介面下方的功能列進行批次設定『個人信件過濾方式』及『個人 

SpamCheck 門檻值』動作。門檻值分數在設定後，點選『統一設定』連結，即可批次設

定該項目門檻分數；若點選『取消設定』連結，即可回復到初始門檻值分數。 

 

圖 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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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統預設：過濾方式依 MailSherlock 管理介面的『Anti-Spam > 垃圾信防堵機

制 > 啟用 SpamCheck 引擎』 選項設定值，決定該 User 是否啟用 SpamCheck 

引擎。 

2. 關閉 SpamCheck 過濾並且只收白名單的信件：設定該 User 只收取 IP / 

domain / Email 白名單內的信件，不在白名單內的拒收。 

3. 關閉 SpamCheck 過濾並且只阻擋黑名單的信件：只拒收黑名單內的信件，其他

信件略過 SpamCheck 引擎的檢查，一律都接收。 

4. 啟動個人化 SpamCheck 過濾：啟用 SpamCheck 引擎，對信件進行 Spam 的

檢查，依判定該封信件的分數，進行貼 Tag、隔離或刪除等動作。選取此項目，下

列的個人化門檻值設定才會生效。 

5. 關閉 SpamCheck 過濾：關閉 SpamCheck 引擎，不做檢查一律接收。 

6. 個人 SpamCheck 門檻值 

A. 貼標籤門檻值：當信件被 Anti-Spam 引擎判定的分數超過設定的貼標籤門檻值

時，MailSherlock 會在郵件主旨前面加上「垃圾信件主旨標籤文字」所設定的文

字。「垃圾信件主旨標籤文字」為在『Anti-Spam > SpamCheck 組態設定』介面

設定。 

B. 隔離門檻值：當信件被 Anti-Spam 引擎判定的分數超過設定的隔離門檻值時，

MailSherlock 會直接將垃圾信隔離至隔離區，使用者可透過隔離通知或進入個人

化介面進行放行信件動作。 

C. 刪除門檻值：當信件被 Anti-Spam 引擎判定的分數超過設定的刪除門檻值時，

MailSherlock 會直接將垃圾信刪除，使用者不會收到該封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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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個人化介面權限設定 

可針對個人化管理介面作細微權限的調整設定，依照管理者的管理政策，決定將個人

化功能開放至何種程度。此外，這裡是屬於全域設定，並不能只針對個人化來做修改。 

 

圖 4-10-1 

1. 允許重寄信件：在個人化的信件查詢區，位於下方功能選單中是否要出現 "重寄信

件" 的選項，可讓員工來重寄自己的信件，實現個人化的信件還原功能。 

2. 允許檢視信件原始檔與附件內容：在檢視單一信件內容時，是否允許可查看附件的

內容與信件原始檔，如果不允許的話，員工僅可查看附件檔名。 

3. 顯示登入管理介面連結：若員工登入後，其本身也是系統上的管理員的話，會在個

人化介面出現 "登入管理介面" 的連結，方便員工直接登入管理者頁面且不需再輸

入帳號與密碼。 

4. 允許個人自訂 SpamCheck 選項：在個人化的設定項目區，員工可自訂 

SpamCheck 選項與門檻值，管理者可透過此選項決定員工是否可使用此項功能。 

5. 個人化介面隔離信件操作選項：可設定依照 [Anti-Spam > SpamCheck 隔離通知] 

中的隔離信件操作選項，或者管理者在此自訂，因為管理員通常會希望員工所收到

的 SpamCheck 隔離通知信上頭的功能選項，只有簡單的 "放行/放行並加入

Email 白名單/加入 Email 黑名單"，而個人化介面就允許員工使用較複雜的功能。 

6. 預設信件檢視分類：設定個人化預設的檢視介面。 

7. 允許檢視垃圾信件類別：設定個人化允許檢視的垃圾信件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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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預設個人化可用模組選項：設定個人化可用模組並執行「套用至所有人」即可修改

所有人員的可用模組選項。 

 

4-12 MailSherlock 權限管理 

MailSherlock 權限管理，可設定不同的 MailSherlock 權限群組，根據各個權限

群組套用設定每個登入 MailSherlock 管理介面的管理員權限。 

 

圖 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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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1 MailSherlock 管理員存取權限 

可編輯 MailSherlock 預設的管理者(superuser)帳號 admin。點 admin 的超連

結，可以進入「MailSherlock 管理員存取權限」的設定畫面。 

 

圖 4-12-2 

1. 管理員名稱：顯示MailSherlock 的帳號；不可更改。 

2. 密碼︰預設為「不要改變」，可以點選「設定成」然後在右邊文字框輸入新的密碼。 

3. IP 存取控制︰限制使用admin 帳號登入的連線來源位址。 

(1) 接受來自任何的IP 位址連線︰表示從所以的IP 位址都可以使用admin帳號連

線進入。 

(2) 只接受右邊列表中的IP 位址連線︰表示只有列於右邊的網路位址範圍內的IP 

位址，才可以使用admin 帳號連線進入，其他的IP 位址都不允許使用admin 帳

號登入MailSherlock。 

(3) 拒絕右邊列表中的IP 位址連線︰表示只有列於右邊的IP 位址才不可以使用

admin 帳號連線登入MailSherlock，其他的IP 位址都允許。 

4. 模組名稱︰可以勾選可以使用的模組，因為admin 是系統預設的超級使用者

(superuser)，擁有MailSherlock 完整的控制權限，建議不要隨意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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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3  模組存取權限控制 

點選「可使用模組」中的模組超連結，可以進入「存取控制選項」畫面，設定模

組細部權限，有顯示超連結表示尚有細部權限可以設定，無超連結則表示已沒有細部

權限可以再做設定。(如下圖進入「人員管理」的存取控制選項) 

 

圖 4-12-3 

4-12-4  MailSherlock 權限群組 

MailSherlock權限群組主要是用來做管理員權限分類用的，可以依需求自訂不同

權限的分類群組。 

 

圖 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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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群組：顯示MailSherlock權限群組名稱。此處為超連結，點選可進入「MailSherlock

權限群組存取權限」的設定畫面。 

2. 群組成員：欄位顯示屬於該群組的管理員列表。 

3. 可使用模組：顯示群組可使用模組。此處為超連結，點選超連結，可以進入「存取

控制選項」畫面，設定模組細部權限。 

4. 刪除：點選超連結，可以刪除MailSherlock權限群組。如果MailSherlock權限群組

還有群組成員，則無法刪除。 

[說明] 

1. 群組成員擁有和該群組相同的權限，所以MailSherlock權限群組的設定很重要。 

2. MailSherlock使用者、MailSherlock權限群組及管理員帳號不能夠重複。 

3. 要刪除的MailSherlock權限群組不可以有任何群組成員，否則不被允許刪除。 

 

4-12-6 MailSherlock 群組存取權限 

 

圖 4-12-5 

1. 群組名稱︰文字框中會顯示MailSherlock 群組的名稱，可以直接在文字框中輸入

要變修改成的群組名稱。 

2. 模組名稱︰勾選可以使用的MailSherlock 模組。 

3. 儲存：如果有做任何修改，請按下「儲存」儲存變更。 

4. 刪除：如果想刪除 MailSherlock 群組，請按下「刪除」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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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管理員帳號管理 

管理員帳號管理，可尋找/新增/匯入/修改/刪除管理員資料。 

 

圖 4-13-1 

4-13-1 管理員名單列表 

1. 選取的部門：下拉式部門選單選擇欲查閱管理員名單的部門。 

2. 分頁工具列：會顯示目前頁數/總頁數以及資料總筆數，提供第一頁、上一頁、至選

定頁數、下一頁以及最後一頁等頁面切換功能。 

3. 選取：選取方塊，可勾選想要刪除的管理員，再按下「刪除」鈕刪除員工資料。提

供「全部選取」與「反向選取」功能鈕；此處的「全部選取」範圍只有本頁，並不

包括其餘頁數。 

4. 帳號：顯示管理員登入 MailSherlock 管理介面的帳號。此處為超連結，點選可進

入「修改管理員資料」的畫面。 

5. 管理員姓名：顯示管理員的中文姓名。 

6. 權限：顯示管理員的權限。 

7. 管理部門：顯示管理員可管理的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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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2 修改管理員資料 

可以變更該管理員的管理部門、郵件稽核規則類別、管理員姓名、帳號、密碼(僅

有在選擇 MailSherlock 認證時才會出現)、管理員 Email、語系、權限、AD/LDAP 

DN(僅有在選擇 AD/LDAP 認證時才會出現)。也可以直接刪除此筆管理員的資料。 

 

圖 4-13-2 

[說明] 

1. 管理部門可以使用 Ctrl + 滑鼠左鍵做複選。 

2. 管理部門有一個「公司名稱」的選項，這裡的公司名稱是根據 [人員管理 | 組態設

定] 裡「公司名稱」的設定值來顯示的。如果選擇這個選項，則這個管理員可以擁

有 superuser 的權限，可以管理全公司的人員與信件資料。 

3. 為了方便修改，密碼欄位不會顯示原來所設定的密碼，並不是原來沒有設定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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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3  尋找管理員 

 

圖 4-13-3 

1. 依據管理員的管理部門、姓名、帳號及權限做搜尋。 

2. 搜尋方式為模糊比對，只要包含搜尋字串的管理員資料都會被列出來。 

3. 各個條件是做「AND」的搜索。 

 

4-13-4  新增管理員帳號 

 

圖 4-13-4 

 

1. 管理部門：指定管理員可管理的部門。這裡只能選一個部門，如果需要指定多的可

管理的部門，請在新增管理員之後，進入「修改管理員資料」的畫面再修改。 

2. 管理員姓名：填寫管理員的中文姓名。 

3. 帳號：填寫管理員登入 MailSherlock 管理介面要用的帳號。 

4. 密碼：填寫管理員登入 MailSherlock 管理介面要用的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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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權限：設定管理員可使用的權限。 

6. 語系：設定管理員登入時介面的語系。 

7. AD/LDAP DN：設定管理員做 AD/LDAP 認證時所需要的 DN，本選項只有選擇 

AD/LDAP 認證時才會出現。 

[說明] 

1. 「權限」指的是 MailSherlock 權限群組，緣由是每個管理員都會屬於一個

MailSherlock 權限群組，而每個 MailSherlock 權限群組的成員擁有該群組所設定

好的權限。 

2. 權限預設有 "chief" 和 "MIS" 兩種選擇，如要新增不同的權限，必須進入 [ 人員

管理 ∣MailSherlock 權限群組管理 ] 中新增 MailSherlock 權限群組。 

 

4-13-5  匯入管理員名單 

匯入管理員名單之前，需先使用 Excel 建立檔案類型為"CSV"的管理員名單文件

檔，或是使用任何文字編輯器編輯純文字檔案，用逗號 ( , ) 分隔管理部門、管理員、

帳號、密碼、權限、語系、AD/LDAP DN 等欄位，點選「瀏覽」選擇該文字檔案，

再分別指定五個欄位對應的欄位，再按下「新增」即可。 

 

圖 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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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加註底線的欄位為必須填寫之欄位。其餘欄位可以不用存在文字檔中，其對應欄

位可以選擇 "<無>"。 

2. 密 碼 和  AD/LDAP DN 這 兩 個 選 項 會 根 據 您 的 認 證 方 式 而 變 動 。 當 選 擇 

MailSherlock 認 證 時 ， 只 會 有 密 碼 欄 位 ； 當 選 擇  AD/LDAP 認 證 時 ， 會 

AD/LDAP DN 欄位。 

3. 先利用 Excel 編輯管理員名單，再另存新檔，選擇檔案類型為 "CSV (*.csv)" (逗號

分隔)。 

4. 管理員名單文件檔第一行如果有標示欄位的名稱，可點選「包含標題列」此選項，

建立資料時會略過第一行。 

5. 管理部門需填寫完整的部門階層，部門階層請使用 "/" 隔開，如 "網際網路事業

群/研發部/測試組"。部門必須是已存在的部門，否則會導致匯入失敗。 

6. 同一欄位中兩筆資料以 "；" 分隔。如一位管理員可管理兩個以上的部門，部門

間以分號"；"隔開。 

7. 匯入管理員名單時，可以選擇所輸入的文字檔的欄位順序必須選擇正確，不然會

導致無法建立管理員資料或建立錯誤的資料。 

8. 匯入管理員名單時，一旦檢查到匯入資料中有錯誤的資料，會中斷匯入動作，也

就是不會匯入任何資料，必須整個資料檔正確無誤方可完成匯入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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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帳號認證設定 

4-14-1 MailSherlock 管理員帳號 - 認證方式設定 

設定 MailSherlock 管理員帳號的認證方式, 目前支援 MailSherlock、

AD/LDAP、POP3 以及 SMTP 四種認證方式。 

 

圖4-14-1 

1. MailSherlock：透過 MailSherlock 本機來進行認證，在 [ 人員管理 > 管理員帳

號管理 ] 建立管理員時，會輸入一組密碼，這組密碼會存在 MailSherlock 本機中，

登入的管理員必須符合此組密碼才可登入管理介面。 

2. AD/LDAP：管理員登入時，透過  [ 人員管理 > LDAP 資料同步設定  ] 中的 

AD/LDAP 設定，或是自行指定 AD/LDAP 主機來進行認證。如果選擇 "自動"，

請確定在『人員管理 > LDAP 資料同步設定』已設定相關 AD/LDAP 資訊；如果

選擇 "指定認證主機"，請輸入該主機的種類、IP 與 Base DN。請注意，由於 LDAP 

的標準規定必須以該筆人員的 DN 進行認證，因此不論是選擇自動或指定主機，

如果您的主機類型不是 AD，請確定管理員帳號的 AD/LDAP DN 欄位有該登入帳

號 的  DN ( 例 如 ： CN=somebody, OU=department, OU=company, 

DC=example, DC=com)，才能正確進行認證。 

3. POP3：管理員認證方式為透過 POP3 進行認證動作。 a.自動：根據『郵件伺服器

管理 > 郵件路由設定』設定的郵件網域進行認證動作。 b.指定認證主機：指定認

證的 POP3 主機。 

4. SMTP：管理員認證方式為透過 SMTP 進行認證動作。 a.自動：則帳號只需為 

Username 即可，MailSherlock 會拿 [郵件伺服器管理 > 郵件路由設定] 中的 "

郵件伺服器 IP 位址" 作為預設的認證主機，向它們作認證。 b.指定認證主機：指

定認證的 SMTP 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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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2 個人化介面認證方式設定 

設定個人化介面的認證方式，MailSherlock 個人化介面認證方式支援 AD/LDAP、

POP3 以及 SMTP 三種認證方式。 

 

圖 4-14-2 

1. AD/LDAP：個人化介面認證方式為透過 [ 人員管理 > LDAP 資料同步設定 ] 中

的 AD/LDAP 設定，或是自行指定 AD/LDAP 主機來進行認證。如果選擇 "自動"，

請確定在『人員管理 > LDAP 資料同步設定』已設定相關 AD/LDAP 資訊；如果

選擇 "指定認證主機"，請輸入該主機的種類、IP 與 Base DN。請注意，由於 LDAP 

的標準規定必須以該筆人員的 DN 進行認證，因此不論是選擇自動或指定主機，

如果您的主機類型不是 AD，請確定員工名單的 AD/LDAP DN 欄位有該登入帳號

的 DN (例如：CN=somebody, OU=department, OU=company, DC=example, 

DC=com)，才能正確進行認證。 

2. POP3：個人化介面認證方式為透過 POP3 進行認證動作。 a.自動：根據『郵件伺

服器管理 > 郵件路由設定』設定的郵件網域進行認證動作。 b.指定認證主機：指

定認證的 POP3 主機。 

3. SMTP：管理員認證方式為透過 SMTP 進行認證動作。 a.自動：則帳號只需為 

Username 即可，MailSherlock 會拿 [郵件伺服器管理 > 郵件路由設定] 中的 "

郵件伺服器 IP 位址" 作為預設的認證主機，向它們作認證。 b.指定認證主機：指

定認證的 SMTP 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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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組態設定 

可設定分頁顯示每頁的資料筆數、信件查詢顯示類別、部門下拉選單、匯入 / 匯

出 CSV 檔案語系、部門管理顯示欄位、部門階層管理顯示欄位、員工名單管理顯示

欄位及員工名單管理檢視員工信件的時間範圍。 

 

圖 4-15-1 

1. 分頁顯示每頁的資料筆數︰設定在「人員管理」模組的每頁顯示資料數。 

2. 信件查詢顯示類別：有「寄送信件」、「接收信件」與「所有信件」三個類別，這

個設定將會影響由員工名單，直接點選工號或電子郵件信箱，做信件查詢時顯示的

結果。 

3. 部門下拉選單：設定部門下拉選單的顯示方式。 

4. 匯入 / 匯出 CSV 檔案語系：[員工名單管理]、[部門管理]、[群組政策管理]與[管

理員帳號管理] 的匯入 / 匯出 CSV 檔功能，會依據此設定進行語系轉換編碼動

作。 

5. 部門管理顯示欄位：設定「部門管理」選單要顯示的資料欄位。 

6. 部門階層管理顯示欄位：設定「部門階層管理」選單要顯示的資料欄位。 

7. 員工名單管理顯示欄位：設定「員工名單管理」選單要顯示的資料欄位。 

8. 員工名單管理檢視員工信件的時間範圍：設定「員工名單管理」點選工號或電子郵

件地址後，限制列出信件的時間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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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Anti-Spam 

Anti-Spam 可設定垃圾信防堵機制、離職員工名單、RBL 管理、白名單、黑名

單、DoS/DHA 暫時性黑名單、SpamCheck 組態設定 (選購)、SpamCheck 規則

更新 (選購)、 SpamCheck 隔離通知 (選購)、 SpamCheck 放行紀錄 (選購) 、 

SpamCheck 規則管理 (選購)、SpamCheck 關鍵字設定 (選購)，以及組態設定。 

 

圖 5-0 

5-1  垃圾信防堵機制 

以下全部的垃圾信防堵機制，都可以使用白名單跳脫檢查。 

 

圖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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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檢查 RBL(Real-time Blackhole Lists)：此處為啟動 RBL 檢查的開關設定，細部的 

RBL 相關設定，請使用 [Anti-Spam | RBL 管理] 介面。 

2. 檢查 IP 位址 DNS 反查記錄：檢查送信端伺服器 IP 位址是否有 DNS 反查資

料。  

3. 檢查 EHLO/HELO 所傳送的主機名稱是否有 DNS 記錄：檢查 EHLO/HELO 所傳

送的 domain 是否有 DNS NS/A record。 

4. 檢查虛假路由：郵件中聲明的網域名所對應的網路位址(IP)，與該郵件實際來源的

網路位址(IP)不符。 

5. 檢查假冒本地端寄件者 (FakeSender)：開啟這項設定，則 MailSherlock 會檢查

外部寄來的郵件，寄件者網域若為本地端網域且又沒有使用 SMTP 認證，則 

MailSherlock 會拒收此封信。一般外部寄信時，會使用 SMTP 認證，所以開啟這

檢查機制可防治本地端網域被假冒，並用來攻擊本地端郵件主機。但若外部寄信未

使用 SMTP 認證，則應該要關閉此檢查機制，避免外部使用者無法寄信到公司內

部。 

6. 啟用灰名單功能：灰名單利用垃圾信件發送軟體的弱點，欺騙它而達到顯著阻擋垃

圾信件入侵的功效。正常郵件伺服器符合 RFC 標準，故對方伺服器故障時，則會稍

後再次嘗試，而這些垃圾發送軟體為了大量快速發送，一旦遇到不接收的信箱則快

速跳過，嘗試下一個信箱，而不再重送。灰名單利用垃圾軟體不會重送的弱點，在

接受信件時故意發出請稍後重試訊息，欺騙對方我方伺服器故障，正常信也會同理

對待之，需等待 10~20 分鐘之後對方才會重送信件。最佳的使用時間為下班後晚

上九點鐘開啟灰名單功能直到隔日清晨七點鐘為止，這時公司無人上班，正常信晚

到是可接受的。可點選灰名單進階設定, 來設定灰名單如何運作以符合您的需求。 

7. 檢查寄件者的 Email address： a. 只檢查 MX/A record 是否存在，檢查 MAIL 

FROM 的 Email 是否有 MX/A record 存在。 b. 檢查 MX/A record 並驗證信

箱是否真的存在，檢查 MAIL FROM 的 Email 是否有 MX/A record 存在，並檢查 

MAIL FROM 的 Email address 是否真的存在，以模擬寄信的方式，確認信是可

以回傳到對方的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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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 IP 位址 DNS 反查記錄 - 進階設定 

 

圖 5-1-2 

在進階設定中有三個選項, 如同介面所示, 但只能選擇其中一種： 

1. 關閉：關閉 [IP 位址 DNS 反查 ] 的功能。 

2. 進行 [IP 位址 DNS 反查]，但排除下列網域及白名單：搭配下方文字方塊使用，

並在文字方塊中輸入您要跳脫 [IP 位址 DNS 反查] 的網域即可。這表示只要來

自於您輸入網域的寄件者或白名單，皆會跳脫 [IP 位址 DNS 反查]，至於來自於

其它網域的寄件者則是會進行 [IP 位址 DNS 反查]。若文字方塊不輸入任何網域

的話，表示所有的人都必須進行 [IP 位址 DNS 反查] (白名單除外)。 

3. 只針對下列網域進行 [IP 位址 DNS 反查]，即使是白名單也必須檢查：搭配下方

文字方塊使用，並在文字方塊中輸入您要進行 [IP 位址 DNS 反查] 的網域即可。

這表示只要來自於您輸入網域的寄件者，皆會進行 [IP 位址 DNS 反查]，即使是

白名單也不例外，至於來自於其它網域的寄件者則是會跳脫 [IP 位址 DNS 反查]。

若文字方塊不輸入任何網域的話，表示所有的人都必須進行 [IP 位址 DNS 反查] 

(白名單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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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若您輸入的網域為 hgiga.com 的話, 在作網域比對時, 只有 hgiga.com 會符合此項

網域設定; 而輸入的網域為 .hgiga.com 時, 只有 aaa.hgiga.com 會符合此項網域設

定(不包含 hgiga.com)。 

 

檢查虛假路由 - 進階設定 

 

圖 5-1-3 

在進階設定中有三個選項, 如同介面所示, 但只能選擇其中一種： 

1. 關閉：關閉 [檢查虛假路由] 的功能。 

2. 進行 [檢查虛假路由]，但排除下列網域及白名單：搭配下方文字方塊使用，並在

文字方塊中輸入您要跳脫 [檢查虛假路由] 的網域即可。這表示只要來自於您輸入

網域的寄件者或白名單，皆會跳脫[檢查虛假路由]，至於來自於其它網域的寄件者

則是會進行 [檢查虛假路由]。若文字方塊不輸入任何網域的話，表示所有的人都

必須進行 [檢查虛假路由] (白名單除外)。 

3. 只針對下列網域進行 [檢查虛假路由]，即使是白名單也必須檢查：搭配下方文字

方塊使用，並在文字方塊中輸入您要進行 [檢查虛假路由] 的網域即可。這表示只

要來自於您輸入網域的寄件者，皆會進行 [檢查虛假路由]，即使是白名單也不例

外，至於來自於其它網域的寄件者則是會跳脫 [檢查虛假路由]。若文字方塊不輸

入任何網域的話，表示所有的人都必須進行 [檢查虛假路由] (白名單除外)。 

 



130 

[注意] 

若您輸入的網域為 hgiga.com 的話，在作網域比對時，只有 hgiga.com 會符合此項

網域設定；而輸入的網域為 .hgiga.com 時，只有 aaa.hgiga.com 會符合此項網域設

定(不包含 hgiga.com)。 

 

啟用灰名單功能 - 進階設定 

 

圖 5-1-4 

1. 啟動或關閉：選擇"啟動"，表示啟用灰名單功能；選擇"關閉"，表示關閉灰名單功

能。 

2. 初次連線阻擋時間：當對方郵件主機或 Spammer 初次發信時，在設定的阻擋時

間內，會被回應暫時無法收信。 

3. 灰名單的失效期限：當對方郵件主機過了初次連線阻擋時間後再次送信， 這時就

可通過灰名單檢查，並且此名單的有效期間可持續這裡所設定的天數，一旦超過

所設定天數，此筆灰名單即被移除。 

4. 灰名單啟用時間：由於灰名單功能會導致信件較晚收到，所以此功能不建議在上

班時間開啟，可在下班時間或假日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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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離職員工名單 

設定離職員工Email，以拒絕這些Email帳號的郵件寄入郵件伺服器，透過設定 

MailSherlock 在收到寄給離職員工的信時，會自動拒收，避免信件寄送至後端郵件

伺服器，造成多餘的處裡時間與退信動作。一般 Anti-Spam 只有針對寄件者，而

離職員工名單則是針對收件者。 

 

圖 5-2-1 

5-2-1  查詢離職員工 Email 

查詢 Email 可利用正規表示式( regular expression )做比對查詢。 

 

圖 5-2-2 

[例如]  

1. 若填上「^test」，會尋找開頭是 test 的 Email，可以找出的 Email 為 test@foo.com、

testting@foo.com、test1@foo.com...等。  

2. 若填上「test$」，會尋找結尾是 tw 的 Email，可以找出 com.tw、edu.tw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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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新增離職員工 Email 

在「新增離職員工 Email」欄位中輸入離職員工的 Email 帳號，多筆時以『;』分隔，

按下「確定」完成新增。 

 

圖 5-2-3 

 

5-2-3 離職員工 Email 列表 

「離職員工 Email 列表」會表列顯示所有的離職員工 Email 並顯示資料總數，如果

資料數目超過分頁顯示每頁資料比數時，會出現分頁工具列。 

 

圖 5-2-4 

1. 離職員工 Email：若收件者為離職員工的 Email，則 MailSherlock 會在溝通階

段就中斷連線，避免不必要的資源浪費。 

2. 類別：分為系統名單及自動白名單兩種，由管理者自行建立的為系統名單，在此

功能中的類別都是系統名單。 

3. 加入時間：顯示該筆紀錄的加入時間 

4. 敘述：點選「離職員工 Email 列表」中 Email 的超鏈結進入編輯模式，可加上註

解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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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刪除/編輯離職員工名單 

1. 刪除離職員工名單：在「離職員工 Email 列表」索引欄中勾選欲刪除的離職員工 Email，

按下「刪除」鍵，即可刪除選取的名單。 

2. 編輯離職員工名單：點選「離職員工 Email 列表」中 Email 的超鏈結，進入編輯模

式，可加上註解資訊，按下「編輯」完成修改。 

 

圖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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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RBL 管理 

MailSherlock 支援 DNS-based 的即時黑名單(Realtime Blackhole List)查詢。 

Internet 上面有很多組織提供免費或付費的 RBL，只要是 DNS-based 都可以將他

加入到 MailSherlock 的 [Anti-Spam | 遠端 RBL 設定] 之中。 

當 [Anti-Spam | 垃圾信防堵機制] 設定  "啟動  Real-time Blackhole Lists 

(RBL) 檢查" 時， MailSherlock 會將發信主機的 IP 位址，同時對指定查詢的 RBL 

服務主機做查詢，如果發信主機的 IP 位址被列入其中一個 RBL 之中，MailSherlock 

會送出錯誤訊息並切斷發信主機的連線。 

下面這個 URL 的網頁有列出很多知名的提供 DNS-based RBL 服務的組織相

關資訊。http://www.declude.com/junkmail/support/ip4r.htm 

 

圖 5-3-1 

5-3-1 新增 RBL 查詢伺服器 

利用此表單可以輸入付費或免費的 RBL 查詢伺服器。 

1. 網域名稱：請輸入 RBL 查詢伺服器的網域名稱(Lookup Domain)。 

2. 說明：請輸入關於 RBL 查詢伺服器的說明，方便了解 RBL 用途與管理。例如：有

些 RBL 是針對 open relay 的主機而建的黑名單、有些 RBL 是針對撥接的 IP 位

址而建的黑名單。 

3. 維護者：請輸入 RBL 查詢伺服器的相關網址，以便需要查看相關資料時，可以迅

速找到網址。 

http://www.declude.com/junkmail/support/ip4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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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查詢 RBL 名單 

遠端 RBL 設定查詢 

遠端 RBL 設定查詢是用來查詢已設定的 RBL 查詢伺服器，可以輸入網域名稱

的關鍵字做查詢：例如：mail-abuse。 

 

圖 5-3-2 

RBL 名單查詢 

輸入想要查詢的 IP 位址，程式會針對目前致能的 RBL 查詢伺服器同時送出查詢

要求，檢查該 IP 位址是否出現在 RBL 名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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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白名單 

白名單可以用來跳脫 Anti-Spam 的檢查機制，設定於白名單之中的來源信件

不會被 Anti-Spam 的檢查機制限制。可依發信端的電子郵件地址(Email)、IP 位址、

郵件網域設定白名單。 

 

圖 5-4-1 

1. Email：依寄件者的電子郵件地址做白名單設定。 

2. IP 位址：依發信端的 IP 位址做白名單設定。 

3. 郵件網域：依寄件者的郵件網域，也就是 Email 裡面 @ 後面的網域(或主機名稱)

來設定白名單。預設會自動使用網域模糊比對，例如：設定 hgiga.com，可自動比

對出 mail.hgiga.com 與 hgiga.com 這二種郵件網域都會符合白名單。 

5-4-1 查詢白名單 

三種白名單皆提供管理者查詢的功能，以查詢 Email 白名單為例，可利用正規

表示式( regular expression )查詢。 

 

圖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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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1. 若填上「^test」，會查詢開頭是 test 的 Email，可以找出的 Email 為 test@foo.com、

testting@foo.com、test1@foo.com...等。  

2. 若填上「test$」，會查詢結尾是 tw 的 Email，可以找出 com.tw、edu.tw ...等。  

 

5-4-2  新增白名單 

三種格式白名單設定的方式相同。在欄位中新增白名單： 

 

圖 5-4-3 

1. Email：在「新增 Email」欄位中輸入 Email，多筆時以斷行分隔，按下「確定」完

成新增。 

2. IP 位址：在「新增 IP 位址」欄位中輸入 IP，多筆時以斷行分隔，按下「確定」完

成新增。 

3. 郵件網域：在「新增郵件網域」欄位中輸入郵件網域，多筆時以斷行分隔，按下「確

定」完成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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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匯入及匯出白名單 

匯入白名單 

匯入白名單之前，需先使用 Excel 建立檔案類型為 "CSV" 的白名單文件檔，或

是使用任何文字編輯器編輯純文字檔案，用逗號 ( , ) 分隔名單內容、名單類別、加入

時間、名單敘述等欄位，並將檔案儲存。點選「瀏覽」選擇該文字檔案，再分別指定

上述項目所對應的欄位，最後按下「分析上傳的名單」會進入「匯入分析名單」的介

面，程式會計算出匯入名單的總筆數以及成功匯入的筆數，最後按下「匯入名單」即

會進行白名單的匯入動作。 

 

圖 5-4-4 

 

圖 5-4-5 

匯出白名單 

匯出白名單功能即會將目前存在於系統中的白名單匯出成 CSV 檔後供其另存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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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白名單列表 

點選三種不同白名單(Email、IP 位址、郵件網域)的選單列，可以切換不同的白名

單列表。「白名單列表」會顯示各類白名單的所有資料並顯示資料總數，如果資料數

目超過分頁顯示每頁資料比數時，會出現分頁工具列。 

 

圖 5-4-6 

1. Email：Email 白名單有系統名單及自動白名單兩種類類別，系統名單為管理者自

行建立的，管理者可依寄件者的電子郵件地址做白名單設定；自動白名單為 

MailSherlock 自動產生的白名單。 

2. IP 位址：依發信端的 IP 位址做白名單設定。  

3. 郵件網域：依寄件者的郵件網域，也就是 Email 裡面 @ 後面的網域(或主機名稱)

來設定白名單。預設會自動使用網域模糊比對，例如：設定 hgiga.com，可自動比

對出 mail.hgiga.com 與 hgiga.com 這二種郵件網域都會符合白名單。 

4. 自動白名單：自動白名單為 MailSherlock 的獨有技術，MailSherlock 可以自動

偵測取得使用者 Email 白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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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自動白名單設定 

自動白名單是將信件資料庫統計出來的 Email 名單，並經過獨特的判斷機制，從

中列出 Email 名單，並且將這些 Email 名單加入至系統的白名單中。使用此功能有下

列優點： 

1. 如果對於同一個寄件者寄來的信件經常要放行的話，開啟此功能後，便會自動列

入白名單，之後就不需要放行。 

2. 如某一寄件者當寄來的信件是垃圾信或病毒信等，當然就不會被自動白名單程式

加入 Email 白名單。 

3. 如果不需要啟用功能時，可立即停用。 

 

圖 5-4-7 

以下針對自動白名單設定作細部的說明： 

1. 啟用自動白名單功能：設定是否要啟用自動白名單程式。 

2. 程式排程時間設定：設定多久一次執行自動白名單程式，因為執行一次會去作大

量的信件查詢動作，會影響到 MySQL 效能，建議執行的頻率不要太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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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件分流架構 - 遠端資料庫：如果客戶信件資料庫分為 Incoming 信件資料庫與 

Outgoing 信件資料庫，而且在不同台的主機上，就需在此設定遠端資料庫的類

別、IP 位址、資料庫帳號與密碼，因為自動白名單程式需要同時有 Incoming 與 

Outgoing 的信件資料，經過分析判斷後才可產生出正確的自動白名單 

4. 請輸入欲排除的信件主旨：可設定信件主旨出現特定字串時，不列入自動白名單

程式的分析判斷。 

5. 請輸入欲排除的 Email 位址：可設定特定的 Email 後，不列入 Email 自動白名

單程式中。 

6. 請輸入欲排除的網域：可設定特定的網域後，具有該網域的 Email 垃址將不列入 

Email 自動白名單中。 

7. [清除自動白名單] 按鈕：將自動白名單清除。 

8. [立即執行自動白名單] 按鈕：立即執行自動白名單程式，會跳到另一視窗，並秀

出正在執行的情形如何。 

9. [檢視 Log] 按鈕：檢視自動白名單程式執行的記錄，其檔案在 

/var/log/DB_WhiteList.log。 

5-4-6  刪除 / 編輯白名單 

三種格式白名單刪除 / 編輯的方式相同。 

1. 刪除白名單：在「白名單列表中」索引欄中勾選欲刪除的白名單，按下「刪除」鍵，

即可刪除選取的名單。 

2. 編輯白名單：在「白名單列表中」點選名單的超鏈結，被點選的名單會出現一編輯

視窗。更改為正確的白名單資料，按下「編輯」完成修改。 

 

圖 5-4-7 



142 

5-5  黑名單 

可以設定三種格式的黑名單，包括：Email、IP 位址以及郵件網域。其中郵件網

域 的 比 對 方 式 ， 會 自 動 比 對 子 網 域 ， 例 如 設 定  spam.com 可以 自 動 比 對 到 

spam.com, mail.spam.com, a.mail.spam.com 等郵件網域。 

 

圖 5-5-1 

5-5-1 查詢黑名單 

三種黑名單皆提供管理者查詢的功能，以查詢 Email 黑名單為例，可利用正規

表示式( regular expression )查詢。 

[例如]  

1. 若填上「^test」，會查詢開頭是 test 的 Email，可以找出的 Email 為 test@foo.com、

testting@foo.com、test1@foo.com...等。  

2. 若填上「test$」，會查詢結尾是 tw 的 Email，可以找出 com.tw、edu.tw ...等。  

 

圖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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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新增黑名單 

三種格式黑名單設定的方式相同。在欄位中新增黑名單： 

 

圖 5-5-3 

1. Email：在「新增 Email」欄位中輸入 Email，多筆時以斷行分隔，按下「確定」完

成新增。 

2. IP 位址：在「新增 IP 位址」欄位中輸入 IP，多筆時以斷行分隔，按下「確定」完

成新增。 

3. 郵件網域：在「新增郵件網域」欄位中輸入郵件網域，多筆時以斷行分隔，按下「確

定」完成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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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匯入及匯出黑名單 

匯入黑名單 

匯入黑名單之前，需先使用 Excel 建立檔案類型為 "CSV" 的黑名單文件檔，或

是使用任何文字編輯器編輯純文字檔案，用逗號 ( , ) 分隔名單內容、名單類別、加入

時間、名單敘述等欄位，並將檔案儲存。點選「瀏覽」選擇該文字檔案，再分別指定

上述項目所對應的欄位，最後按下「分析上傳的名單」會進入「匯入分析名單」的介

面，程式會計算出匯入名單的總筆數以及成功匯入的筆數，最後按下「匯入名單」即

會進行黑名單的匯入動作。 

 

圖 5-5-4 

 

圖 5-5-5 

匯出黑名單 

匯出黑名單功能即會將目前存在於系統中的白名單匯出成 CSV 檔後供其另存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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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黑名單列表 

點選三種黑名單(Email、IP 位址、郵件網域)的選單列，可以切換不同的黑名單

列表。「黑名單列表」會顯示各類黑名單的所有資料並顯示資料總數，如果資料數目

超過分頁顯示每頁資料比數時，會出現分頁工具列。 

 

圖 5-5-6 

5-5-5  刪除 / 編輯黑名單 

三種格式黑名單刪除 / 編輯的方式相同。 

1. 刪除黑名單：在「黑名單列表中」索引欄中勾選欲刪除的黑名單，按下「刪除」鍵。 

2. 編輯黑名單：在「黑名單列表中」點選名單的超鏈結，被點選的名單會彈跳出編輯

黑名單的新視窗，加上註解資訊後，按下「編輯」完成修改。 

 

圖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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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DoS/DHA 暫時性黑名單 

當 MailSherlock 判斷疑似遭受字典攻擊時，會暫時限制該 IP 連線，待限制連

線時間結束，始重新開放該 IP 連線。 

暫時性黑名單列表上方顯示的暫時拒絕連線限制時間，需由『郵件伺服器管理 > 

進階參數設定 > DoS/DHA 攻擊封鎖時間』來設定。每個拒絕連線 IP 從加入時間

開始計算，當達到限制時間後，會自動取消該 IP 的限制連線，設定頁面會自動更新。 

所有被列入暫時性黑名單的 IP 都會被表列於此畫面並顯示資料總數，如果資料

數目超過分頁顯示每頁資料比數時，會出現分頁工具列。 

 

圖 5-6-1 

暫時性黑名單列表 

IP 位址：為暫時被列為黑名單，拒絕連線的 IP。 

加入時間：為被加入暫時拒絕連線的時間。 

 

新增 DoS/DHA 暫時性黑名單 

除了由系統自動偵測字典攻擊的黑名單外，管理者亦可以自行新增暫時性黑名單。在

「新增 DoS/DHA 暫時性黑名單」欄位中輸入 IP 位址。按下「確定」即完成新增。 

 

刪除 DoS/DHA 暫時性黑名單 

刪除暫時性黑名單：在「暫時性黑名單列表中」索引欄中勾選欲刪除的黑名單，按下

「刪除」鍵，即可刪除選取的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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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SpamCheck 組態設定 

使用規則比對與評分的方式，根據垃圾信件特徵設定出的過濾條件，每個條件

都有一個分數，命中過濾規則就會計算該分數。以一封垃圾郵件來說，它是由許多

命中的過濾條件分數加總後，得到整封信件的總分，分數越高代表這封信件是垃圾

信的機率越高，當總分超過訂定的門檻分數，就會被貼標籤、隔離或刪除。 

 

圖 5-7-1 

 SpamCheck 組態設定，是用來設定判定垃圾郵件的門檻分數，以及針對垃圾

郵件的處理動作。 

1. 啟用 SpamCheck 引擎：設定 MailSherlock 是否啟用 SpamCheck 引擎，若不

啟用，則不會進行 Spam Rules 的過濾動作。 

2. 啟用自動學習機制：可設定是否啟用 SpamCheck 自動學習機制。 

3. 黑白名單比對優先權：可設定個人黑白名單優於系統亦或是系統黑白名單優於個

人。 

4. 為避免因為郵件太大，而導致過多資源浪費在過濾單一封大容量信件，影響其他信

件的過濾，所以設定在郵件大小超過一定容量時，就不進行過濾動作。且根據經驗，

垃圾信件通常都是小容量的信件，甚少會超過 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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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垃圾信件貼標籤門檻值：當信件被 Anti-Spam 引擎判定的分數超過設定的貼標籤

門檻值時，MailSherlock 會在郵件主旨前面加上「垃圾信件主旨標籤文字」所設

定的文字。 

6. 垃圾信件隔離門檻值：當信件被 Anti-Spam 引擎判定的分數超過設定的隔離門檻

值時，MailSherlock 會直接將垃圾信隔離至隔離區，被隔離的垃圾信可以在 [信件

查詢 | 隔離區管理] 進行管理。 

7. 垃圾信件刪除門檻值：當信件被 Anti-Spam 引擎判定的分數超過設定的刪除門檻

值時，MailSherlock 會直接將垃圾信刪除，使用者不會收到該封信件。 

8. 垃圾信件主旨標籤文字：加在垃圾郵件主旨上的文字。依據設定，若遇到設定的繁

體或簡體信件，則貼上所屬的標籤文字，例如：[垃圾信]。在遇到非設定信件語系，

則貼上其他語系的所屬標籤文字，避免遇到英文信件主旨加上中文字產生亂碼現象。

預設值為 [SP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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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SpamCheck 規則更新 

桓基科技會定期收集大量最新的垃圾郵件，並解析其垃圾郵件特徵，自訂垃圾

郵件過濾規則 (SpamCheck-rule RPM)，提供客戶端系統下載使用，以達到最高的

垃圾信件防禦率。 

SpamCheck 規則更新畫面會顯示 SpamCheck 引擎的有效更新期限以及目

前系統最新的 SpamCheck-rule RPM 版本。在此介面可設定 SpamCheck 規則更

新排程，定期自動下載最新的垃圾郵件過濾規則，並提供可透過 HTTP proxy 伺服

器進行升級動作的功能，需要設定伺服器及連接埠。管理者亦可透過『立即更新 

Spam Rule』按鈕立即更新 SpamCheck-rule RPM。 

 

圖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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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SpamCheck 隔離通知 

SpamCheck 隔離通知，是每隔一段時間，整理出每個使用者被隔離的垃圾信

的摘要通知給使用者，以便使用者可以將誤判的信件或是想要的信件放行回自己的

信箱。 

 

圖 5-9-1 

相關設定項目說明如下： 

1. SpamCheck 隔離通知：設定是否定時發送 SpamCheck 隔離通知。 

2. 加入郵件過濾隔離區信件通知：符合 [郵件過濾 | 自訂過濾條件] 設定的過濾條件

而被隔離的信件，透過 SpamCheck 隔離通知一並通知使用者，使用者可進行放

行信件動作。此為 [郵件過濾] 模組版本，才有此功能。 

3. 寄件者信箱：在 SpamCheck 隔離通知信中，顯示的寄件者信箱。 

4. 信件主旨：設定 SpamCheck 隔離通知信的信件主旨。 

5. 其他訊息：設定 SpamCheck 隔離通知信的提示訊息，這個訊息會放在通知信內

容的第一段。 

6. 工作日上班時間通知間隔：MailSherlock 將 SpamCheck 隔離通知信分成上下班

二個時段做排程通知，這裡是設定上班時間發通知信的時間間隔。由於上班時段會

有較多的工作相關往來信件，建議將時間間隔設定短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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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工作日下班時間通知間隔：設定下班時間發通知信的時間間隔。由於下班時段會有

工作相關往來信件比較少，建議將時間間隔設定長一點。 

8. 自訂發送隔離通知時間：若上述發送通知的時間間隔無法滿足需求，MailSherlock 

有提供更彈性的發送時間設定，管理者可自行設定發送時間，時間格式為 24 小時

制，時段以『,』分隔，ex.08:00,13:30,17:00。 

9. 週 末 通 知 間 隔 ： 週 休二 日 的 時 間 ， 幾 乎 都是 垃 圾 信 居 多 ， 避 免產 生 過 多 的 

SpamCheck 隔離通知信，所以，MailSherlock 預設每日一封通知信。 

10. 信件放行網頁通訊埠：MailSherlock 預設信件放行網頁通訊埠是 80，若管理者基

於安全性考量，可另外指定信件放行網頁通訊埠。 

11. MailSherlock 的 Public IP/主機名稱：如果有使用者需要透過  Internet 連線 

MailSherlock 執行放行信件的 CGI 程式，管理者必須開放 MailSherlock 主機 

port 80 的對外連線，並且將 MailSherlock 對應的 Public IP 位址設定在這裡。

80 port 為系統預設，管理者可透過『信件放行網頁通訊埠』進行更改。 

12. 寄件者在主旨之前：設定是否將寄件者顯示在主旨之前。 

13. 信件主旨加上使用者工號：設定是否在信件主旨的內容加上使用者工號。 

14. 加入個人化介面連結及有效時間：在寄送的 SpamCheck 隔離通知信中，會顯示

直接通往個人化介面的連結，而不用進行登入個人化介面的動作。基於安全性考量，

所以此連結是有時間限制的，使用者可以在此設定有效時間。 

15. SpamCheck 通知信-顯示欄位：設定在 SpamCheck 通知信列表上顯示的欄位。 

16. 加入信件內容檢閱連結：在寄送的 SpamCheck 隔離通知信中，可由隔離信件主

旨的 link 觀看該封信件的內容。 

17. 人員有多筆 Email 的選取模式：當人員的 Email 有多筆時，可設定依 Email 收

件數較多的優先寄發或是依 [郵件伺服器管理 > 本地端郵件網域] 的優先排序來

寄發隔離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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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2 

18. SpamCheck 隔離通知信補列：設定是否在發送隔離信件時，補列前一時段的信

件。 

19. 通知信的字型大小：可設定隔知信的字型大小。 

20. SpamCheck 隔離通知信件內容格式：設定寄送的 SpamCheck 隔離通知信內容，

介面是以 CGI 格式還是以 HTML 格式顯示。由於 Outook 2007 基於安全性考

量，禁止執行 CGI 程式，建議設定為以 HTML 格式顯示。 

a. CGI 格式 : 以 CGI 格式顯示，可直接在隔離通知信中，批次選取多封信件

放行，並可設定使用者的個人黑白名單。 

b. 純 HTML 格式 : 以 HTML 格式顯示，一次只可放行一封信件，無法批次

選取多封信件放行，亦無法設定個人黑白名單。此選項可利用附件檔進行批

次放行信件及設定個人黑白名單動作。 

21. 隔離信件操作選項：設定在 SpamCheck 隔離通知信中，個人使用者可以執行信

件放行的選項。 

a. 僅放行：只執行信件放行動作。 

b. 放行並加入 Email 白名單：放行信件並將該信件的寄件者 Email 加入白名單

中。之後如有符合白名單的寄件者，將會不進行 Anti-Spam 引擎過濾，直接

寄送至個人使用者信箱。 

c. 加入 Email 黑名單：將該信件的寄件者 Email 加入黑名單中。之後如有符合

黑名單的寄件者，將會直接拒絕連線，不進行信件收取動作。 

22. 發送測試通知信對象 ( Email )：目的是為了測試是否能正常執行 Spam 過濾、 

SpamCheck 隔離通知的相關設定、隔離通知收發、放行信件並加入黑白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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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入一個 localdomain mail，執行立即發送測試通知信。系統會寄送一封垃圾

信給測試通知的對象，此封信件會被 MailSherlock 判定為 Spam 而被隔離，並立

即發出隔離通知。User 收到隔離測試通知信後，就如正常的隔離通知信，可執行放

行及加入黑白名單動作。 

狀況 1. 無人員名單，可隨便填寫一 localdomail 的 email 即可 

狀況 2. 有人員名單，必須填寫人員名單內的 email 

[說明] 

若人員管理模組有建立人員名單，則只會對人員名單發送隔離通知信。若無人員名

單，則會對隔離信件的 localdomain 收件者發送隔離通知信。 

 

立即發送 SpamCheck 隔離通知 

可指定垃圾信件被隔離的時間，針對全部人員或指定的 Email 立即發送垃圾信

件隔離通知。 

 

圖 5-9-3 

[說明] 

若人員管理模組有建立人員名單，則只會對人員名單發送隔離通知信。若無人員

名單，則會對隔離信件的 localdomain 收件者發送隔離通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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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件隔離通知信  

SpamCheck 隔離通知信，使用者可以勾選想要放行的信件，然後按下『放行

信件』 鈕，信件就會被自動放行回使用者的信箱。如果使用者的讀信軟體 (如：

Outlook, Notes) 無法直接在信件內容區塊執行 CGI 程式，請使用者開啟附件檔案 

spam_report.html 的網頁檔案來執行放行的 CGI 程式。 

 

圖 5-9-4 

 

5-10 SpamCheck 放行記錄 

顯示個人使用者每次放行記錄，透過放行信件的連結，可得知該次放行動作放

行的信件。管理者可透過尋找放行記錄功能，指定 Email 及時間，查詢相關放行記

錄。 

 

圖 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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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SpamCheck 規則管理 

使用規則比對與評分的方式，這些垃圾郵件過濾規則是根據垃圾信特徵設定的，

每條規則都會有一個建議分數，管理者可以視狀況調整每一條垃圾郵件過濾規則的分

數，來增加阻擋率，以及降低誤判率。 

 

圖 5-11-1 

分頁工具列 

依據 [Anti-Spam | 組態設定]“分頁顯示每頁的資料總數”的設定數目，做分頁方

式顯示，控制方式說明如下： 

1. 頁次：顯示目前頁次以及總頁數。 

2. 前一頁：點選此按鈕可以往前跳一頁。 

3. 下一頁：點選此按鈕可以往後跳一頁。 

SpamCheck 規則分類 

 郵件過濾規則區分為三類，分別說明下： 

1. 全部：將所有的郵件過濾規則表列出來。 

2. 信件 MIME 標頭：比對 Mail header 的郵件過濾規則分類。 

3. 信件內容：比對信件 MIME body 的郵件過濾規則分類。 

4. 信件中的 URL：比對信件的 HTML 內容裡面出現的 URL 的郵件過濾規則分類。 

如果想要查閱特定類別的郵件過濾規則，請使用下拉式選單，選定類別之後，按下「查

詢」鈕，就可以列出類別的所有郵件過濾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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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mCheck 規則關鍵字查詢 

如果想要搜尋特定的郵件過濾規則，可輸入其名稱，然後點選「查詢」鈕，即可

執行查詢動作。 

SpamCheck 規則列表 

郵件過濾規則列表，其顯示的欄位說明如下： 

1. 索引：顯示一個提供索引用的編號。 

2. 項目：顯示郵件過濾規則所屬的分類，總共有三種項目—信件 MIME 標頭、信件

內容、信件中的 URL。 

3. 名稱：顯示郵件過濾規則的名稱。 

4. 說明：顯示郵件過濾規則的說明。 

5. 建議分數：顯示郵件過濾規則的建議分數，也就是出廠設定值。 

6. 自訂分數：如果管理者有設定過自訂分數，才會顯示自訂的分數。 

自訂 SpamCheck 規則分數 

如果想要自訂郵件過濾規則的分數，可以點選顯示郵件過濾規則的名稱超連結，

進入設定畫面，在自訂分數右邊欄位輸入想要設定的分數，之後按下「確定」鈕儲

存。 

 

圖 5-11-2 

所有有經過 Anti-Spam 引擎過濾的郵件，無論是否被判定為垃圾信，再資料

庫記錄的附件檔案，都會有一個 spam_report.txt，裡面記載著該封信件所命中的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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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過濾規則的相關資料，管理者可以參考誤判信件或是沒有判斷出來的垃圾信的

spam_report.txt，再對垃圾郵件過濾規則做的分數調整。 

 

5-12 SpamCheck 關鍵字設定 

這裡會列出目前所設定的所有 SPAM 關鍵字類別，管理者可在此新增 /刪除 / 

編輯所選定的 SPAM 關鍵字類別。 

 

圖 5-12-1 

新增 SPAM 關鍵字類別 

如果管理者發現垃圾信中都含有某新特別的關鍵字，例如色情、貸款等，可以在

此自己建立一個 SPAM 關鍵字類別，屆時 SpamCheck 引擎遇到該關鍵字時，就

是命中管理者所設的規則，SpamCheck 分數就會加上去，藉此加強阻擋垃圾信件

的能力。 

欄位說明-刪除 

當發現所設定的 SPAM 關鍵字類別已經無用了，或是不小心設錯了，可直接選

取刪除那一欄的 CheckBox，按下儲存後即刪除。 

欄位說明-SPAM 關鍵字類別名稱 

如果只是想修改 SPAM 關鍵字類別中的內容，可以直接點選其連結，就會進入

修改的介面，修改完畢後，按下儲存後即生效。 

欄位說明-SPAM 分數 

顯示該 SPAM 關鍵字類別的 SPAM 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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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1 新增 SPAM 關鍵字類別 

這裡可新增 SPAM 關鍵字類別，需要輸入的項目包含：SPAM 關鍵字類別名稱、

語系、字串比對方式、SPAM 關鍵字類別分數、SPAM 關鍵字。每一項都要輸入，

否則是無法新增的，當確認都輸入完畢後，按下新增按鍵就會立即生效。 

 

圖 5-12-2 

1. 類別名稱：輸入您認為最適合的關鍵字類別，如色情類、旅遊類等等。另外，當有信

件命中您所設定關鍵字，在 spam_report.txt 中規則描述，就會用這裡的值秀出，因

此請儘可能清楚描述，以便日後方便管理與維護。 

2. 語系：由於介面是使用 UTF8 介面，但要阻擋的信件關鍵字可能是繁體或簡體，因此

需要此標明您的關鍵字是要阻擋何種語系的關鍵字，以便程式作語系的轉換。 

3. 字串比對方式：當比對的文字包含英文字串時，可設定區分大小寫以及完整英文單詞

比對。 

4. 分數：設定當信件命中我們的關鍵字時，我們所要給 SpamCheck 所給的分數。基

本上，是依照你的關鍵字強弱條件而定，比方說，只要有此關鍵字的信件必定是垃圾

信，就可以直接將分數設高一點，讓信件被判為垃圾信。 

5. 比對項目：可選擇比對郵件標題寄件者或是郵件內容(包含主旨)。 

6. SPAM 關鍵字：在這裡就可以輸入你認為垃圾信可能會有的關鍵字，當然這是透過信

件觀察才能夠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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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2 編輯 SpamCheck 關鍵字類別 

編輯已存在的 SPAM 關鍵字類別，可以修改下列項目：『 SPAM 關鍵字類別名

稱、語系、SPAM 關鍵字類別分數、SPAM 關鍵字』。修改完畢之後，按下儲存後即

生效。 

 

圖 5-12-3 

 

5-13 組態設定 

 

圖 5-13-1 

1. 設定將控制「Anti-Spam」所有管理畫面的分頁顯示每頁的資料筆數。 

2. 設定工作日及上下班時段，以進行 SpamCheck 隔離通知發信時間設定。 

3. 設定是否啟用離職員工名單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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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信件查詢 

提供信件查詢、常用查詢條件、隔離區管理、收信紀錄查詢、Sendmail 記錄查詢、

信件還原、信件還原記錄、備份信件管理、垃圾信提報管理以及組態設定等功能。 

 

圖 6-0 

6-1 信件查詢 

提供多種常用的查詢條件，包括信件流向、信件分類、寄件者、收件者、信件主

旨、純文字信件內容、寄件者所屬部門、收件所屬部門、附加檔案檔名、附加檔案附

檔名、是否有附加檔案、信件大小、來源 IP 位址、SpamCheck 分數、信件編號與日

期區間等以便管理者查詢想要看的信件。另外，我們對每封儲存的信件都有提供單一

的 MID(Mail ID)，用以辨識每一封信，如果有此資訊的話，也可直接用 MID 來搜尋

信件。使用者可以依需求組合查詢條件做關聯式查詢(AND 或 OR)。 

查詢之後所列出的信件列表，因為 MailSherlock 介面全部以 utf8 的方式呈現，

因此可同時檢閱中、英、日、韓等國的信件，並不會有以往有亂碼呈現的問題。 

6-1-1 信件查詢條件設定 

由於信件查詢的條件太多了，因此會隱藏一些較不常用的條件設定，可透過點選

「進階搜尋條件」就會秀出這些不常使用的搜尋條件。如圖，藍字部份就是平常隱藏

起來的搜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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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1 

1. 信件流向： 

(1) 全部：包含所有收入(Incoming)、寄出(Outgoing)及內部(Internal)的信件。 

(2) 收入(Incoming)：所有外部寄給內部人員的信件。 

(3) 寄出(Outgoing)：所有內部人員寄出的信件，包含寄給外部人員與內部人員。 

(4) 內部(Internal)：所有內部人員互寄的信件。 

2. 信件分類：總共分為五個類別，介紹如下： 

(1) 不分類：意指查詢時，所有類別的信件皆包含。 

(2) 正常信：只查詢正常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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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稽核信：只查詢稽核信件，又可再細分為『稽核條件-隔離』、『稽核條件-放行』、

『稽核條件-刪除』、『稽核條件-退回』、『稽核條件-BCC』、『稽核條件-直接轉

寄』、『稽核條件-標幟』、『稽核人員-放行』、『稽核人員-刪除』與『稽核人員-

退回』。 

(4) 病毒信：只查詢病毒信件，又可再細分為『病毒信-放行或無法掃描』、『病毒

信-隔離』與『病毒信-刪除』。 

(5) 垃圾信：只查詢垃圾信及，又可再細分為『垃圾信-放行』、『垃圾信-貼標籤』、

『垃圾信-刪除』、『垃圾信-隔離』與『提報的垃圾信』。 

3. 寄件者：依指定的關鍵字查詢某些特定的寄件者發送的信件，可選擇「包含」或「不

包含」。關鍵字可以輸入完整的郵件地址或是部分郵件地址。如果要查詢多個寄件

者，可以使用逗號(,)區隔開來。 

4. 收件者：依指定的關鍵字查詢某些特定的收件者接收的信件可選擇「包含」或「不

包含」。關鍵字可以輸入完整的郵件地址或是部分郵件地址。如果要查詢多個收件

者，可以使用逗號(,)區隔開來。 

5. 主旨：依指定的關鍵字查詢某信件的主旨。可選擇「包含」或「不包含」。如果要

查詢多個關鍵字，可以使用逗號(,)區隔開來。 

6. 純文字信件內容：依指定的關鍵字查詢信件的純文字部份，可選擇「包含」或「不

包含」。如果要查詢多個關鍵字，可以使用逗號(,)區隔開來，由於是進行內容比對，

可能查詢的時間會花費比較久。 

7. 寄件者所屬部門：如果人員名單中有建立完整的部門以及所屬人員，那麼，這裡會

列出所有的部門，我們可透過選取部門，來查找該部門人員所寄出的所有信件。如

果您登入的帳號非 admin，只能看到你所能管理部門的信件。 

8. 收件者所屬部門：如果人員名單中有建立完整的部門以及所屬人員，那麼，這裡會

列出所有的部門，我們可透過選取部門，來查找所有寄往該部門的信件。如果您登

入的帳號非 admin，只能看到你所能管理部門的信件。 

9. 工號：依收件者的人員工號來查詢信件。 

10. 附加檔案檔名：依指定的關鍵字查詢信件的附加檔案檔名，例如 work.doc。如果

要查詢多種附加檔案檔名，可以使用逗號(,)區隔開來。 

11. 附加檔案附檔名：指定的關鍵字查詢信件的附加檔案副檔名，例如 Office 文件檔 

doc, xls, ppt 等。如果要查詢多種附加檔案檔名，可以使用逗號(,)區隔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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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是否有附加檔案：查詢信件是否有附加檔案。 

13. 信件大小：依信件大小查詢信件。 

14. 來源 IP 位址：利用 IP 位址查詢相關收發的信件。比較適用於內送信件查詢，因為

標準架構下，外寄信件的來源 IP 位址一定是郵件伺服器的 IP 位址。 

15. SpamCheck 分數：每封信件都會有一個 SpamCheck 分數，這是用來判斷此封信

件是否為垃圾信的標準，如果分數超過隔離分數的門檻值，這一封信就會判為「垃

圾信-隔離」。因此，我們可依 SpamCheck 分數，列出該分數範圍內的所有信件。 

16. 字串比對方式：透過英文關鍵字查詢的比對方式，包括完整英文單詞比對以及區分

大小寫比對。 

17. 邏輯關係：將上列所有的條件做“AND”或“OR”的組合。 

18. 信件編號(MID)：每封信儲存於資料庫中，都會有一個編號，利用這個信件編號可

以快速查詢特定的信件。這個信件編號顯示在每封信件的「檢視信件內容」畫面的

“詳細資料”欄位中。 

19. 開始日期：設定欲查詢信件的開始日期(參[說明])。如果只有指定「開始日期」沒有

指定「結束日期」，則查詢結果是從「開始日期」到目前為止的信件。 

20. 結束日期：設定欲查詢信件的結束日期(參[說明])。如果只有指定「結束日期」沒有

指定「開始日期」，則查詢結果是從「結束日期」以前資料庫中所有的信件。 

 

[說明] 

 日期欄位不接受手動輸入，請按下日期欄位右方的圖示，使用小日曆來填入。 

 

圖 6-1-2 

：清除日期的設定 

：往前一個月 

：往後一個月 

：關閉小日曆，不輸入 

其它：月份與年可用下拉式選單直接選

取，確定日期後，點選該日期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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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選項之前有加星號“*”，表示查詢需花較多的時間，例如︰附加檔案檔名。 

2. 這裡的「寄件者」、「收件者」、「主旨」、「附加檔案檔名」可利用正規表示

式尋找。例如： 

(1) 若主旨欄填上「^test」，會尋找主旨符合開頭是 test 的信件，可以找出主

旨為 test、testting、test1、test letter ...等等的信件。 

(2) 若主旨欄填上「test$」，會尋找主旨符合結尾是 test 的信件，可以找出主

旨為 test、just a test ...等等的信件。 

3. 在信件存入資料庫時，如果發現信件沒有填寫主旨，會自動填寫“No Subject”

字樣到資料庫中的主旨欄位。所以，如果想要查詢「沒有填寫主旨的信件」，可

以在查詢畫面中的主旨欄輸入「No Subject」字樣做查詢。 

 

6-1-2 查詢結果列表 

 

圖 6-1-3 

依設定的查詢條件所查詢出來的結果，如圖，畫面相關操作項目說明如下： 

1. 分頁工具列 

當查詢結果超出[信件查詢 | 組態設定]“分頁顯示每頁的資料總數”的設定數目，

就會出現分頁工具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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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4 

(1) 頁次：顯示目前頁次以及總頁數。 

(2) 第一頁：點選此按鈕可以直接跳到分頁顯示的第一頁。 

(3) 前一頁：點選此按鈕可以往前跳一頁。 

(4) 前往指定頁次：在文字框中輸入想要查看的頁次，再點選「前往」按鈕，可

以直接跳到該頁次。 

(5) 下一頁：點選此按鈕可以往後跳一頁。 

(6) 最後一頁：點選此按鈕可以直接跳到分頁顯示的最後一頁。 

(7) 顯示總信件數與總信件大小。 

(8) 匯出 CSV 檔：可將信件查詢結果，以 Excel 檔案格式匯出，方便管理者可再

使用 Excel 作列印或再整理的工作。 

(9) 重新整理：將本頁的網頁內容重新整理。 

 

圖 6-1-5 

2. 查詢結果列表 

列表的欄位是依[信件查詢|組態設定]“ 顯示欄位”的設定顯示，管理者可依需求

選擇自己想看的資料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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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6 

(1) 索引：顯示序號。此欄位中有「核取方塊」可以點選，針對點選的信件作額

外的處理，如刪除信件、加入黑/白名單等等；另外還有「附件檔圖示」，如果

該封信件有附件檔，則這個欄位中會出現迴紋針圖示；如果該封信件沒有附件

檔，則不會出現迴紋針圖示。 

(2) 寄件者︰信件的寄件者電子郵件位址。如果該寄件者有在人員名單裡，並且

有部門名稱、職稱、姓名，會看到類似“[研發部] RD Patrick”的字樣，以便

管理者知道信件是誰的，因為有時只憑 Email 位址還是不容易了解這封信是誰

發送的。 

(3) 收件者︰信件的收件者電子郵件位址。如果收件者為密件副本收件者，會加

註「Undisclosed-Recipient」字樣。另外，若該收件者有在人員名單裡，並

且有部門名稱、職稱、姓名，會看到類似“[研發部] RD Patrick”的字樣，以

便管理者知道信件是誰的。 

(4) 主旨：信件的主旨，此欄位為超連結，點選此超連結可以進入「檢視信件內

容」的畫面，可更詳細檢視該封信件。 

(5) 收件日期︰信件最後收到的日期時間戳記。 

(6) 大小︰信件大小，這封信件包含所有附件檔案的大小(單位：KBytes)。 

(7) IP 位址：發信端來源 IP 位址。 

(8) 類別：為此封信件經 MailSherlock 檢查之後所給定的類別，所有類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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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描述 

正常信 信件為正常信。信件分數低於貼標籤或隔離所設定的分

數、寄件者為本地端使用者、或者是符合白名單的條件等。 

稽核條件-隔離 當命中規則後被稽核隔離的信件。 

稽核條件-放行 當命中規則後被稽核放行的信件。 

稽核條件-退回 當命中規則後被稽核退回的信件。 

稽核條件-刪除 當命中規則後被稽核刪除的信件。 

稽核條件-BCC 當命中規則後被稽核密件副本的信件。 

稽核條件-直接轉寄 當命中規則後被稽核直接轉寄的信件。 

稽核條件-標幟 當命中規則後將信件進行標幟的動作。 

稽核人員-放行 稽核人員執行放行的信件。 

稽核人員-退回 稽核人員執行退回的信件。 

稽核人員-刪除 稽核人員執行刪除的信件。 

垃圾信-放行 當使用者透過個人介面或垃圾隔離通知信進行隔離信件放

行的動作後，垃圾信-隔離的狀態會改為垃圾信-放行。另

外，管理者也可以從[信件查詢 | 隔離區管理]對隔離的垃圾

信進行「放行信件」的動作，同樣也會改變那封信件的狀

態為垃圾信-放行。 

垃圾信-貼標籤 信件分數介於管理者所定義的貼標籤分數與隔離分數，信

件的狀態即為垃圾信-貼標籤。 

垃圾信-刪除 信件分數大於管理者所定義的刪除分數，信件的狀態即為

垃圾信-刪除。 

病毒信-放行 針對無法掃描的信件，其動作設定為放行的話，則該信件

的狀態為病毒信-放行，可是有加密的壓縮檔或 Office 文件

等。另外，管理者也可以從[信件查詢 | 隔離區管理]對隔離

的病毒信進行「放行信件」的動作，同樣也會改變那封信

件的狀態為病毒信-放行。 

病毒信-隔離 該信件掃描到含有病毒，其設定動作為「隔離」。 

病毒信-刪除 該信件掃描到含有病毒，其設定動作為「刪除該封信件」。 

(9) 分數：信件經過 SpamCheck 所給定的分數，配合查看[ Anti-Spam | 垃圾郵

件過濾設定]中的分數設定，就知道怎麼樣分數的信件會被隔離信、貼標籤或

直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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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他：信件查詢結果列表的標題欄有二個箭號小圖示，按下圖示可對該欄位

做遞增(↑)或遞減(↓)排序。 

3. 檢視信件內容 

點選「查詢結果」畫面中任何一封信信件主旨的超鏈結，可檢閱該封信件中更詳

細的內容。 

 

圖 6-1-7 

(1) 寄件者：該封信件寄件者名稱、來源 IP 位置及 AP Server 主機名稱。 

(2) 收件者：該封信件收件者以及該收件者的信件分類與 SpamCheck 分數，因

為 MailSherlock 支援個人化功能，同一封信件對不同收件者的可能有不同

的處理政策，比方說收件者 A 有設定那封信的寄件者為個人白名單，那麼對

他來說結果就是正常信，而同封信的其它收件者就可能是垃圾信。 

(3) 主旨：信件主旨，並且可做關聯性主旨查詢。 

(4) 收件日期：信件自 MailSherlock 接收所處理的日期。 

(5) 詳細資料： 點選「檢視標頭」會跳出一個視窗顯示信件的標頭內容；點選「收

件記錄」會跳出一個視窗顯示信件的收信記錄。其他則如信件的大小、信件編

號(MID)或其它有關信件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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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8 

 

 

圖 6-1-9 

 

(6) 純文字信件內容：顯示信件的純文字內容。 

(7) 信件內容：顯示隔離區信件 HTML 格式的信件內容。信件內容不會顯示圖檔，

如信件寄送時包含圖檔，圖檔部份會在附件檔案中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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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10 

(8) 附件檔案：顯示信件包含的附件檔案， MailSherlock 會將信件內容、附件檔

案完整的備份下來，管理者可從此處查看信件的內容，如圖所示，直接點選連

結即可。檔名：顯示附件檔檔名。大小：顯示附件檔大小。病毒名稱：顯示附

件檔所感染的病毒名稱，只有病毒信件才會有此資訊。狀態：顯示附件檔的處

理狀一共十種狀態。只有隔離區的信件以及病毒信件才會顯示這個欄位，各類

狀態說明如下。 

狀態 說明 

隔離 這種狀態的檔案是屬於被郵件過濾條件隔離的信件附件

檔，或者是狀態為垃圾信-隔離的信件。 

中毒-已修復 Sophos 偵測到病毒並將附件檔修復成功。 

中毒-刪除 Sophos 偵測到病毒並將附件檔刪除。 

中毒-隔離 Sophos 偵測到病毒並將附件檔隔離。 

無法掃瞄-放行 Sophos 無法掃瞄附件檔，這可能是該檔案受密碼保護或不

是 Sophos 所支援的檔案格式。 

無法掃瞄-刪除 Sophos 將無法掃瞄的檔案刪除。 

無法掃瞄-隔離 Sophos 將無法掃瞄的檔案隔離。 

無法修復-放行 中毒的檔案無法被修復，選擇放行。 

無法修復-刪除 中毒的檔案無法被修復並刪除之。 

無法修復-隔離 中毒的檔案無法被修復並隔離之。 

 

(9) 信件原始檔：可開啟或另存信件原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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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信件處理動作 

 

 圖 6-1-11 

 在信件列表下方，有按鍵及下拉式選單可對信件進行下列動作。 

(1) 信件選取：可透過「全部選取」、「反向選取」、「跨頁全選」與「取消跨選」

來快速選取信件。跨頁全選，是指選取所有的信件，包含不同頁面的信件；取

消跨選，則是指所有跨頁選取的信件皆會被取消。 

(2) 提報為垃圾信：透過「索引」選取「正常信」或「過濾信」來提報為垃圾信

件至桓基垃圾信處理中心，藉此研究垃圾信件特徵增加垃圾信阻擋率。 

(3) 刪除信件：透過「索引」選取要刪除的信件，並可透過「全部選取」與「跨

頁全選」等方式來快速選取信件，然後按下「刪除」按鈕即刪除信件。請注意，

一旦信件刪除後，就從此刪除了，管理者刪除信件前請務必三思。 

(4) 下載信件：透過「索引」選取要下載的信件，並且會將選取的多筆信件壓縮

成一個檔案後提供管理者下載。 

 

圖 6-1-12 

(5) 加入黑名單：可直接透過選取信件，從中擷取資料加入「Anti-Spam | 黑名

單」中。 

 

圖 6-1-13 

 IP 位址黑名單：會將所選取信件的來源 IP 位址加入至 IP 位址黑名單。 

 Email 黑名單：會將所選取信件的寄件者 Email 加入至 Email 黑名單。

這裡加入的 Email 名單，有時管理者會發現與原來的寄件者不同，這是



172 

因為我們加入的是信件封套(Envelope)的 MAIL FROM，MailSherlock 

的黑白名單比對，是針對信件封套(Envelope)的 MAIL FROM 做阻擋，

並非針對郵件標頭(Mail Header)的 From，可能要請管理者注意這一

點。 

 郵件網域黑名單：會將所選取信件的寄件者 Email 中的網域加入至郵件

網域黑名單。 

(6) 加入白名單：可直接透過選取信件，從中擷取資料加入「Anti-Spam | 白名

單」中。 

 
圖 6-1-14 

 IP 位址白名單：會將所選取信件的來源 IP 位址加入 IP 位址白名單，以

後來自該 IP 位址的信件皆會被判為正常信。 

 Email 白名單：會將所選取信件的寄件者 Email 加入至 Email 白名單。 

 郵件網域白名單：會將所選取信件的寄件者 Email 中的網域加入至郵件

網域白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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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常用查詢條件 

常用查詢條件功能主要是將管理者所常用的一些信件查詢條件匯整後，以方便日後查

詢信件。常用查詢條件建立後，可設定授權給查詢的管理員使用，若未設定時僅有 admin 

權限管理者才能使用。 

 

圖 6-2-1 

6-2-1 新增常用查詢條件 

設定常用查詢條件項目，基本上大多與信件查詢功能相同，故在此僅將不同之處列出

來加以說明。 

1. 常用查詢條件 "敘述"：此為必填欄位，代表此項常用查詢條件的說明。 

2. 預覽查詢結果：可將目前設定好的查詢條件以預覽的方式進行信件查詢。 

 

圖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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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常用查詢條件列表 

新增常用查詢條件後，會在介面上列表顯示出來。 

 

圖 6-2-3 

1. 索引：顯示常用查詢條件的索引值。 

2. 敘述：顯示常用查詢條件的敘述。 

3. 處理動作：包含檢視信件、編輯條件以及刪除條件。 

 檢視信件：點選此連結後，可透過此項的查詢條件來查詢信件。 

 編輯條件：點選此連結後，可做查詢條件的編輯動作。 

 刪除條件：點選此連結後，進行查詢條件的刪除動作。 

4. 建立者：顯示建立常用查詢條件的管理員帳號。 

5. 建立時間：顯示建立常用查詢條件的時間。 

6. 授權查詢的管理員：此欄位有 2 個圖示，綠色圖示代表新增及修改授權查詢的管理

員，並將管理員顯示出來，而紅色圖示代表全部刪除授權查詢的管理員。 

 

圖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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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隔離區管理 

可查詢所有被隔離的信件，基本的操作方式與信件查詢類似，只是信件的分類不

一樣，以及查詢之後的信件列表多了「放行信件」、「放行信件並轉寄」、「轉寄信件」

等動作。 

在隔離區的信件，表示這些信件是垃圾信、病毒信或者是符合郵件過濾規則而被

隔離的信件，一旦被隔離之後，原來的收件者便不會收到這些信件，達到阻擋惡意郵

件的效果；但系統並非完美，也有可能發生誤擋到正常的信件，此時便可從

MailSherlock 上將隔離區的信件放行，原收件者便會收到。 

 

圖 6-3-1 

這裡只描述與「信件查詢」操作不同的地方，其餘的部份請參考第一節。唯一不

同的地方是「隔離區信件分類」，其代表意思如下： 

1. 所有隔離信件：所有被隔離的信件，這些類別為隔離的信件，我們可以查到這些信

件的檔案內容以及放行這些信件(萬一信件被誤擋，使用者還可以收到)。 

2. 稽核條件-隔離：將命中稽核條件的信件隔離起來。比方說，有一條規則為主旨含有

「色情」的字串，那麼信件主旨中有色情的信件皆會被阻擋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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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病毒信-隔離：信件中被偵測到含有病毒，而且其設定動作為「隔離」。 

4. 垃圾信-隔離：信件的分數，超過我們設定「隔離」的門檻分數，而被隔離下來。 

 

6-3-1 查詢結果列表 

查詢後的結果與「信件查詢後的結果也類似」，其它的功能就不贅述，只針對三

個對信件的特殊動作：「放行信件」、「放行信件並轉寄」、「轉寄信件」作一個詳細的

介紹。 

 

圖 6-3-2 

1. 放行信件：選擇信件之後，按下「放行信件」，原本被隔離在 MailSherlock 上的信

件，就會繼續寄給原來所有的收件者；並將信件的類別從“隔離”變成“放行”。  

2. 放行信件並轉寄：除了將所選擇的信件寄給原本應該收到信的收件者外，還可以寄

一份“密件抄本”給所指定的隱藏收件者。 

 

圖 6-2-3 

 輸入之後，會跳到另一個畫面，詢問你的轉寄方式： 



177 

(1) 統一轉寄：統一轉寄適合用於多封信件轉寄給某位指定收件者，在「查詢結

果列表」中勾選多封信件，選擇「放行信件並轉寄」進入上方畫面，選擇「統

一轉寄」並在「密件副本」欄位中輸入收件者郵件帳號。 

(2) 個別轉寄：選擇「個別轉寄」按下「確定」，視點選的信件封數出現下方欄位。

在「密件副本」欄位填入每封信件欲轉寄的收件者。 

 

圖 6-3-4 

此時信件會與「放行信件」一樣，信件類別從隔離變為放行。 

3. 轉寄信件：操作方式與「放行信件並轉寄」相同，但是並不會寄給原收件者，而且

信件的狀態依舊為隔離，如果管理者卻暫時查看該信件的內容，又不想放行給原收

件者時，便可使用此功能。 

4. 注意事項：當信件一旦放行之後，信件的狀態就會變為放行，就無法再放行了，只

有信件狀態為隔離的信件才可以放行。  

 

6-3-2 檢視信件內容 

在隔離區的信件查詢列表，點選「主旨」後，可進入查看該封信件的內容與附件

檔案(直接點選其連結即可)。 

在 MailSherlock 所有信件的內容(包含附件)皆被完整備份，信件的附件檔都是超

連結，若檔案類別為瀏覽器可以直接判讀呼叫 plug-in 程式開啟的，直接點選超連結

瀏覽器會自動開啟檔案，否則會詢問你要儲存檔案或直接開啟。若不希望自動開啟檔

案，想要儲存檔案，可以在超連結上點選滑鼠右鍵選擇「另存目標」即可將檔案下載

儲存於個人電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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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經過 Anti-Spam 引擎檢查過的信件，無論該信件是否被判定為垃圾信，都

會產生名稱為 spam_report.txt 的附件檔，而且這個檔案一定可以內容，提供資訊管

理人員，調整垃圾信件過濾規則評分的依據。但是如果是符合白名單的信件會跳脫

SpamCheck 引擎，也就不會有此檔案的產生，同時分數也是零分。 

 

圖 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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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收信紀錄查詢 

MailSherlock 的 收 信 記 錄 檔  /var/log/mailfilter.log 裡 面 記 錄 所 有 

MailSherlock 收到的信件的訊息，包含日期寄件者、收件者與信件處理狀態等訊息。 收

信記錄查詢表單提供多個常用的查詢條件，使用者可以依需求組合查詢條件做關聯式查

詢。 

 

圖 6-4-1 

1. 寄件者︰依指定的關鍵字查詢某些特定的寄件者發送的信件，可選擇「包含」或「不

包含」。關鍵字採用模糊比對方式，如果要查詢多個寄件者，可以使用逗號(,)區隔開

來。 

2. 收件者︰依指定的關鍵字查詢某些特定的收件者接收的信件可選擇「包含」或「不

包含」。關鍵字採用模糊比對方式，如果要查詢多個收件者，可以使用逗號(,)區隔開

來。 

3. 信件狀態分類：可以選取信件的處理狀態。這裡是一個動態的下拉式選單，可以再

選擇更細項的類別。 

 

圖 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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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處提供的分類有十二種： 

(1) O:非正常信件：收送信件異常的相關訊息。 

(2) S:正常信件：一般正常收送信件相關的訊息。 

(3) A:Anti-Spam：與 [Anti-Spam] 功能相關的訊息，可查看信件是符合何種條

件才會被判為垃圾信，如 Email 被列入黑名單、Anti-Spam 引擎評定為垃圾

信件等。 

(4) C:SMTP 命令錯誤：信件紀錄中不遵守 SMTP 標準的 SMTP 命令者，如重複

的 HELO 命令、重複的寄件者資訊。 

(5) D:攻擊行為：符合攻擊行為的信件，如字典攻擊、連線頻率限制等。 

(6) F:郵件過濾：該信件令中「郵件過濾條件」的某項規則。 

(7) I:不完整的 SMTP 程序：可能連線過程中，客戶連線中止，或者是遭到駭客

所探測。 

(8) M:郵件伺服器限制條件：信件超過伺服器的限制，如超過郵件大小的最大限

制、郵件收件者數目超過上限等。 

(9) T:連線逾時：連線過程中花費太多時間，因此逾時。比如說 SMTP 等待輸入

逾時，系統一般設定是等待 180 秒。 

(10) U:SMTP 認證失敗：MailSherlock 可作為外寄郵件伺服器並支援 SMTP 認

證，如果使用者的密碼輸入錯誤，就會出現此訊息。 

(11) V:Anti-Virus：與 [Anti-Virus] 功能相關的訊息。如隔離病毒信件與放行無

法解毒的病毒信件等。 

(12) X:伺服器狀態：例如伺服器太忙而無法接受連線或者是硬碟剩餘空間不足，

屬於我們伺服器狀態的訊息。 

4. 記錄內容關鍵字搜尋：可輸入關鍵字來搜尋記錄內容符合的記錄。 

5. 信件大小：依信件大小查詢信件。 

6. 來源 IP 位址：利用來源 IP 位址查詢相關進出信件。比較適用於內送信件查詢，因

為標準架構下，外寄信件的來源 IP 位址一定是郵件伺服器的 IP 位址。關鍵字採

用模糊比對方式，如果要查詢多個 IP 位址，可以使用逗號(,)區隔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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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紀錄編號：該記錄的編碼，如「P7JF1o.11651.1Ek」，也可以直接利用此資訊來搜

尋。 

8. 開始日期︰設定欲查詢信件的開始日期。如果只有指定「開始日期」沒有指定「結

束日期」，則查詢結果是從「開始日期」到目前為止的信件。 

9. 結束日期︰設定欲查詢信件的結束日期。如果只有指定「結束日期」沒有指定「開

始日期」，則查詢結果是從「結束日期」以前資料庫中所有的信件。 

6-4-1 收信紀錄查詢結果 

會依照日期排序列出收信紀錄，管理者可從列表中查看收件日期、寄件者、收件

者、狀態(為連結可點選進入看詳細的信件紀錄)、大小以及 IP 位址。 

 

圖 6-4-3 

點選狀態的連結會出現如下的畫面，可得知紀錄編號、收件日期、寄件者、收件

者、信件大小(單位為 Bytes)、狀態(下方會有中文解釋該類別所代表的意義)、其他資

料(信件的來源 IP 位址)以及詳細資料。 

詳細資料就是此信件處理的完整記錄，若狀態為 Sent，也會包含了送信記錄

(Sendmail Log)，可藉此了解是否有正確送到後端的郵件伺服器，管理者可以不用對

內容作深入的了解，只需了解狀態的意義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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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4 

另外，由於收信紀錄很重要，萬一信件發生問題，還有個地方可以追查，因此這

裡不提供刪除紀錄的功能。管理者只能透過[資料庫管理 | 信件保存期限]中設定。 

 

圖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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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Sendmail 記錄查詢 

這裡會列出 Sendmail 的寄信記錄，使用者可以設定所要顯示的行數，並用關鍵字搜

尋出相關的記錄。此外，列出的記錄中出會出現一個 Detail 的連結，按下去就是直接以該

筆 Log 的 LogID 作為關鍵字搜尋，並且列出的關鍵字會用黃底黑字來顯示，以便管理者

識別。上方工具列的操作介面解說： 

1. 設定顯示記錄的行數，預設為 2000 行，會顯示最新 2000 行記錄。 

2. 可利用關鍵字搜尋相關的記錄，比方說，我想要查寄給 user@gw.hgiga.com 的信件

狀態，並可利用 user@gw.hgiga.com 作為關鍵字去搜尋。 

3. 可選擇類別，根據 SMTP 成功發送、SMTP 失敗發送以及所有記錄來搜尋。 

 

 圖 6-5-1 

mailto:user@gw.hgiga.com
mailto:user@gw.hgig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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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信件還原 

 MailSherlock 提供信件還原功能，可以把管理者選定的信件，從資料庫中找出來，

然後，再編成信件還原到指定的信箱，處理完所有的信件之後，可自動發 Email 通知相

關人員。 指定人員可以利用 POP3 連線 MailSherlock 機台，把信收到個人電腦上。 

 這 個 功 能 主 要 是 在 使 用 者 的 個 人 電 腦 上 的 信 件 資 料 毀 損 ， 需 要 將 信 件 從 

MailSherlock 資料庫中還原到使用者的個人電腦上時。 

 

圖 6-6-1 

信件還原設定 

設定還原信件的收件信箱與 Email 通知的名單。 

1. 將信件還原到：設定還原信件的收件信箱。 

 信件中的原始本地端收件者：設定信件還原至原始本地端的收件者。 

 指定的 Email 信箱：可任意指定還原信件的收件信箱，MailSherlock 會把選取

的信件重新發送到指定的信箱。 

 MailSherlock 機台上的信箱：因為是將信件還原到 MailSherlock 機台上臨時

建立的信箱，所以，需要設定一組帳號與密碼，讓使用者可以透過 POP3 連線

把信收走。 

 帳號：設定帳號，不能與系統已存在的帳號重複。 

 密碼：設定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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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成信件還原動作後 Email 通知：設定要收取 Email 通知的信箱，可設定多個 

Email，請使用逗號來分隔每一個 Email。 

郵件還原條件設定 

管理者可使用「信件還原條件設定」的信件查詢表單，依使用者的需求組合查詢

條件做關聯式查詢，將需要還原的信件查出來並勾選確定要還原的信件。信件查詢方

是與來未說明，與[信件查詢]相同，請參閱手冊或相關線上說明。 

 

圖 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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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因為信件要從資料庫尋找出來， 再將每封信件資料編成 MIME 檔，所以，需要

一段處理時間。 

2. 在選取要還原的信件時，請注意信件加總後的大小， 避免超過 2G，理由一系統

信箱容量上限是 2G，理由二個人電腦上的 MUA 例如：Outlook/Express 信箱

容量達到 2G 時，瀏覽信件的效能也不佳。 

 

 

圖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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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信件還原記錄 

這裡會列出我們曾經進行過的信件還原動作。我們可以在此： 

1. 狀態：如果狀態為完成的話，下方會有連結可供點選，點選之後會冒出這一次信件還

原的詳細記錄，萬一還原的信件數目與真正收到的信件數目不同時，可以來這邊檢查

Log，看看是否有什麼錯誤發生。如圖 6-6-2。 

2. 刪除記錄：刪除舊的信件還原記錄。 

3. 更新清單：如果你選擇要還原的信件數目非常多的話，會造成系統花費較多的時候來

寄送信件，此時這筆信件還原記錄的狀態會是“正在進行信件還原動作”，待執行完

成後才會改為“已經完成信件還原動作”。此時，由於畫面不會自動重整，可按更新

清單按鈕來查看最新的狀態資訊。 

 

圖 6-7-1 

 

 

圖 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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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備份信件管理 

可依據所選取的資料庫伺服器來查詢該伺服器上的所有備份信件資料庫。若為本

機時，這裡會列出『資料庫管理』>>『郵件備份回存』中回復至備份信件資料庫，管

理者可直接點選 "查詢" 進行查看備份信件；如果選取的資料庫伺服器非本機的話，

會列出遠端資料庫伺服器中的所有信件備份資料庫，直接點選 "查詢" 即可查看備份

信件，另外，透過 "遠端資料庫伺服器設定" 來設定多台遠端資料庫伺服器，管理者

便可在此台主機就進行所有的備份信件查詢，減少管理上的麻煩。 

 

圖 6-8-1 

遠端資料庫伺服器設定 

點選之後，會進入到遠端資料庫伺服器的列表，可新增/刪除/修改遠端資料庫伺服器，

新增之後，旁邊的下拉式選單就會出現遠端資料庫伺服器的 IP 位址或主機名稱。 

 

新增遠端資料庫伺服器設定 

請輸入資料庫所在主機、帳號、帳號、敘述後，按下 "建立" 按鈕即完成新增，敘述

可省略不填。請注意，遠端資料庫伺服器必須先建立提供我們使用連接資料庫的帳號與密

碼，否則將無法正確地連到該資料庫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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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2 

 

刪除遠端資料庫伺服器設定 

直接選取 "刪除" 那欄的核取方塊，再按下 "刪除" 按鈕，即刪除遠端資料庫伺服器

設定。 

 

編輯遠端資料庫伺服器設定 

直接點選 "資料庫所在主機" 那欄下方資料的連結，就會進入該筆設定的編輯畫面，

即可修改設定。 

 

選取的資料庫伺服器 - 下拉式選單 

預設選單只有 "本機"，即是此台 MailSherlock 主機的資料庫，在新增了 "遠端資料

庫伺服器設定" 後，才會出現其它的遠端資料庫伺服器。選取某台主機之後，下方就會列

出該資料庫伺服器的所有備份信件資料庫(資料庫名稱為 iSherlock_TimeStamp 的形式)

與備份信件相關資訊，若是遠端資料庫伺服器也是 MailSherlock 的主機，同時也會列出

該主機的 iSherlock 資料庫。 

 



190 

 

圖 6-8-3 

 

欄位說明-刪除 

當查詢的備份信件資料庫已經查完，並且用不到的時候，可以將備份信件資料庫給刪

除，避免占用磁碟空間。 

 

欄位說明-查詢 

直接點選 "查詢"，即會出現類似信件查詢的介面，上方標頭部份會列出這是屬於那台

資料庫伺服器的信件備份檔，然後管理者可利用各類查詢條件來找所需的信件。詳細操作

說明可參照 [信件查詢 > 信件查詢] 的線上說明，因為和信件查詢的功能是相同的，在此

就不贅述。 

 

圖 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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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說明–備份日期 

此欄位代表當初所備份信件的日期範圍。 

 

欄位說明–屬性 

此欄位代表當初所備份信件的類別。 

 

欄位說明–備份單位 

此欄位代表當初所備份那一單位(全公司/部門)的信件。 

 

欄位說明–大小 

此欄位代表該信件備份檔回復之後所佔的磁碟空間大小。 

 

注意事項 

在選取遠端資料庫伺服器時，有時候可能會出現一些錯誤訊息，管理者可依錯誤訊息

來作對應的處理。如下： 

1. Can't connect to MySQL server on '192.168.8.17' (113): 無 法 連 線 到 

192.168.8.17 這台資料庫伺服器，可能是對方 MySQL 服務未開啟或是網路連線

有問題。  

2. Access denied for user 'cc'@'linux235.local.hgiga.com' (using password: 

YES):表示連線資料庫伺服器所使用的帳號與密碼可能有誤，造成未被授權登入，

請檢查帳號/密碼是否無誤，或是遠端的資料庫伺服器確實有開啟給我們使用帳號/

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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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垃圾信提報管理 

這裡可以修改垃圾信提報設定與管理垃圾信提報記錄。 

圖 6-9-1 

 

垃圾信提報設定 

1. 提報垃圾信的寄送時間：由於管理者所提報的垃圾信的數量可能很多，因此我們

利用排程在深夜時間一次大量的批次寄送至桓基垃圾信回報中心，減低對頻寬的

影響。這裡的建議設定時間為深夜，如凌晨 1 點 0 分。 

2. 提報管理者 Email 位址：垃圾信除了提報至設定的 Email 位址之外，也會自動

提報至 spam_report@hgiga.com 信箱。以逗號分隔可設定多筆 Email 位址，

這裡可以保持空白不設定。 

3. 附註：垃圾信提報的方式是採用 Email 寄送的方式，程式會將管理者所提報的垃

圾信，並且每 5 MB 分群, 每一群壓縮成一個 tgz 檔案後，以附件的方式寄送。 

 

垃圾信提報記錄 

這裡會列出管理者所提報過的垃圾信記錄，包含已經成功寄送與未寄送的。在這裡設

定 "刪除" 及"寄送" 垃圾信提報記錄，還可透過連結來檢視管理者該次提報的信件是那

些。 

1. 刪除：管理者可一次勾選多筆垃圾信提報記錄進行刪除的動作，當勾選之後，再

按下 "確定" 按鈕即立即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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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寄送：管理者可一次勾選多筆垃圾信提報記錄來立即寄送所提報的垃圾信至桓基

垃圾信回報中心(spam_report@hgiga.com)，如果發現該項記錄是不可勾選的，

表示它已經成功寄送過了，就不再重複寄送。 

3. 提報時間：管理者提報那些垃圾信當時的時間。 

4. 提報者：顯示提報者名稱。 

5. 信件數：提報為垃圾信的信件數，並具有連結可點選查詢管理者提報的信件是那

些信件。 

6. 狀態：分為 "完成" 與 "未完成"。"完成" 表示提報的垃圾信已寄送至桓基垃圾信

回報中心(spam_report@hgiga.com)，"未完成" 的話表示尚未寄送，需等到下一

個 "提報垃圾信的寄送時間" 才會寄送，管理者也可以直接勾選 "寄送" 核取盒，

再按下 "確定" 按鈕來立即寄送至桓基垃圾信回報中心。 

7. 寄出時間：顯示提報的垃圾信是在什麼時間成功寄出的。 

8. "確定" 按鈕：搭配設定 "刪除", "寄送" 所使用，按下確定後才會生效。 

9. "更新清單" 按鈕：可更新垃圾信提報記錄的最新狀態，相當於瀏覽器的重新整理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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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組態設定 

這裡包括分頁顯示每頁的資料總數、信件查詢-預設排序欄位、信件查詢-顯示欄

位、信件查詢-預設使用「進階搜尋條件」、信件查詢-預覽信件內容、信件查詢-顯示

純文字信件內容、信件查詢-使用友善列印功能、信件查詢-關聯性主旨查詢以及管理

介面還原記錄-Log 替換數。 

 

圖 6-10-1 

1. 分頁顯示每頁的資料總數︰於信件查詢結果畫面，分頁顯示時每頁的資料筆數。 

2. 信件查詢-預設排列欄位︰在信件查詢結果的畫面可以排序的項目有「寄件者」、「收

件者」、「主旨」、「收件日期」、「信件大小」，這裡可以設定，當顯示查詢結果時，

預設會根據哪一個項目做排序。 

3. 信件查詢-顯示欄位：管理員可依需求勾選查詢結果列表中顯示的欄位。因為主旨是

超連結欄位，預設必需顯示，所以不能取消選取。 

4. 信件查詢-預設使用「進階搜尋條件」：設定是否預設使用「進階搜尋條件」功能的

開關。 

5. 信件查詢-預覽信件內容：設定是否使用預覽信件內容功能的開關。 

6. 信件查詢-顯示純文字信件內容：設定是否使用顯示純文字信件內容功能的開關。 

7. 信件查詢-使用友善列印功能：設定是否使用友善列印功能的關關。 

8. 信件查詢-關聯性主旨查詢：設定關聯性主旨查詢功能的信件搜尋的時間範圍。 

9. 管理介面還原記錄-Log 替換數：設定保留信件還原記錄的筆數，如果超過設定值，

便會找出時間最舊的一筆刪除，保持在設定值所設定的記錄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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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郵件稽核 

郵 件 稽 核 可 分 為 事 前 稽 核 (Pre-Audit) 以 及 事 後 稽 核 (Post-Audit) ， 依 照 

MailSherlock 與郵件伺服器的架構而定。 

當 MailSherlock 為 Relay 架構時，信件必須經過 MailSherlock 處理後，再 

Relay 至郵件伺服器，此時，可採用事前稽核，管理者可設定郵件稽核政策來攔阻信

件，通過審核方可寄出。 

當 MailSherlock 為衛星模式，透過郵件歸檔(Email Archive)的方式從郵件伺服

器來記錄信件，此時，可採用事後稽核，由於信件的進出都是由郵件伺服器直接處理，

所以無法攔阻信件，只能夠 “標記” 符合稽核政策的信件，再進而管理與稽核信

件。 

郵件稽核可設定套用不同的對象，可依部門設定(如全公司、研發部)或是自訂對

象(如主管級)，並且設定各類的郵件規則(郵件標題寄件者、郵件標題收件者、主旨、

信件本文等等)，針對符合規則的信件可直接隔離、放行、刪除以及轉寄等等。郵件

稽核提供完整稽核管理流程，針對符合規則的信件可即時 Email 通知或是定期排程

通知給稽核人員，稽核人員再對稽核信件作進一步的處理、如放行、刪除、退回、

已稽核等動作。 

 管理者可在稽核區中查看到這些信件的稽核記錄，並可透過 [統計報表 > 

稽核信件統計] 來查看稽核規則的命中信件數以及員工相關統計。 

 

圖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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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規則類別 

規則類別主要是設定套用規則的成員，以及管理此 “規則類別” 的稽核人員。

規則類別的套用人員可直接從部門建立(如全公司、研發部) 或是自訂對象(如主管級)。

稽核人員是從 [人員管理 > 管理員帳號管理] 中的管理員而來，依稽核人員的性質來

管理不同的規則類別。 

 

圖 7-1-1 

 

1. 刪除：若要刪除規則類別，可透過勾選刪除欄位的核取方塊 (系統預設的規則類別：

全公司，不允許執行刪除的動作)。 

2. 優先順序：依規則類別的優先順序來進行規則的比對，數字小的優先比對。 

3. 規則類別名稱：管理者新增時，自訂的類別名稱，以方便好記為原則。 

4. 稽核人員：此處的稽核人員可稽核所有套用此規則類別的規則。 

5. 套用人員：套用此項規則類別的人員。 

6. 規則：列出套用該規則類別的所有 “使用中” 的規則。 

7. 稽核通知：若為 “是”，則表示有設定排程通知，會定期將屬於此規則類別的稽

核信匯整後，寄送稽核通知信給稽核人員或代理人；若為 “否”，則表示沒有設

定排程通知。 

8. 檢閱信件連結時效：稽核通知信中點選主旨直接查看信件內容的連結時效，超過時

效，即無法查看信件內容，可增進安全性。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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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的比對會先依 [規則類別] 的優先順序, 然後再依相同規則類別的[規則] 順

序。 

 

7-1-1  新增規則類別 

點選 [新增規則類別] 的按鈕，進入新增的畫面。 

 

 

圖 7-1-2 

 

1. 規則類別名稱：其設定包含 [自訂規則類別] 以及 [選取部門建立]。使用 [自訂規

則類別] 時，可自行輸入規則類別名稱，若使用 [選取部門建立] 時，只能選擇目前

存在的部門進行設定，並且可設定是否包含子部門。依部門建立規則類別的好處，

就是如果該部門有人員的異動，會即刻套用。如果是手動建立規則類別，手動選取

成員的話，需要自行維護人員的異動。 

2. 稽核人員：點選 [選取稽核人員] 進行設定，稽核人員必須是 [人員管理 > 管理員

帳號管理] 中所存在的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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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3 

 

3. 套用人員：使用 [自訂規則類別] 時，可點選 [選取套用人員] 進行設定，若使用「選

取部門建立」時，套用人員即為部門的員工。 

 

圖 7-1-4 

 

4. 規則：在編輯模式才會出現，可列出屬於該規則類別的所有規則。 

5. 稽核通知時間：稽核通知時間包含 [工作日] 以及 [假日] 的設定，必須勾選之後，

才會該日才會發送。設定工作日時，系統初始設定寄發稽核通知的時間為 08:00 至 

18:00，每小時寄送一次，時間區段可自行修改，請依照我們格式輸入，必須為 

HH:MM 的格式，多筆以逗號相隔。若設定為假日時，系統初始設定寄發稽核通知

的時間為 00:00。週一至週日皆可設定為工作日或者是假日，但不可同時作為工作

日及假日。 

[說明] 

稽核通知排程時間設定後，系統會定期將命中規則的信件彙整起來，並寄發一封稽

核通知信給稽核人員或代理人。 

6. 檢閱信件連結時效：設定稽核通知信中直接檢閱信件內容的連結時間，可設定 1~7

天或永久有效。 



199 

7. 設定代理人：點選 [選取代理人] 來設定代理人員，[人員管理 > 員工名單管理] 中

的員工皆可設定為代理人。設定代理人後，代理人會一起收到稽核通知信，可透過

稽核通知做郵件稽核的動作，但沒有登入管理介面的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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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規則管理 

規則管理主要是管理系統中的所有的規則條件，提供規則條件的 [搜尋]、[編輯]、

[啟用]、[停用]、[排序]、[刪除] 等功能。規則列表可依啟用情形選取，以及依規則類別選取

來顯示特定的規則，此外，只有選擇某項規則類別時，才可變更規則的比對順序。 

 

 

圖 7-2-1 

 

1. 刪除：若要刪除規則條件，可透過勾選刪除欄位的核取方塊。 

2. 啟用：若要啟用或停用規則條件，可透過勾選或取消勾選啟用欄位的核取方塊。 

3. 編號：唯一且不重複的識別編號，此為自動編號，管理者無法修改。此處的編號是

超鏈結，點選此連結可以進入 [編輯規則] 的畫面來修改規則條件。 

4. 比對順序：依規則的優先順序來進行規則的比對，數字小的優先比對。注意，只有

選擇某項規則類別時，才可變更規則的比對順序。 

5. 套用規則類別：此項規則所套用的規則類別，也就是規則的套用對象。 

6. 敘述：規則的描述。 

7. 處理動作：命中規則後的郵件處理動作。 

8. 最後修改時間：修改此項規則條件的最後時間。 

 

7-2-1  新增規則 

點選 [新增規則] 的按鈕，進入新增規則的畫面。以下依照每項設定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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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2 

 

1. 規則狀態：可設定此規則的啟用或停用，啟用時可加到套用規則類別的第一筆或最

後一筆。 

2. 規則有效期限：設定此規則的有效期限，當有效期限已到時自動停用此規則。可提

供設定 [永久有效] 或 [設定有效期限, 到 yyyy-mm-dd hh:mm 自動停用]。 

3. 套用規則類別：此項規則所套用的規則類別，假設套用的類別為 MIS 部門，代表 

MIS 部門所有員工的郵件都會做此項規則的檢查。 

4. 套用信件流向：可設定套用所有信件、Inbound 信件、Outbound 信件等。 

5. 敘述：關於此項規則的描述。 

6. 設定比對條件：用於設定規則的比對條件，如果文字表單為無法編輯時，請透過旁

邊的按鈕 [編輯比對內容] 來輸入，並且可透過 [+] 或 [-] 按鈕來做規則條件的增

減，每條規則的邏輯關係為 AND 或 OR，依照下方的條件關係而定。若有多筆關

鍵字時，可用 [,] 來分隔。 

  郵件標題寄件者：信件的寄件者 Email (包含/不包含/等於/不等於/開始為/結束

於/REGEXP) 某關鍵字時，代表命中規則。 

 

比對項目 邏輯關係 關鍵字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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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件標題寄件者 包含 norman 

當寄件者為 norman@hgiga.com 或 norman189103@yahoo.com 時，只要

內含關鍵字 norman 時, 皆會命中此規則。此外，在比對[郵件標題寄件者]時，

包含寄件者的所有資訊： Email 位址以及寄件者資訊，例： 

“陳諾門” <norman@hgiga.com> 

郵件標題寄件者 不包含 norman 

當寄件者為 abc@yahoo.com.tw，裡頭不包含 norman 字串時，就會命中此

規則。 

郵件標題寄件者 等於 <norman@yahoo.com> 

寄件者必須完全等於 <norma@yahoo.com> 才會命中此規則。 

郵件標題寄件者 不等於 <norman@yahoo.com> 

當寄件者不等於 <norman@yahoo.com> 時，就會命中此規則。 

郵件標題寄件者 開始為 nor?an 

? 表示單一個非空白的字完，只要寄件者開始字串為有 nor?an，如 

norman@yahoo.com 或是 nordan@hgiga.com 時，就會命中此規則。 

郵件標題寄件者 結束於 goo*.com 

* 表示多個非空白字元，當寄件者的結尾是 goodbye.com 或是 

goodday.com 就會命中此規則。 

郵件標題寄件者 REGEXP yahoo(-inc)?.com.tw 

此為 Perl 的 Regular Expression 表示式，如果管理者熟知的話，可設定一些

更具彈性的規則，如範例所示，只要寄件者有 yahoo.com.tw 或是 

yahoo-inc.com.tw 的字串，就會命中此規則。 

表 7-2-1 

 

[說明] 

* 代表多個非空白字元。 

mailto:norman@hgiga.com
mailto:norman189103@yahoo.com
mailto:abc@yahoo.com.tw
mailto:norman@yahoo.com
mailto:norman@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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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單一非空白字元。 

REGEXP 為標準 Perl Regular Expression 特殊設定，若有疑問可洽桓基客服

信箱(service.support@hgiga.com)，會為客戶提供進階的說明。 

 

 郵件標題收件者：(每一位收件者必須/其中一位收件者/自訂比對數目:其中 “多

少” 人以上) (包含/不包含/等於/不等於/開始為/結束於/REGEXP) 某關鍵字時

代表命中規則，由於收件者數目可多筆，因此多了一項條件(每一位收件者必須/

其中一位收件者/自訂比對數目)，特別針對此部份來加以說明。 

 

比對項目 邏輯關係 關鍵字 

說明 

郵件標題收件者 每一位收件者都必須 + 包含 yahoo,gmail 

在信件中的所有收件者，都必須包含 yahoo 或 gmail 關鍵字，會符合此規則

的信件，因此，其收件者們會是 {yahoo, gmail} 的集合，若出現其它人的話，

就不會命中此規則。 

郵件標題收件者 其中一位收件者 + 包含 yahoo,gmail 

在信件中的所有收件者，只有其中有一個人的 Email 包含 yahoo 或 gmail 關

鍵字，就會符合此規則，並且整封信件會因此被隔離(若處理動作設定為隔離)，

所有收件者都無法收到此信。如果您想讓其它的收件者仍能收到信件的話，就

要使用比對項目 [原始收件者]，就會依收件者來拆信比對。 

郵件標題收件者 其中 2 人以上 + 包含 yahoo,gmail 

可自訂比對的數目，這裡以 2 人為例。在信件中的收件者 Email 中，包含 

yahoo 或 gmail 關鍵字中人數超過 2 人以上，就會命中此規則 

郵件標題收件者 每一位收件者都必須 + 不包

含 

yahoo,gmail 

信件中的每位收件者都必須不包含 yahoo 或 gmail 關鍵字時，才會命中此規

則。 

mailto:service.support@hgig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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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件標題寄件者 其中一位收件者 + 不包含 yahoo,gmail 

只要信件中的某一位收件者不包含 yahoo 或 gmail 關鍵字時，就會命中此規

則。 

郵件標題寄件者 其中 2 人以上 + 不包含 yahoo,gmail 

可自訂比對的數目，這裡以 2 人為例。在信件中的收件者 Email 中，不包含 

yahoo 或 gmail 關鍵字中人數目超過 2 人以上，就會命中此規則。 

表 7-2-2 

 

 原始寄件者：發信端的原始寄件者電子郵件 (包含/不包含/等於/不等於/開始為/

結束於/REGEXP) 某關鍵字時，代表命中規則，設定請參照郵件標題寄件者的範

例說明。透過 [編輯比對內容] 時，除了可手動輸入比對條件之外，也可以從人

員名單中選取欲比對的寄件者(以工號顯示)。 

 

圖 7-2-3 

 原始收件者：會依照信件傳送的原始收件者 (包含/不包含/等於/不等於/開始為/

結束於/REGEXP) 某關鍵字時，代表命中規則，並依照收件者來拆信分別比對，

並進行對應的處理動作(隔離或放行)。假設，現在有一政策，限制公司內部寄出

去的信件中，若收件者中有 yahoo.com.tw 的收件者，禁止收到信件，至於，

其它的收件者仍可收到信件。可便設定如下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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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4 

 

  收件者人數：當收件者人數 (大於/小於) 某數值或者介於 A 和 B 數值之間時，

代表命中規則。 

 

比對項目 邏輯關係 關鍵字 

說明 

收件者人數 大於 50 

當收件者人數超過 50 名，代表命中此規則。 

收件者人數 小於 100 

當收件者人數不足 100 名，代表命中此規則。 

收件者人數 介於 50 ~ 100 

當收件者人數介面 50 與 100 人之間時，代表命中此規則。 

表 7-2-3 

 

  信件主旨：信件主旨 (包含/不包含/等於/不等於/開始為/結束於/REGEXP) 某關

鍵字時，代表命中規則，設定請參照郵件標頭寄件者的範例說明。 

  信件本文：信件本文內容 (包含/不包含/等於/不等於/開始為/結束於/REGEXP) 

某關鍵字時，代表命中規則，設定請參照郵件標頭寄件者的範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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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ML 原始檔：即信件本文內容的 HTML 原始檔內容(包含信件內容與 HTML 

TAG)，可設定 (包含/不包含/等於/不等於/開始為/結束於/REGEXP) 某關鍵字

時，代表命中規則，設定請參照郵件標頭寄件者的範例說明。 

  標頭內容：信件標頭內容，其 From/To/Subject 已作解碼，可設定 (包含/不

包含/等於/不等於/開始為/結束於/REGEXP) 某關鍵字時，代表命中規則，設定

請參照郵件標頭寄件者的範例說明。 

  附件檔內容：可比對附件檔案的內容，如 Office 文件、PDF、純文字檔案、HTML 

檔案等等，可設定 (包含/不包含/等於/不等於/開始為/結束於/REGEXP) 某關鍵

字時，代表命中規則，設定請參照郵件標頭寄件者的範例說明。 

  標頭/本文/附件內容：(標頭內容/本文內容/附件的檔案內容) (包含/不包含/等於

/不等於/開始為/結束於/REGEXP) 某關鍵字時，代表命中規則，設定請參照郵

件標頭寄件者的範例說明。 

  附件檔檔名：附件檔檔案名稱  (包含/不包含/等於/不等於/開始為/結束於

/REGEXP) 某關鍵字時，代表命中規則，設定請參照郵件標頭寄件者的範例說

明。 

  附件檔類型：附件檔類型包含 (工業設計/辦公文件/壓縮文件/一般圖檔/機密文

件) 時，代表命中規則。 

[說明] 

工業設計的檔案類型包含 PRO_E, SOLIDWORK, TWINCAD。 

辦公文件的檔案類型包含 PDF, Word 97-2010, PowerPoint 97-2010, Excel 

97-2010。 

壓縮文件的檔案類型包含 ZIP, RAR。 

一般圖檔檔案類型包含 JPEG, BMP, TIFF, GIF, PNG。 

機密文件檔案類型包含 TrustView, 加密碼的 PDF, 加密碼的 Word/PPT/Excel, 

Jpg+File Binder(說明： Jpg+File Binder 是一套軟體可將檔案藏在圖片之中)。 

  附件壓縮層數：附件壓縮層數大於等於某數值時，代表命中規則。 

 

比對項目 邏輯關係 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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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附件壓縮層數 大於等於 2 

當附件檔壓縮的層數在 2 層以上時，代表命中規則。 

表 7-2-4 

 

[說明] 

附件壓縮層數的關鍵字設定不得超過 [郵件稽核 > 組態設定] 所設定的最大壓

縮層數。 

  附件檔副檔名偽造：檢查附件檔副檔名有偽造行為時，代表命中規則。 

  附件壓縮檔密碼保護：檢查附件壓縮檔有密碼保護時，代表命中規則。 

  信件大小：當信件大小 (大於/小於) 某數值 (B/KB/MB) 或者介於 A 和 B 數

值(B/KB/MB) 之間時，代表命中規則，設定方式可參照收件者人數的範例說明。 

  所有附件檔大小加總：當所有附件檔大小加總 (大於/小於) 某數值 (B/KB/MB) 

或者介於 A 和 B 數值(B/KB/MB) 之間時，代表命中規則，設定方式可參照收

件者人數的範例說明。 

  來源 IP 位址：當來源 IP 位址 (等於或屬於網段/不等於或不屬於網段) 關鍵字

時，代表命中規則。 

 

比對項目 邏輯關係 關鍵字 

說明 

來源 IP 位址 等於(或屬於網段) 192.168.8.0/24 

當來源 IP 位址為 192.168.8.236 時，代表命中規則。 

來源 IP 位址 不等於(或不屬於網段) 192.168.8.0/24 

當來源 IP 位址為 192.168.1.236 時，代表命中規則。 

表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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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條件關係：條件關係設定有 AND 以及 OR，當設定 AND 時，必須所有設定比對

條件皆符合時才命中規則。若設定 OR 時，只要設定比對條件的其中一筆符合就命

中規則。 

8. 字串比對方式：設定英文字串的比對方式，如英文區分大小寫以及完整英文單詞比

對等。 

  英文區分大小寫：若有勾選，在做關鍵字的字串比對時，英文字串會自動區分

大小寫。 

  完整英文單詞比對：若有勾選，在做關鍵字的字串比對時，會做完整的英文單

詞比對。比方說，您輸入的關鍵字為 “good” 時，句子『 It’s a good day.』 

會命中，但『Goodbye! My Friend!』就不會命中。 

9. 處理動作：當命中規則時，MailSherlock 針對此郵件的處理動作。處理動作的設

定會依郵件稽核模式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事前稽核：對進出的郵件先行攔截，通過審核方可寄出。 

 隔離：當郵件命中規則後執行隔離的動作。 

 放行：當郵件命中規則後直接執行放行的動作。 

 退回：當郵件命中規則後直接執行退回的動作。 

 刪除：當郵件命中規則後直接執行刪除的動作，但信件資料庫仍存在，End 

User 不會收到信件。 

 完全刪除：當郵件命中規則後直接將信件從信件資料庫中完全刪除。 

 延遲寄件：分為『延後』與『延遲』這兩種模式。『延後』，可延後到幾點幾

分後寄出；『延遲』可設定延遲幾分鐘或幾小時後寄出。 

 密件副本：當郵件命中規則後以密件副本的方式寄送至設定的多筆信箱 (以

換行設定多筆)。以此方式寄送，原本的收件者也會收到信件。若有要求讀取

回條的信件，經密件副本寄送的收件者，MailSherlock 會將信件中要求讀

取回條的功能移除，避免被原寄件者發現有未知的收件者讀取此封信件。 

 直接轉寄：當郵件命中規則後會直接轉寄至設定的某多筆信箱 (以換行設定

多筆)。以此方式寄送，原本的收件者不會收到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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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後稽核 (適用於 “衛星模式” 架構)：在此架構下，信件的處理都由郵件伺

服器完成，因此 MailSherlock 無法攔阻信件，事後稽核主要是將郵件進行分

類與標幟以及定期/即時通知稽核人員。 

 標幟：對郵件進行標幟的動作，主要是方便管理者可查看命中此規則的郵

件。 

 標示為 "刪除"：當郵件命中規則後，標示為 “刪除”，信件資料庫仍可查

看此信件。 

 完全刪除：當郵件命中規則後直接將信件從信件資料庫中完全刪除。 

 密件副本：當郵件命中規則後以密件副本的方式寄送至設定的多筆信箱 (以

換行設定多筆)。若有要求讀取回條的信件，經密件副本寄送的收件者，

MailSherlock 會將信件中要求讀取回條的功能移除，避免被原寄件者發現

有未知的收件者讀取此封信件。 

         [說明] 

         當 [郵件服務管理 > Email Archive] 有設定 Email Archive 主機時，事後稽核

的設定才會生效。 

 

 

圖 7-2-5 

 

10. 即時 Email 通知：代表一封信件寄送一次稽核通知信，可勾選通知 (稽核人員/寄

件者/收件者/指定人員)。而排程 Email 通知則代表將命中規則的多封信件彙整後

寄一次稽核通知信，有關排程 Email 通知的設定請至[郵件稽核 > 規則類別 > 編

輯規則類別] 修改稽核通知時間。有關稽核通知信的相關說明可參考 7-4 稽核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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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通知訊息：會在稽核通知信的中顯示 “通知訊息”。 

 

圖 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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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稽核區 

稽核區提供集中查詢命中稽核規則的信件，可以依稽核信件類別/規則，以及其他

信件查詢常用條件，進行稽核郵件審核與調閱。由於稽核區-信件查詢的條件太多了，

因此會隱藏一些較不常用的條件設定，可透過點選「進階搜尋條件」就會秀出這些不

常使用的搜尋條件。如圖，藍字部份就是平常隱藏起來的搜尋條件。 

 

 

圖 7-3-1 

 

1. 信件流向： 

  全部：包含所有收入(Incoming)與寄出(Outgoing)的信件。 

  收入(Incoming)：所有外部寄給內部人員的信件。 

  寄出(Outgoing)：所有內部人員寄出的信件，包含寄給外部人員與內部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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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部(Internal)：所有內部人員互寄的信件。 

2. 稽核信件類別： 

  所有稽核信件：查詢所有稽核區的信件。 

  待檢閱信件：查詢尚未檢閱的稽核信件。 

  已檢閱信件：查詢已檢閱的稽核信件。 

  稽核條件-隔離：查詢稽核條件進行隔離的信件。 

  稽核條件-放行：查詢稽核條件進行放行的信件。 

  稽核條件-退回：查詢稽核條件進行退回的信件。 

  稽核條件-刪除：查詢稽核條件進行刪除的信件。 

  稽核條件-BCC：查詢稽核條件進行密件副本的信件。 

  稽核條件-直接轉寄：查詢稽核條件進行直接轉寄的信件。 

  稽核人員-放行：查詢稽核人員執行放行的信件。 

  稽核人員-退回：查詢稽核人員執行退回的信件。 

  稽核人員-刪除：查詢稽核人員執行刪除的信件。 

3. 稽核條件編號：依規則編號來查詢稽核區信件。 

4. 寄件者：依指定的關鍵字查詢某些特定的寄件者發送的信件，可選擇「包含」或「不

包含」。關鍵字可以輸入完整的郵件地址或是部分郵件地址。如果要查詢多個寄件

者，可以使用逗號(,)區隔開來。 

5. 收件者：依指定的關鍵字查詢某些特定的收件者接收的信件可選擇「包含」或「不

包含」。關鍵字可以輸入完整的郵件地址或是部分郵件地址。如果要查詢多個收件

者，可以使用逗號(,)區隔開來。 

6. 信件主旨：依指定的關鍵字查詢某信件的主旨。可選擇「包含」或「不包含」。如

果要查詢多個關鍵字，可以使用逗號(,)區隔開來。 

7. 純文字信件內容：依指定的關鍵字查詢信件的純文字部份，可選擇「包含」或「不

包含」。如果要查詢多個關鍵字，可以使用逗號(,)區隔開來，由於是進行內容比對，

可能查詢的時間會花費比較久。 



213 

8. 工號：依收件者的人員工號來查詢稽核區信件。 

9. 附件檔檔名：依指定的關鍵字查詢信件的附加檔案檔名，例如 work.doc。如果要

查詢多種附加檔案檔名，可以使用逗號(,)區隔開來。 

10. 附件檔副檔名：指定的關鍵字查詢信件的附加檔案副檔名，例如 Office 文件檔 doc, 

xls, ppt 等。如果要查詢多種附加檔案檔名，可以使用逗號(,)區隔開來。 

11. 是否有附件檔：查詢信件是否有附加檔案。 

12. 信件大小：依信件大小查詢信件。 

13. 來源 IP 位址：利用 IP 位址查詢相關收發的信件。比較適用於內送信件查詢，因為

標準架構下，外寄信件的來源 IP 位址一定是郵件伺服器的 IP 位址。 

14. 字串比對方式：透過英文關鍵字查詢的比對方式，包括完整英文單詞比對以及區分

大小寫比對。 

15. 邏輯關係：將上列所有的條件做“AND”或“OR”的組合。 

16. 信件編號(MID)：每封信儲存於資料庫中，都會有一個編號，利用這個信件編號可

以快速查詢特定的信件。這個信件編號顯示在每封信件的「檢視信件內容」畫面的

“詳細資料”欄位中。 

17. 開始時間：設定欲查詢信件的開始日期(參[說明])。如果只有指定「開始日期」沒有

指定「結束日期」，則查詢結果是從「開始日期」到目前為止的信件。 

18. 結束時間：設定欲查詢信件的結束日期(參[說明])。如果只有指定「結束日期」沒有

指定「開始日期」，則查詢結果是從「結束日期」以前資料庫中所有的信件。 

[說明] 

日期欄位不接受手動輸入，請按下日期欄位右方的圖示，使用小日曆來填入。 

 

：清除日期的設定 

：往前一個月 

：往後一個月 

：關閉小日曆，不輸入 

其它：月份與年可用下拉式選單直接選

取，確定日期後，點選該日期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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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2 

 

注意事項 

4. 選項之前有加星號“*”，表示查詢需花較多的時間，例如︰附加檔案檔名。 

5. 這裡的「寄件者」、「收件者」、「主旨」、「附加檔案檔名」可利用正規表示式尋找。

例如： 

 若主旨欄填上「^test」，會尋找主旨符合開頭是 test 的信件，可以找出主旨

為 test、testting、test1、test letter ...等等的信件。 

 若主旨欄填上「test$」，會尋找主旨符合結尾是 test 的信件，可以找出主旨

為 test、just a test ...等等的信件。 

6. 在信件存入資料庫時，如果發現信件沒有填寫主旨，會自動填寫“No Subject”字

樣到資料庫中的主旨欄位。所以，如果想要查詢「沒有填寫主旨的信件」，可以在

查詢畫面中的主旨欄輸入「No Subject」字樣做查詢。 

 

7-3-1  查詢結果列表 

 

圖 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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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設定的查詢條件所查詢出來的結果，如圖，畫面相關操作項目說明如下： 

1.  分頁工具列 

   當查詢結果超出[信件查詢 | 組態設定]“分頁顯示每頁的資料總數”的設定數目，

就會出現分頁工具列。 

 

圖 7-3-4 

    

 頁次：顯示目前頁次以及總頁數。 

 第一頁：點選此按鈕可以直接跳到分頁顯示的第一頁。 

 前一頁：點選此按鈕可以往前跳一頁。 

 前往指定頁次：在文字框中輸入想要查看的頁次，再點選「前往」按鈕，可

以直接跳到該頁次。 

 下一頁：點選此按鈕可以往後跳一頁。 

 最後一頁：點選此按鈕可以直接跳到分頁顯示的最後一頁。 

 顯示總信件數與總信件大小。 

 匯出 CSV 檔：可將信件查詢結果，以 Excel 檔案格式匯出，方便管理者可

再使用 Excel 作列印或再整理的工作。 

 

圖 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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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整理：將本頁的網頁內容重新整理。 

2.  查詢結果列表 

列表的欄位是依[郵件稽核 > 組態設定]“ 顯示欄位”的設定顯示，管理者可依需

求選擇自己想看的資料欄位。 

 

圖 7-3-6 

 

 索引：顯示序號。此欄位中有「核取方塊」可以點選，針對點選的信件作額

外的處理，如放行、刪除、退回、已稽核等等；另外還有「附件檔圖示」，

如果該封信件有附件檔，則這個欄位中會出現迴紋針圖示；如果該封信件沒

有附件檔，則不會出現迴紋針圖示。其他若出現紅色打勾的圖示，代表此信

件已被稽核人員稽核完成。 

 寄件者：信件的寄件者電子郵件位址。如果該寄件者有在人員名單裡，並且

有部門名稱、姓名，以便管理者知道信件是誰的，因為有時只憑 Email 位址

還是不容易了解這封信是誰發送的。 

 收件者：信件的收件者電子郵件位址。如果收件者為密件副本收件者，會加

註「Undisclosed-Recipient」字樣。另外，若該收件者有在人員名單裡，

並且有部門名稱、姓名，以便管理者知道信件是誰的。 

 主旨：信件的主旨，此欄位為超連結，點選此超連結可以進入「檢視信件內

容」的畫面，可更詳細檢視該封信件。在 [郵件稽核 > 組態設定] 稽核區-

顯示欄位 可勾選 “附件檔名”，在主旨下方會顯示附件檔名資訊。 

 

圖 7-3-7 

 收件日期：信件最後收到的日期時間戳記。 

 大小：信件大小，這封信件包含所有附件檔案的大小(單位：KBytes)。 

 類別：為此封信件經稽核檢查之後所給定的類別，所有類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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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稽核條件-隔離：當命中規則後被稽核隔離的信件。 

 稽核條件-放行：當命中規則後被稽核放行的信件。 

 稽核條件-退回：當命中規則後被稽核退回的信件。 

 稽核條件-刪除：當命中規則後被稽核刪除的信件。 

 稽核條件-BCC：當命中規則後被稽核密件副本的信件。 

 稽核條件-直接轉寄：當命中規則後被稽核直接轉寄的信件。 

 稽核人員-放行：稽核人員執行放行的信件。 

 稽核人員-退回：稽核人員執行退回的信件。 

 稽核人員-刪除：稽核人員執行刪除的信件。 

若為稽核人員處理過的動作，可在 [郵件稽核 > 組態設定] 稽核區-顯示欄

位來設定顯示稽核人員與稽核時間。 

 

圖 7-3-8 

 規則編號：為此封信件命中規則的編號，點選此超連結可以檢視規則，但不

提供修改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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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9 

3.  檢視信件內容 

   點選「查詢結果」畫面中任何一封信信件主旨的超鏈結，可檢閱該封信件中更詳

細的內容。 

 

圖 7-3-10 

 

 寄件者：顯示該封信件寄件者名稱、來源 IP 位置及 AP Server 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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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件者：該封信件收件者以及該收件者的信件分類、 SpamCheck 分數以

及命中的規則編號，點選此超連結可檢視命中的規則。 

 主旨：信件主旨。 

 收件日期：信件自 MailSherlock 接收所處理的日期。 

 詳細資料： 點選「檢視標頭」會跳出一個視窗顯示信件的標頭內容；點選

「收件記錄」會跳出一個視窗顯示信件的收信記錄。其他則如信件的大小、

信件編號(MID)或其它有關信件的資訊。 

 

圖 7-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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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12 

 

 信件本文：顯示隔離區信件 HTML 格式的信件內容。信件內容不會顯示圖

檔，如信件寄送時包含圖檔，圖檔部份會在附件檔案中顯示。 

 附件檔案：顯示信件包含的附件檔案， MailSherlock 會將信件內容、附件

檔案完整的備份下來，管理者可從此處查看信件的內容。 

 信件原始檔：提供信件原始 Eml 檔給管理者開啟查看原始信件或儲存之

用。 

        

4.  信件稽核處理動作 

如圖 7-3-10 所示，稽核人員可對命中規則的信件做放行、刪除、退回、已稽核等

動作。當稽核人員對信件做稽核處理後，除了可從管理介面信件查詢結果的列表

上的類別欄位上看到稽核的結果外，稽核人員同時也會收到稽核的即時通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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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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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稽核通知 

郵件稽核通知相關設定，如在此立即補寄稽核通知信件，設定稽核通知信件等相

關設定。 

 

1. 立即寄送稽核通知信 

 

圖 7-4-1 

    

 開始日期 ~ 結束日期：指定信件被稽核隔離的時間區段，將稽核隔離的信

件彙整出來後，寄發給稽核人員。 

 依規則類別寄送給稽核人員：可依指定的規則類別寄送稽核通知信給稽核人

員。 

 寄給全部規則類別的稽核人員：將稽核通知信寄給全部規則類別的稽核人

員。 

 

下圖為稽核人員所收到的稽核通知信內容，會依照命中的規則編號，匯整成信件

列表，稽核人員可直接從此信執行放行信件、刪除信件等等動作、直接查看信件

內容或登入系統稽核網頁。 



223 

 

圖 7-4-2 

下圖為稽核人員從稽核通知信中，按下郵件主旨的連結，所跳出的網頁視窗，在此處

可查看信件的相關內容、信件標頭、信件記錄，並且執行稽核相關動作。 

 

圖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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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稽核通知組態設定 

 

圖 7-4-4 

 

 系統通知信 - 寄件者名稱：稽核通知信上所顯示的寄件者名稱 

 系統通知信 - 寄件者 Email：稽核通知信上所顯示的寄件者 Email 

 稽核通知使用此 Public IP 或 Hostname：設定稽核通知信上使用此 

Public IP 或 Hostname 登入到郵件稽核網頁，未設定時，系統預設抓第一

張有設 IP 的網卡 (如：eth0)。 

 稽核通知允許檢閱信件內容：設定是否允許從稽核通知信上直接檢閱信件內

容的開關，另可勾選查看附件檔、信件原始檔等。 

 稽核通知信件設定：可編輯不同語系的稽核通知訊息的信件主旨內容、在即

時的稽核通知信中信件主旨加入命中稽核訊息的設定以及設定是否加入登

入郵件稽核網頁連結的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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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5 

 

 

圖 7-4-6 

 當稽核人員刪除信件之後，發送通知給寄件者：設定稽核人員刪除信件之後，

是否發送通知給寄件者的開關。 

 當稽核人員放行信件之後，發送通知給寄件者：設定稽核人員放行信件之後，

是否發送通知給寄件者的開關。 

 即時 Email 通知訊息設定：編輯不同語系的即時 Email 通知訊息的信件內

容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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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7 

 即時 Email 通知訊息 - 顯示規則內容：設定即時 Email 通知訊息是否顯

示規則內容的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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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組態設定 

用於設定事前/事後稽核模式，稽核區顯示的欄位與排序方式，附件檔遞迴解壓縮

啟用與否以及解壓縮層數。  

 

 

圖 7-5-1 

 

1. 郵件稽核模式：稽核模式分為事前稽核與事後稽核，設定後其功能的差異如下： 

 事前稽核：對進出的郵件先行攔截，通過審核方可寄出。[規則管理 > 新增

規則] 的處理動作可設定 [隔離]、[放行]、[退回]、[刪除]、[完全刪除]、[延

遲寄送]、[密件副本] 以及 [直接轉寄] 等。稽核區-信件查詢的稽核信件類

別可選擇 [所有稽核信件]、[待檢閱信件]、[已檢閱信件]、[稽核條件-隔離]、

[稽核條件-放行]、[稽核條件-退回]、[稽核條件-刪除]、[稽核條件-BCC]、[稽

核條件-直接轉寄]、[稽核人員-放行]、[稽核人員-退回] 以及 [稽核人員-刪

除]等作為查詢條件。 

 事後稽核：主要是進行郵件分類與事後稽核，不能限制信件進出。[規則管理 

> 新增規則] 的處理動作可設定 [標幟]、[標示為刪除]、[完全刪除] 以及 [密

件副本] 等。稽核區-信件查詢的稽核信件類別可選擇 [所有稽核信件]、[待

檢閱信件]、[已檢閱信件]、[稽核條件-標幟]、[稽核條件-刪除]、[稽核條件-BCC] 

以及 [稽核人員-刪除] 等作為查詢條件。 

2. 分頁顯示每頁的資料筆數：顯示郵件稽核模組的每頁資料筆數。 

3. 稽核區-預設排序欄位：設定稽核區預設以那個欄位來排序，目前可設定的有 [寄

件者]、[收件者]、[主旨]、[收件日期] 以及 [信件大小]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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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稽核區-顯示欄位：設定 [稽核區 > 查詢結果列表] 上顯示的欄位，包括 [寄件者]、

[收件者]、[主旨]、[附件檔名]、[收件日期]、[信件大小]、[IP 位址]、[類別](顯示

稽核人員與時間)、[規則編號] 等，其中 [主旨] 為必須顯示的欄位，不得取消勾

選。 

5. 稽核區-預設使用「進階搜尋條件」：設定預設是否使用「進階搜尋條件」的開關。 

6. 是否啟動附件檔遞迴解壓縮過濾：設定是否啟動附件檔遞迴解壓縮過濾的開關，

啟動後可設定最大的解壓縮層數，最大可設定至 7 層。 

7. 是否啟動加密壓縮檔中的檔名比對 ：因為加密的壓縮檔無法解開，但還是可以列

出壓縮檔中的檔名，若此處為啟用的話，並且有比對附件檔名的稽核規則時，會

將加密壓縮檔中的檔名來比對。若此為為關閉的話，就不將加密壓縮檔中的檔名

來比對。 

 

第八章 統計報表 

MailSherlock 提供豐富統計報表功能，有各類型的報表，以便管理者有具體的資料可

以參考，了解系統的運作情況，成效如何，同時也便利管理人員可以輕鬆的繪製並列印報

表，讓您在整理郵件管理報告時不再傷透腦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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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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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伺服器信件總覽 

顯示 MailSherlock 所處理的信件總覽統計，可設定時間為區為日、週、月、年、自

訂範圍與資料庫統計等報表，方便管理者掌握信件類別分佈的情況如何。 

 

圖 8-1-1 

1. 分為信件數與信件量, 信件數則是總計信件的數目, 信件量則是總計信件大小。 

2. 顯示日、週、月、年、自訂範圍的信件類別分佈，提供了圓餅圖與顯示細節的長條

圖，讓管理者可以知道每天的各種類別的信件總數(總量)，藉以了解系統運作的狀

況。 

3. 信件類別包含正常信件、稽核信(設定稽核條件而稽核的信件)、垃報信(由 Spam 引

擎所判斷的垃圾信件)以及病毒信(由 Anti-Virus 引擎所判斷的病毒信)。而每一類別

的信件可能又有其子類別，如垃圾信，會有放行的垃圾信或者是隔離的垃圾信等。 

4. 管理者可點選上方的選單：日、週、月、年、自訂範圍來看不同時間的統計分佈，

我們也可以透過"組態設定"來設定預設的時間統計範圍。 

 

8-1-1  信件分佈圖表 

會以目前時間單位小一級的時間單位作為 X 軸，顯示信件的分佈，幫助管理者了解每

段時間信件分佈的狀況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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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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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正常信件統計 

顯示正常信件流量統計報表，顯示方式可設定依日、週、月、年、自定範圍以及資料

庫統計等時間間隔，幫助管理員了解在某一期間內的每個部門的郵件收發數量，除此之外

還可檢閱部門的附件檔統計、該部門員工的信件統計，並可將統計報表的數據匯出成 CSV 

檔供 Microsoft Excel 讀取。 

 

 

圖 8-2-1 

8-2-1  工具列 

 

圖 8-2-2 

 

報表類別 

 顯示寄出信件：只將寄出的信件作為統計的對象。 

 顯示收入信件：只將收入的信件作為統計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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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併顯示信件：統計寄出與收入合併計算後的信件。 

 人員名單外統計：統計不屬於公司員工的信件。 

 

選擇日期 

選擇欲查閱統計報表的時間區間。 

 日報表：選擇欲查閱統計報表的日期。 

 週報表：選擇欲查閱統計報表的那一週週日至週六任一日期，即可查閱當週的

統計報表。 

 月報表：選擇年、月，則會顯現當月的統計報表。 

 年報表：選擇年份，則會顯現該年的統計報表。 

 自訂範圍：選擇起迄日期，則會顯現該區間的統計報表。起迄日期計算的方式

是以大於等於開始日期的零點零分且小於結束日期的零點零分。舉例：希望查

詢 2003/4/7(週一)~ 2003/4/12(週六)一週的信件，需要填入開始日期

2003/4/7，結束日期 2003/4/12。 

 資料庫統計：統計資料庫中所有的信件，也就能確保資料庫中的信件都被計算

到，不必填入時間 

 

圖表類別 

顯示圖表的類別，提供長條圖與折線圖二種圖表。管理者可點選信件數比例圖的 Bar，

來查看信件在每一個時間的分佈情形，例如你選擇的日報表，則會顯示該日每個小時的信

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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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3 

匯出 CSV 檔 

按下此鈕可將畫面所顯示的統計資料匯出成 CSV 檔，下載之後可使用 Microsoft 

Excel 開啟。 

8-2-2  統計列表 

統計列表，依照部門列出信件比例數、信件數、信件量比例圖、信件量、平均大小、

附件檔(該部門的附件類別統計，比如純文字檔佔多少、Word 檔又有多少)以及人員(可查

看部門下的人員信件統計)。 

 

圖 8-2-4 

1. 部門：一開始是列出第一層的部門，若是該部門下面還有子部門的話會顯示連結可

查看子部門的信件統計資料。 

2. 信件數比例圖：顯示該部門的信件數比例，可以得知此部門的信件佔了全公司的多

少部份。 

3. 信件數：該部門在其日期範圍內的正常信件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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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信件量比例圖：顯示該部門的信件量比例，需要注意的是有時候信件數並不代表信

件量也多。 

5. 信件量：該部門在其日期範圍內的正常信件總量。 

6. 平均大小：該部門的信件平均大小。 

7. 附件檔：可點選進去查看附件檔的統計，得知該部份那一類型的附件檔佔了多數。 

8. 人員：可點選進去查看員工的信件統計，得知該員工在該部門的信件狀況，並且可

查看該員工的附件統計、信件數、信件量以及直接查看他的信件。 

8-2-3  部門附件檔統計 

 顯示該部門信件的附件檔統計。 

 

圖 8-2-5 

1. 報表類別：設定要查閱的收入信件、寄出信件或者合併計算後來統計。選擇之後要

按"重新整理"按鈕，下面的資料才會更新。 

2. 匯出 CSV：在右上方的匯出 CSV 會匯出這部門所有的附件統計資料，而每一個小

表格的右上方也會有匯出 CSV 的按鈕，則是代表只匯出該子部門的附件統計資料。 

3. 展開所有子部門與部門總計：若該部門底下還有子部門，可透過此連結重整畫面後，

顯示所有的子部門的附件檔案統計。 

4. 表格欄位說明： 

 檔案類型︰列出有那些不同的附件檔案類別的統計資料，主要有 image(圖片)、

application(應用程式，如 Word Excel)、text(純文字檔)等。並且可點選箭頭

展開更詳細的子類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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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檔比例圖︰顯示附件為該類別的信件數比例。這裡的比例圖不能夠點選查

看更詳細的圖表，因此這樣比較不具意義，管理者並不會想知道每天有多少個

附件檔有 Word 檔案的信件數。 

 附件檔數︰統計附件檔屬於該類別的信件數。 

 附件量比例圖︰顯示附件為該類別的信件量比例。 

 附件檔量︰該類別附件檔的 Size 總和。 

 平均大小︰該類別附件檔的 Size 平均。 

8-2-4  人員信件統計 

 顯示屬於該部門的員工之信件統計，有信件數、信件量等統計值，我們可藉此了解員

工的信件狀況。 

 

圖 8-2-6 

1. 報表類別：設定要查閱的收入信件、寄出信件或者合併計算後來統計。選擇之後要

按"重新整理"按鈕，下面的資料才會更新。 

2. 圖表類別：顯示圖表的類別，提供長條圖與折線圖二種圖表。管理者可點選信件數

比例圖的 Bar，來查看信件在每一個時間的分佈情形，例如你選擇的日報表，則會

顯示該日每個小時的信件數。 

3. 匯出 CSV：在右上方的匯出 CSV 會匯出這部門所有的附件統計資料，而每一個小

表格的右上方也會有匯出 CSV 的按鈕，則是代表只匯出該子部門的附件統計資料。 

4. 表格欄位說明： 

 員工：列出此部門的所有員工，會依不同部門分為不同的表格。如果人員名字

上面有連結，表示可以檢視該員工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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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7 

 信件數比例圖：顯示該員工佔該部門的信件數比例圖，可點選此比例圖，會出

現長條圖或折線圖，可知道該員工在每一段時間的信件分佈。 

 

圖 8-2-8 

 信件數︰該員工的信件數。 

 信件量比例圖︰該員工的信件量佔部門總信件量的比例。 

 信件量︰該員工的信件量總合。 

 平均大小︰該員工的信件的平均大小。 

 附件檔︰點選附件檔圖示，可去查閱該員工的附件統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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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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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垃圾信件統計 

顯示垃圾信件流量統計表，顯示方式可設定依日、週、月、年、自定範圍以及資料庫

統計等時間間隔，幫助管理員了解在某一期間內的每個部門的垃圾郵件收發數量、比例以

及垃圾信評比分數等，除此之外還可檢閱部門員工的垃圾信件統計，並可將統計報表的數

據匯出成 CSV 檔供 Microsoft Excel 讀取。 

 

 

圖 8-3-1 

 

8-3-1  工具列 

 

圖 8-3-2 

 

報表類別 

1. 顯示寄出信件：只將寄出的信件作為統計的對象。 

2. 顯示收入信件：只將收入的信件作為統計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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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併顯示信件：統計寄出與收入合併計算後的信件。 

4. 人員名單外統計：統計不屬於公司員工的信件。 

 

選擇日期 

選擇欲查閱統計報表的時間區間。 

1. 日報表：選擇欲查閱統計報表的日期。 

2. 週報表：選擇欲查閱統計報表的那一週週日至週六任一日期，即可查閱當週的統

計報表。 

3. 月報表：選擇年、月，則會顯現當月的統計報表。 

4. 年報表：選擇年份，則會顯現該年的統計報表。 

5. 自訂範圍：選擇起迄日期，則會顯現該區間的統計報表。起迄日期計算的方式是

以大於等於開始日期的零點零分且小於結束日期的零點零分。舉例：希望查詢

2003/4/7(週一)~ 2003/4/12(週六)一週的信件，需要填入開始日期 2003/4/7，

結束日期 2003/4/12。 

6. 資料庫統計：統計資料庫中所有的信件，也就能確保資料庫中的信件都被計算到，

不必填入時間 

 

圖表類別 

顯示圖表的類別，提供長條圖與折線圖二種圖表。管理者可點選信件數比例圖的 Bar，

來查看垃圾信件在每一個時間的分佈情形，例如你選擇的日報表，則會顯示該日每個小時

的垃圾信件數。 

 

匯出 CSV 檔 

按下此鈕可將畫面所顯示的統計資料匯出成 CSV 檔，下載之後可使用 MicroSoft 

Excel 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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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統計列表 

 

圖 8-3-3 

 

1. 部門：一開始是列出第一層的部門，若是該部門下面還有子部門的話會顯示連結

可查看子部門的垃圾信件統計資料。 

2. 正常信件數：顯示該部門的正常信件數，也就系統判定非垃圾信或病毒信的信

件。 

3. 正常信件量：顯示該部門的正常信件總量。 

4. 垃圾信件數：顯示該部門的垃圾信件總數。 

5. 垃圾信件量：顯示該部門的垃圾信件總量。 

6. 放行信件數：顯示該部門的所放行的垃圾信件總數，一般而言，放行的垃圾信可

能為誤判或者是 User 不覺得是垃圾信的垃圾信。 

7. 平均分數：顯示該部門所有垃圾信的平均分數。 

8. 垃圾信比例：可得知垃圾信數在該部門的所有信件數所占的比例為何，我們可點

選此比例圖，查看該部門的統計圖表，有長條圖與折線圖可選擇。 

9. 人員：可點選進去查看員工的垃圾信件統計，得知該員工在該部門的正常信件數、

正常信件量、垃圾信件數、垃圾信件量、垃圾信平均分數、垃圾信比例以及直接

查看他的垃圾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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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人員垃圾信統計 

顯示屬於該部門的員工之垃圾信件統計，有垃圾信件數、垃圾信件量及垃圾信平均分

數等統計值，我們可藉此了解員工的垃圾信件狀況。 

 

 

圖 8-3-4 

 

報表類別 

設定要查閱的收入信件、寄出信件或者合併計算後來統計。選擇之後要按"重新整理"

按鈕，下面的資料才會更新。 

 

匯出 CSV 

在右上方的匯出 CSV 會匯出這部門所有的附件統計資料，而每一個小表格的右上方也

會有匯出 CSV 的按鈕，則是代表只匯出該子部門的附件統計資料。 

 

圖表類別 

顯示圖表的類別，提供長條圖與折線圖二種圖表。管理者可點選信件數比例圖的 Bar，

來查看垃圾信件在每一個時間的分佈情形，例如你選擇的日報表，則會顯示該日每個小時

的垃圾信件數。 

 

表格欄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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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員工︰列出此員工的所有員工，會依不同員工分為不同的表格。如果人員名字上

面有連結，表示可以檢視該員工的垃圾信。 

2. 正常信件數：顯示該員工的正常信件數，也就系統判定非垃圾信或病毒信的信

件。 

3. 正常信件量：顯示該員工的正常信件總量。 

4. 垃圾信件數：顯示該員工的垃圾信件總數。 

5. 垃圾信件量：顯示該員工的垃圾信件總量。 

6. 放行信件數：顯示該員工的所放行的垃圾信件總數，一般而言，放行的垃圾信可

能為誤判或者是 User 不覺得是垃圾信的垃圾信。 

7. 平均分數：顯示該員工所有垃圾信的平均分數。 

8. 垃圾信比例：可得知垃圾信數在該員工的所有信件數所占的比例為何，我們可點

選此比例圖，查看該部門的統計圖表，有長條圖與折線圖可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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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病毒信件統計 

 顯示病毒信件流量統計表，顯示方式可設定依日、週、月、年、自定範圍以及資料庫

統計等時間間隔，幫助管理員了解在某一期間內的每個部門的病毒郵件收發數量、比例等，

除此之外還可檢閱部門員工的病毒信件統計，並可將統計報表的數據匯出成 CSV 檔供

Microsoft Excel 讀取。 

 

 

圖 8-4-1 

 

8-4-1  工具列 

 

圖 8-4-2 

 

報表類別 

1. 顯示寄出信件：只將寄出的信件作為統計的對象。 

2. 顯示收入信件：只將收入的信件作為統計的對象。 

3. 合併顯示信件：統計寄出與收入合併計算後的信件。 

4. 人員名單外統計：統計不屬於公司員工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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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日期 

選擇欲查閱統計報表的時間區間。 

1. 日報表：選擇欲查閱統計報表的日期。 

2. 週報表：選擇欲查閱統計報表的那一週週日至週六任一日期，即可查閱當週的統

計報表。 

3. 月報表：選擇年、月，則會顯現當月的統計報表。 

4. 年報表：選擇年份，則會顯現該年的統計報表。 

5. 自訂範圍：選擇起迄日期，則會顯現該區間的統計報表。起迄日期計算的方式是

以大於等於開始日期的零點零分且小於結束日期的零點零分。舉例：希望查詢

2003/4/7(週一)~ 2003/4/12(週六)一週的信件，需要填入開始日期 2003/4/7，

結束日期 2003/4/12。 

6. 資料庫統計：統計資料庫中所有的信件，也就能確保資料庫中的信件都被計算到，

不必填入時間 

 

圖表類別 

顯示圖表的類別，提供長條圖與折線圖二種圖表。管理者可點選信件數比例圖的 Bar，

來查看病毒信件在每一個時間的分佈情形，例如你選擇的日報表，則會顯示該日每個小時

的病毒信件數。 

 

匯出 CSV 檔 

按下此鈕可將畫面所顯示的統計資料匯出成 CSV 檔，下載之後可使用 MicroSoft 

Excel 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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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統計列表 

 

圖 8-4-3 

 

1. 部門：一開始是列出第一層的部門，若是該部門下面還有子部門的話會顯示連結

可查看子部門的病毒信件統計資料。 

2. 正常信件數：顯示該部門的正常信件數，也就系統判定非病毒信或病毒信的信

件。 

3. 正常信件量：顯示該部門的正常信件總量。 

4. 病毒信件數：顯示該部門的病毒信件總數。 

5. 病毒信件量：顯示該部門的病毒信件總量。 

6. 放行信件數：顯示該部門的所放行的病毒信件總數，一般而言，放行的病毒信是

已經清除病毒的信件或者是無法掃描的附件的信件，不一定是病毒信，無法掃描

的原因有可能是 Word 檔或 Excel 檔有加密，無法掃裡頭的巨集病毒。 

7. 病毒信比例：可得知病毒信數在該部門的所有信件數所占的比例為何，我們可點

選此比例圖，查看該部門的統計圖表，有長條圖與折線圖可選擇。 

8. 人員：可點選進去查看員工的病毒信件統計，得知該員工在該部門的正常信件數、

正常信件量、病毒信件數、病毒信件量、病毒信比例以及直接查看他的病毒信件。 

 

8-4-3  人員病毒信統計 

顯示屬於該部門的員工之病毒信件統計，有病毒信件數、病毒信件量及病毒信平均分

數等統計值，我們可藉此了解員工的病毒信件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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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4-4 

 

報表類別 

設定要查閱的收入信件、寄出信件或者合併計算後來統計。選擇之後要按"重新整理"

按鈕，下面的資料才會更新。 

 

匯出 CSV 

在右上方的匯出 CSV 會匯出這部門所有的附件統計資料，而每一個小表格的右上方也

會有匯出 CSV 的按鈕，則是代表只匯出該子部門的附件統計資料。 

 

圖表類別 

顯示圖表的類別，提供長條圖與折線圖二種圖表。管理者可點選信件數比例圖的 Bar，

來查看病毒信件在每一個時間的分佈情形，例如你選擇的日報表，則會顯示該日每個小時

的病毒信件數。 

 

表格欄位說明 

1. 員工︰列出此員工的所有員工，會依不同員工分為不同的表格。如果人員名字上

面有連結，表示可以檢視該員工的病毒信。 

2. 正常信件數：顯示該員工的正常信件數，也就系統判定非病毒信或病毒信的信。 

3. 正常信件量：顯示該員工的正常信件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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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病毒信件數：顯示該員工的病毒信件總數。 

5. 病毒信件量：顯示該員工的病毒信件總量。 

6. 放行信件數：顯示該員工的所放行的病毒信件總數，一般而言，放行的病毒信可

能為誤判或者是 User 不覺得是病毒信的病毒信。 

7. 病毒信比例：可得知病毒信數在該員工的所有信件數所占的比例為何，我們可點

選此比例圖，查看該部門的統計圖表，有長條圖與折線圖可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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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正常信件排行榜 

正常信件排行榜可依指定的部門、時間區段，針對寄件數、寄件量、信件大小等條件

列出排行。 

 

 

圖 8-5-1 

8-5-1 工具列 

透過不同選項設定，可以讓管理者看到不同種類的排名結果。 

 

 

圖 8-5-2 

 

1. 檢索部門：可選擇全公司、部門以及公司以外的排名等，若選擇部門的話則表示統

計的對像包含了全公司的員工，而只選擇某一部門的話，表示統計對像只包含該部

門的員工；同樣地，公司以外的排名，就是以非公司員工的為統計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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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5-3 

2. 包含子部門：如果勾選包含子部門的話，表示該部門底下的子部門皆會一起統計進

來；如果不勾選包含子部門的話，則表示，只統計該部門的人員，並不含子部門的

人員，這點管理者需要特別注意。 

3. 選擇時間：主要分成六種時間區段，日排行、週排行、月排行、年排行、自訂日期

排行以及資料庫統計排行，請點選需要的時間類區段，再選擇日期。 

4. 類別：包含「全部」、「收入」及「寄出」等信件。 

5. 排行類別：包含「來源 IP 位址排名」、「網域排名」、「員工排名」，可選擇需要的資

訊檢索排行。 

 來源 IP 位址排名：依照正常信的 IP 位址來分別統計，就可知道正常信從那此

來源 IP 位址寄過來的，可以作為要不要把這個 IP 加入白名單的一個依據。 

 網域排名：會依照正常信的來源網域來分別統計，就可知道正常信從那些來源

網域寄過來的，可以作為要不要把這個網域加入白名單的一個依據。 

 員工排名：依照員工的正常信件數作排名，可以知道那些員工的正常信件數是

最多的。 

 

圖 8-5-4 

6. 排名數：選擇排名的數量，組態設定中所設定僅為預設排名數，可在此處修改。 

8-5-2  排行列表 

依「排行榜檢索」設定所得的排行結果，會顯示排行類別與日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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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5-5 

 

1. 排名：依序顯示排名。 

2. 來源 IP 位址排名/網域排名/員工排名：顯示排行的類別，可點選下方的連結來查看

信件。 

3. 信件數：顯示該排行類別的信件數。 

4. 信件量：顯示該排行類別的信件量。 

5. 平均大小：顯示該排行類別的平均信件大小。 

 

8-5-3  加入黑白名單 

如果排行類別為「來源 IP 位址排名」、「網域排名」時，會出現加入黑白名單的按鈕，

我們可以直接從統計出來的結果，選取排名項目並加入黑白名單。 

 

 

圖 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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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入黑名單：可直接選取統計結果的物件，如來源 IP 位址以及來源網域等，直接加

入黑名單。 

2. 加入白名單：可直接選取統計結果的物件，如來源 IP 位址以及來源網域等，直接加

入白名單。 

8-5-4  友善列印 

將排行榜資料以適合列印的方式顯示。點選之後，會跳出一個「友善列印」的畫面，

直接點選"列印"，瀏覽器會自動使用電腦所設定的印表機來列印。要離開「友善列印」的

畫面，請直接關閉該視窗即可。 

 

8-5-5  匯出 CSV 

將排行榜資料匯出成 CSV 檔，可儲存於 PC 上再使用 Microsoft Excel 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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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垃圾信件排行榜 

垃圾信件排行榜可依指定的部門、時間區段，針對垃圾信件來源 IP 位址、垃圾信件來

源網域、寄件者、收件者等條件列出排行。 

 

 

圖 8-6-1 

 

8-6-1 工具列 

透過不同選項設定，可以讓管理者看到不同種類的排名結果。 

 

 

圖 8-6-2 

 

1. 檢索部門：可選擇全公司、部門以及公司以外的排名等，若選擇部門的話則表示統

計的對像包含了全公司的員工，而只選擇某一部門的話，表示統計對像只包含該部

門的員工；同樣地，公司以外的排名，就是以非公司員工的為統計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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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包含子部門：如果勾選包含子部門的話，表示該部門底下的子部門皆會一起統計進

來；如果不勾選包含子部門的話，則表示，只統計該部門的人員，並不含子部門的

人員，這點管理者需要特別注意。 

3. 選擇時間：主要分成六種時間區段，日排行、週排行、月排行、年排行、自訂日期

排行以及資料庫統計排行，請點選需要的時間類區段，再選擇日期。 

4. 排行類別：包含「垃圾信來源 IP 位址排名」、「垃圾信件來源網域排名」、「寄件者排

名」、「收件者排名」，可選擇需要的資訊檢索排行。 

 垃圾信來源 IP 位址排名：會依照垃圾信的 IP 位址來分別統計，就可知道垃圾

信從那來些 IP 位址寄過來的，可以作為要不要把這個 IP 加入黑名單的一個依

據。 

 垃圾信件來源網域排名：會依照垃圾信的來源網域來分別統計，就可知道垃圾

信從那來些網域寄過來的，可以作為要不要把這個網域加入黑名單的一個依

據。 

 寄件者排名：依照寄件者的垃圾信件數作排名，可以知道那些寄件者的垃圾信

件數是最多的。 

 收件者排名：依照收件者的垃圾信件數作排名，可以知道那些收件者的垃圾信

件數是最多的。 

5. 排名數：選擇排名的數量，組態設定中所設定僅為預設排名數，可在此處修改。 

 

8-6-2  排行列表 

依「排行榜檢索」設定所得的排行結果，會顯示排行類別與日期範圍。 

 

 

圖 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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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排名：依序顯示排名。 

2. 垃圾信來源 IP 位址排名/垃圾信來源網域排名/寄件者排名/收件者排名：顯示排行

的類別，可點選下方的連結來查看信件。 

3. 垃圾信件數：顯示寄(收)的垃圾信件數。 

4. 垃圾信件量：顯示寄(收)的垃圾信件量。 

5. 放行信件數：顯示放行的信件數。 

6. 放行信件量：顯示放行的信件量。 

7. 平均分數：顯示平均的 spam 分數。 

 

8-6-3  加入黑白名單 

如果排行類別為「垃圾信來源 IP 位址排名」、「垃圾信件來源網域排名」及「寄件者排

名」時，會出現加入黑白名單的按鈕，我們可以直接從統計出來的結果，選取排名項目並

加入黑白名單。 

 

 

圖 8-6-4 

 

1. 加入黑名單：可直接選取統計結果的物件，如寄件者、來源 IP 位址以及來源網域等，

直接加入黑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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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入白名單：可直接選取統計結果的物件，如寄件者、來源 IP 位址以及來源網域等，

直接加入白名單。 

8-6-4  友善列印 

將排行榜資料以適合列印的方式顯示。點選之後，會跳出一個「友善列印」的畫面，

直接點選"列印"，瀏覽器會自動使用電腦所設定的印表機來列印。要離開「友善列印」的

畫面，請直接關閉該視窗即可。 

 

8-6-5  匯出 CSV 

將排行榜資料匯出成 CSV 檔，可儲存於 PC 上再使用 Microsoft Excel 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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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稽核信件排行榜 

此為授權郵件稽核(iSherlock-MailAudit)才有的功能，包含了 “稽核規則命中數統計” 

與 “員工命中稽核規則統計”。可依時間區段與排行名次等條件列出排行。 

 

 

圖 8-7-1 

 

8-7-1 工具列(稽核規則命中數統計) 

透過不同選項設定，可以讓管理者看到不同種類的排名結果。 

 

 

圖 8-7-2 

 

1. 選擇日期：主要分成六種時間區段，日排行、週排行、月排行、年排行、自訂日期

排行以及資料庫統計排行，請點選需要的時間類區段，再選擇日期。 

2. 排行名次：選擇排名的數量，組態設定中所設定僅為預設排名數，可在此處修改。 

8-7-2 工具列(員工命中稽核規則統計) 

透過不同選項設定，可以讓管理者看到不同種類的排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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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7-3 

 

1. 選擇日期：主要分成六種時間區段，日排行、週排行、月排行、年排行、自訂日期

排行以及資料庫統計排行，請點選需要的時間類區段，再選擇日期。 

2. 信件流向：依照信件流向來統計稽核信件，分為全部信件、收入信件以及寄出信件。 

3. 選取規則：此下拉選單的內容為您在 [郵件稽核 > 規則管理] 所建立的規則列表，

可直接查詢命中某一規則的員工統計。 

4. 排行名次：選擇排名的數量，組態設定中所設定僅為預設排名數，可在此處修改。 

 

8-7-3  排行列表(稽核規則命中數統計) 

依「排行榜檢索」設定所得的排行結果，會顯示排行類別與日期範圍。 

 

 

圖 8-7-4 

 

1. 排名：依序顯示排名。 

2. 規則編號：顯示命中的規則編號，點選連結，會跳出視窗列出命中此規則的所有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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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7-5 

3. 處理動作：命中稽核規則的處理動作 

4. 信件數：命中稽核規則的信件總數，預設為依照信件數，由大到小排序。 

5. 稽核人員 – 處理動作：列出經過稽人員處理後的信件數。 

 

8-7-4  排行列表(員工命中稽核規則統計) 

依「排行榜檢索」設定所得的排行結果，會顯示排行類別與日期範圍。 

 

 

圖 8-7-6 

 

1. 排名：依序顯示排名。 

2. 員工排名：列出員工 Email，表示該員工寄出或收信的信件命中 “選取規則”的信

件總數。 

3. 信件數：員工命中稽核規則的信件總數。 

4. 信件量：員工命中稽核規則的信件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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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5  友善列印 

將排行榜資料以適合列印的方式顯示。點選之後，會跳出一個「友善列印」的畫面，

直接點選"列印"，瀏覽器會自動使用電腦所設定的印表機來列印。要離開「友善列印」的

畫面，請直接關閉該視窗即可。 

 

8-7-6  匯出 CSV 

將排行榜資料匯出成 CSV 檔，可儲存於 PC 上再使用 Microsoft Excel 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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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病毒信件排行榜 

病毒信件排行榜可依指定的時間區段與檢索部門，針對病毒排名、病毒來源 IP 位址排

名、病毒來源網域排名、寄件者排名、收件者排名等條件列出排行。 

 

圖 8-8-1 

 

8-8-1 工具列 

透過不同選項設定，可以讓管理者看到不同種類的排名結果。 

 

 

圖 8-8-2 

 

1. 檢索部門：可選擇全公司、部門以及公司以外的排名等，若選擇部門的話則表示統

計的對像包含了全公司的員工，而只選擇某一部門的話，表示統計對像只包含該部

門的員工；同樣地，公司以外的排名，就是以非公司員工的為統計對象。 

2. 包含子部門：如果勾選包含子部門的話，表示該部門底下的子部門皆會一起統計進

來；如果不勾選包含子部門的話，則表示，只統計該部門的人員，並不含子部門的

人員，這點管理者需要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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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擇時間：主要分成六種時間區段，日排行、週排行、月排行、年排行、自訂日期

排行以及資料庫統計排行，請點選需要的時間類區段，再選擇日期。 

4. 排行類別：包含「病毒排名」、「病毒來源 IP 位址排名」、「病毒來源郵件網域排名」、

「寄件者排名」、「收件者排名」，可選擇需要的資訊檢索排行。 

 病毒排名：依病毒類型統計病毒郵件數的排名，點選病毒名稱可看到與該病毒

相關的信件。 

 病毒來源 IP 位址排名：依病毒來源(病毒來源 IP 位址)統計病毒信件數的排名，

點入 IP 位址可看到與該 IP 位址相關的病毒信件。 

 病毒來源郵件網域排名：依寄收件者的郵件網域(mail domain)做排名。 

 寄件者排名：依寄件者所寄出的信件總數做為排名。 

 收件者排名：依收件者所接收的信件總數做為排名。 

5. 排名數：選擇排名的數量，組態設定中所設定僅為預設排名數，可在此處修改。 

 

8-8-2  排行列表 

依「排行榜檢索」設定所得的排行結果，會顯示排行類別與日期範圍。 

 

 

圖 8-8-3 

 

1. 排名：依序顯示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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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病毒排名/病毒來源 IP 位址排名/病毒來源郵件網域排名/寄件者排名/收件者排名：

顯示排行的類別，可點選下方的連結來查看信件。 

3. 病毒信件數：顯示寄(收)的病毒信件數。 

4. 病毒信件量：顯示寄(收)的病毒信件量。 

5. 放行信件數：顯示放行的信件數。 

6. 放行信件量：顯示放行的信件量。 

 

8-8-3  加入黑白名單 

如果排行類別為「病毒來源 IP 位址排名」、「病毒來源郵件網域排名」及「寄件者排名」

時，會出現加入黑白名單的按鈕，我們可以直接從統計出來的結果，選取排名項目並加入

黑白名單。 

 

 

圖 8-8-4 

 

1. 加入黑名單：可直接選取統計結果的物件，如寄件者、來源 IP 位址以及來源網域等，

直接加入黑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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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入白名單：可直接選取統計結果的物件，如寄件者、來源 IP 位址以及來源網域等，

直接加入白名單。 

8-8-4  友善列印 

將排行榜資料以適合列印的方式顯示。點選之後，會跳出一個「友善列印」的畫面，

直接點選"列印"，瀏覽器會自動使用電腦所設定的印表機來列印。要離開「友善列印」的

畫面，請直接關閉該視窗即可。 

 

8-8-5  匯出 CSV 

將排行榜資料匯出成 CSV 檔，可儲存於 PC 上再使用 Microsoft Excel 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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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連線數統計 

連線數統計是將伺服器對信件處理的狀況記錄作一個分類統計，透過這樣的整理，管

理者可以了解 MailSherlock 處理信件的狀況來判斷信件的處理上發生了什麼問題。 

 

 

圖 8-9-1 

 

8-9-1  工具列 

可檢視不同時間區間收信紀綠統計，如日報表、週報表、月報表、年報表、自訂範圍

區間以及資料庫範圍，請點選需要的時間類區段，再選擇日期。 

 

 

圖 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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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2  收信記錄統計列表 

 

圖 8-9-3 

 

1. 排名：使用信件狀態來分類，並依照每個狀態的信件數來作排名，因此可知何種狀

態的信件數所佔的比例。 

2. 信件狀態分類：可以看到前面有一個大寫的字母表示主類別，後方即接著說明，方

便管理者了解類別的意義為何，而有些類別具有子類別，則會顯示可連結的底線，

點選之後查看更細的子類別，例如 Antispam 下的類別還有 Anti-Spam 引擎評定

為垃圾信件、假冒本地端寄件者等等。 

3. 總件數：屬於該類別的信件的總數。 

4. 檢視信件：點選信件的圖示可以查看屬於該類別的信件。 

 

8-9-3  友善列印 

將排行榜資料以適合列印的方式顯示。點選之後，會跳出一個「友善列印」的畫面，

直接點選"列印"，瀏覽器會自動使用電腦所設定的印表機來列印。要離開「友善列印」的

畫面，請直接關閉該視窗即可。 

 

8-9-4  匯出 CSV 

將排行榜資料匯出成 CSV 檔，可儲存於 PC 上再使用 Microsoft Excel 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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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放行信件統計 

 放行信件統計是依據 MailSherlock User 所放行的信件，依照寄件者、收件者、來源

IP 位址以及來源網域作為統計對象，並列出其放行信件數為何。 

 

 

 圖 8-10-1 

 

8-10-1 工具列 

透過不同選項設定，可以讓管理者看到不同種類的排名結果。 

 

 

圖 8-10-2 

 

1. 選擇時間：主要分成六種時間區段，日排行、週排行、月排行、年排行、自訂日期

排行以及資料庫統計排行，請點選需要的時間類區段，再選擇日期。 

2. 排行類別：包含「收件者 Email」、「寄件者 Email」、「來源 IP 位址」、「來源網域」，

可選擇需要的資訊檢索排行。 

 收件者 Email：依收件者 Email 統計的放行信件數來排名。 

 寄件者 Email：依寄件者 Email 統計的放行信件數來排名。 

 來源 IP 位址：依來源 IP 位址統計的放行信件數來排名。 

 來源網域：依來源郵件網域統計的放行信件數來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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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排名數：選擇排名的數量，組態設定中所設定僅為預設排名數，可在此處修改。 

 

8-10-2  排行列表 

依「排行榜檢索」設定所得的排行結果，會顯示排行類別與日期範圍。 

 

 

圖 8-10-3 

 

1. 排名：依序顯示排名。 

2. 收件者 Email/寄件者 Email/來源 IP 位址/來源網域：顯示排行的類別，可點選下方

的連結來查看信件。 

3. 放行信件數：顯示放行的信件數。 

 

8-10-3  加入黑白名單 

如果排行類別為「寄件者 Email」、「來源 IP 位址」及「來源網域」時，會出現加入黑

白名單的按鈕，我們可以直接從統計出來的結果，選取排名項目並加入黑白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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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0-4 

 

1. 加入黑名單：可直接選取統計結果的物件，如寄件者、來源 IP 位址以及來源網域等，

直接加入黑名單。 

2. 加入白名單：可直接選取統計結果的物件，如寄件者、來源 IP 位址以及來源網域等，

直接加入白名單。 

8-10-4  友善列印 

將排行榜資料以適合列印的方式顯示。點選之後，會跳出一個「友善列印」的畫面，

直接點選"列印"，瀏覽器會自動使用電腦所設定的印表機來列印。要離開「友善列印」的

畫面，請直接關閉該視窗即可。 

 

8-10-5  匯出 CSV 

將排行榜資料匯出成 CSV 檔，可儲存於 PC 上再使用 Microsoft Excel 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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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SpamCheck 分數統計 

 MailSherlock 主機處理過的信件皆會被標示一個分數，這些分數表示為命中的垃圾

信規則分數總合。如果是來自白名單(IP、Email、Domain)的信件，便會跳脫 SpamCheck 

掃描，其分數就會被指派為 0 分。SpamCheck 分數統計，就是統計各分數區間的信件數，

而區間的範圍則是最低分至最高分以及組距來決定，從長條圖便可得到正常信與垃圾信的

分數分佈情形。 

8-11-1  工具列 

可檢視不同時間區間信件，如日報表、週報表、月報表、年報表、自訂範圍區間以及

資料庫範圍。並且可能設定分數範圍區間，透過設定最低分、最高分以及組距，請設定組

距數((最高分-最低份)/組距)不要過大，否則會造成計算過久，而且圖表也都會擠在一起，

不方便觀看。 

 

圖 8-11-1 

8-11-2  統計圖表 

 列出各分數區間(X 軸)的信件數(Y 軸)統計，其中綠色部份為正常信，紅色部份為垃圾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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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1-2 

 

8-11-3  組距統計列表 

 在本頁的下方會用文字列出各組距的信件數，並且每個組距都有連結，點下去就可以

直接去查閱分數位於該組距的信件。 

  

 

圖 8-11-3 

 

8-11-4  友善列印 

將排行榜資料以適合列印的方式顯示。點選之後，會跳出一個「友善列印」的畫面，

直接點選"列印"，瀏覽器會自動使用電腦所設定的印表機來列印。要離開「友善列印」的

畫面，請直接關閉該視窗即可。 

 

8-11-5  匯出 CSV 

將排行榜資料匯出成 CSV 檔，可儲存於 PC 上再使用 Microsoft Excel 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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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DoS 連線次數統計 

 DoS 攻擊係指惡意攻擊者企圖用大量的連線來癱瘓對方的伺服器，使得對方的服務中

斷。DoS 連線次數統計係統計發生 DoS 攻擊的連線 IP 位址，我們可以從統計資料看出

DoS 攻擊都是來自那些 IP 位址。我們也可以將這些 IP 位址加入 IP 黑名單，避免系統資源

被這些惡意連線所占據，使得正常的 SMTP 服務得以正常運作。 

 

8-12-1  工具列 

可檢視不同時間區間的 DoS 連線次數統計，如日報表、週報表、月報表、年報表、

自訂範圍區間以及資料庫範圍，也可自訂排行名次，預設為 15 名。 

 

 

圖 8-12-1 

 

8-12-2  排行列表 

依「排行榜檢索」設定所得的排行結果，會顯示排行類別與日期範圍。 

 

 

圖 8-12-2 

 

1. 排名：依序顯示排名。 

2. IP 位址：顯示 DoS 攻擊的連線 IP 位址，可點選下方的連結來查看連線狀態。 

3. 連線次數：顯示 DoS 攻擊的 IP 連線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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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比例：顯示 DoS 攻擊連線次數的比例圖。 

 

8-12-3  統計圖表 

 

 我們同時提供圓餅圖，來顯示 IP 分佈的比例，以供管理者參考。 

 

圖 8-12-3 

 

8-12-4  友善列印 

將排行榜資料以適合列印的方式顯示。點選之後，會跳出一個「友善列印」的畫面，

直接點選"列印"，瀏覽器會自動使用電腦所設定的印表機來列印。要離開「友善列印」的

畫面，請直接關閉該視窗即可。 

 

8-12-5  匯出 CSV 

將排行榜資料匯出成 CSV 檔，可儲存於 PC 上再使用 Microsoft Excel 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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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垃圾信類別統計 

垃圾信類別統計主要是將垃圾信加以分類統計，分類的項目包含「金融」、「減肥瘦身」、

「毒品」、「電子報」、「賭博」、「遊戲」、「貸款」、「網路行銷」、「醫藥/保健」、「風水命理」、

「色情」、「商品促銷」、「網路購物」、「軟體/光碟」、「旅遊」、「圖片垃圾信」、「其他」等。 

 

8-13-1  工具列 

可檢視不同時間區間的垃圾信類別統計，如日報表、週報表、月報表、年報表、自訂

範圍區間以及資料庫範圍。 

 

 

圖 8-13-1 

 

8-13-2  垃圾信類別統計列表 

依垃圾信分類的結果，會顯示在日期範圍內的類別名稱與垃圾信件數。 

 

 

圖 8-13-2 

 

1. 類別名稱：顯示垃圾信類別名稱。 

2. 垃圾信件數：顯示該類別的垃圾信件數。 

3. 垃圾信件量：顯示該類別的垃圾信件量。 

4. 垃圾信件數比例：顯示垃圾信件數的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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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3  統計圖表 

 

 我們同時提供圓餅圖，來顯示垃圾信類別分佈的比例，以供管理者參考。 

 

圖 8-13-3 

 

8-13-4  友善列印 

將排行榜資料以適合列印的方式顯示。點選之後，會跳出一個「友善列印」的畫面，

直接點選"列印"，瀏覽器會自動使用電腦所設定的印表機來列印。要離開「友善列印」的

畫面，請直接關閉該視窗即可。 

 

8-13-5  匯出 CSV 

將排行榜資料匯出成 CSV 檔，可儲存於 PC 上再使用 Microsoft Excel 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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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報表寄送排程 

這裡可新增報表寄送排程與列出管理者所設定的所有報表排程設定，並且可以進行批

次刪除/啟用的設定，在點選報表別名的連結可編輯該項報表排程設定。 

 

 

圖 8-14-1 

 

『新增報表寄送排程』連結 

點選之後會至『新增報表寄送排程』的頁面, 進行新增的動作。 

 

『報表寄送排程』列表說明 

這裡會列出管理者所設定的所有報表寄送排程設定, 可在這裡設定 "刪除"、"啟用"以

及"編輯" 各項報表寄送排程設定。 

1. 刪除：管理者可一次勾選多筆報表寄送排程設定進行刪除的動作, 當勾選之後, 再按

下 "儲存" 按鈕即立即生效。 

2. 啟用：管理者可一次勾選多筆報表寄送排程設定進行啟用或不啟用(取消排程)的動

作, 當勾選之後, 再按下 "儲存" 按鈕即立即生效。 

3. 報表別名：報表別名具有連結可點選, 以供管理者至編輯畫面，進行該項報表寄送

排程的設定修改。 

4. 報表種類：秀出報表的種類, 如伺服器信件總覽, 正常信件統計, ... 等等。 

5. 時間：秀出報表的時間範圍, 是屬於日報表、週報表、月報表或者資料庫統計。 

6. 報表收件者：收取報表的收件者 Email 位址。 

7. 排程時間：報表定期寄送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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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儲存 "按鈕"： 搭配設定 "刪除", "啟用" 所使用, 按下儲存後才會生效。 

 

8-14-1  新增報表寄送排程 

新增一筆報表寄送排程設定。 

 

 

圖 8-14-2 

 

1. 報表種類：可選擇統計報表模組所提供的全部報表，選擇某一報表種類後，下方的

表單會動態改變，因為每一份報表可選擇的統計資料都不同。 

2. 報表類別：依報表種類不同可選擇信件數、信件量、合併顯示信件、顯示收入信件

與顯示寄出信件等。 

3. 選擇日期：提供日、週、月、年報表與資料庫統計。 

4. 時間區間：依日、週、月、年報表與資料庫統計而有所不同。例如選擇週報表時，

可選擇前一週或當週，報表中信件的時間範圍就是排程執行的那個時間點的當週或

前一週。 

5. 檢索部門：選擇該部門的統計資料。 

6. 統計項目：依照不同的報表種類而有所不同，可能是來源 IP 位址排名、網域排名、

員工排名、部門統計、員工統計、部門附件統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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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排行名次：如果是排行榜類型的種類報表，可自訂要排行的名次。 

8. SpamCheck 分數：只有 SpamCheck 分數統計才需輸入最低分、最高分與組距。 

9. 報表別名：可以自己替這個報表建立一個別名，方便管理者記憶。 

10. 報表收件者：分為 Email 位址與 MailSherlock 權限群組。若為 Email 位址，則上

方的檢索部門，即為寄送的報表會以該部門為統計範圍；若為 MailSherlock 權限

群組的話，我們會將報表寄送給該群組中的所有管理員，並且依照他們所管理的部

門作為檢索部門。我們以實際案例來說明，假設 xAuditorACL 下有三位管理員，分

別管理研發部、財務部、業務部。那麼，報表寄送時，會分別寄給這三位管理員，

並且報表內容為該管理員所管理部門的統計資料。 

11. 排程設定：設定是否要啟用排程設定，如果選擇 “是” 的話，可自訂依每日、每

週、每月的時間來寄送。 

 

8-14-2  編輯報表寄送排程 

 編輯管理者所選的報表寄送排程設定。基本操作與新增報表寄送排程相同，只是不能

夠修改 ”報表種類”，在此可刪除此項報表寄送排程設定以及立即寄送報表。 

 

 

圖 8-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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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3  收取寄送的統計報表 

 管理者在設定報表寄送排程後，待排程的時間一到，至個人信箱收取信件即可。

MailSherlock 寄送的統計報表如圖 8-14-4，除了有統計報表中的內容之外，還有一個可

登入 MailSherlock 的連結，管理員收到報表後，可按下該連結，登入系統(為了安全性，

需要輸入帳號與密碼)，會直接導向相同的報表內容的畫面，管理員可點選相關功能來查看

更詳盡的統計資料與信件內容。 

 

圖 8-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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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組態設定 

可依照管理者的習慣來設定預設的報表類別、時間範圍、排行類別等。例如，在「伺

服器信件總覽-預設值」中設定日期範圍為“日”時，“開啟”顯示部門統計分佈，那麼管

理者一進入「伺服器信件總覽」，就會依照所設定的預設值呈現，方便管理者使用報表功

能。 

 

伺服器信件總覽-預設值 

設定統計報表模組中的伺服器信件總覽的預設日期，由使用者決定一進入伺服器信件

總覽的統計日期為何，根據管理者的需求不同可設定日報表、月報表、週報表。而「顯示

部門統計分佈」則是設定要不要在伺服器信件總覽的地方顯示部門統計分佈。 

 

信件統計-預設值 

設定統計報表模組中的信件統計、垃圾信件統計、病毒信件統計的預設報表類別、時

間以及圖表類別。報表類別有四種設定：一、顯示寄出信件；二、顯示收入信件；三、合

併顯示信件，也就是將寄出、收入合併計算統計；四、人員名單外統計，也就是非公司員

公的信件統計。日期範圍則可以選擇日、週、月、年、使用者自訂、資料庫統計等範圍，

視使用者的需求而定，而圖表類別有長條圖與折線圖可供選擇查看。此外，在信件統計、

垃圾信件統計、病毒信件中的比例圖皆可用滑鼠左鍵點選查看其統計圖表的信件分佈。 

 

排行榜-預設值 

設定統計報表模組中的信件排行榜、垃圾信件排行榜、稽核信件排行榜、病毒信件排

行榜的預設日期範圍、排行名次、員工資訊顯示等，而在每一個排行榜中分別可指定預設

的排行類別為何，如信件排行榜，可設定收件數，那麼進入信件排行檔時，就會依照收件

數來作排名，管理者便可以很輕易地知道誰的收件數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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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5-1 

 

連線數統計-預設值 

設定統計報表模組中的連線數統計的預設日期範圍。 

 

放行信件統計-預設值 

設定統計報表模組中的放行信件統計的預設日期範圍及排行名次等，並且可設定預設

正常信件排行類別，包含收件者 Email、寄件者 Email、來源 IP 位址以及來源網域等。 

 

SpamCheck 分數統計-預設值 

設 定 統 計 報 表模 組 中的 SpamCheck 分數統 計 的 預 設 日期 範 圍 以 及 圖 表 顯 示

SpamCheck 分數的最低分、最高分及組距設定等。 

 

DoS 連線次數統計-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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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統計報表模組中的 DoS 連線次數統計的預設日期範圍及排行名次等。 

 

 

圖 8-15-2 

第 9 章    資料庫管理 

資料庫管理包括資料庫設定、MySQL 帳號管理、資料庫總覽、資料庫檢測、備份檔

案管理、郵件備份排程、郵件備份回存、郵件保存期限、Near-line DB 設定、備援資料庫

管理、遠端備份設定、資料庫管理警訊及組態設定。 

 

此模組可顯示資料庫中的資料概況，提供資料備份及回復機制，並支援硬碟、FTP、

NFS、網路芳鄰及磁帶備份，方便查閱備份狀況；提供信件保存期限設定，以彈性管理資

料庫的硬碟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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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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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資料庫設定 

 

圖 9-1-1 

 

資料庫設定 

資料庫所在主機：設定資料庫所在的位置，可以是在 MailSherlock 主機位置，也可

以另外建立一個 DB Server，專門存放資料。目前僅支援 MySQL 資料庫。 

 

 

圖 9-1-2 

 

分流資料庫設定 (選購) 

 MailSherlock 儲 存 在 資 料 庫 的 信 件 分 有  Incoming 及  Outgoing 兩 種 ，

MailSherlock 提供資料庫分流功能，可設定 Incoming 與 Outgoing 信件分別儲存在

不同資料庫。 

1.  遠端資料庫類別：設定遠端資料庫儲存的信件種類。 

2.  遠端資料庫所在主機：設定遠端資料庫 IP。 

3.  帳號 / 密碼：設定連線遠端資料庫的帳號 / 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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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3 

 

DB Server 功能設定 

此功能用於多台 AP 共用一台 DB Server。 

1. 是否將自身作為 DB Server：此台 MailSherlock 資料庫是否為 DB Server？是

否為其他 AP 主機所共用? 

2. 設定允許連接的 DB Client IP 位址： 在此處設定的 AP 主機 IP 才能與本主機

的 DB Server 連線。  

3. 給 DB Client 使用的帳號： AP 主機連線登入的帳號。  

4. 給 DB Client 使用的密碼： AP 主機連線登入的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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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MySQL 帳號管理 

在 MailSherlock 預設的 MySQL 中，其 root 帳號的密碼為空白，當然只允許

本機的連線，所以客戶可以放心安全性的問題。但這邊也讓客戶可以更改 root 帳號

的密碼，若是在 [資料庫管理 > 資料庫設定] 中的資料庫設定，也是連線本機的話，

密碼會同步修改過去。 

 

 

圖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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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資料庫總覽 

顯示資料庫中的資料概況，表列 /var/lib/mysql 分割區的磁碟大小、已使用空

間、剩餘空間、使用比例、MailSherlock 最大資料表大小、表格 MailInfo 目前最

大索引值、表格 AttachInfo 目前最大索引值及表格 LogInfo 目前最大索引值。 

 

 

圖 9-3-1 

 

1. 分割區：/var/lib/mysql 分割區。 

2. 磁碟大小：/var/lib/mysql 分割區的大小。 

3. 已使用空間：/var/lib/mysql 已經使用的空間。 

4. 剩餘空間：/var/lib/mysql 還剩餘的可用空間，在修復損毀資料表時，剩餘空間必

須大於 MailSherlock 最大資料表大小。 

5. 使用比例：/var/lib/mysql 使用比例。 

6. MailSherlock 最大資料表大小：目前 MailSherlock 資料庫中，最大的資料表大

小。 

7. 表格 MailInfo 目前最大索引值：目前 MailSherlock 資料庫中，MailInfo 表格的

最大 MID 值。 

8. 表格 AttachInfo 目前最大索引值：目前 MailSherlock 資料庫中，AttachInfo 表

格的最大 AID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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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表格 LogInfo 目前最大索引值：目前 MailSherlock 資料庫中，LogInfo 表格的最

大 LID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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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資料庫檢測 

由於 MySQL 的資料表可能毀損，MailSherlock 在此提供檢測資料庫與修復的功

能，如果管理者發現以下特徵，就可能是資料表壞掉所造成的： 

 

1. 與資料庫有關的程序，如 maillog、mailfilterlog 等無法運作，即使按了重新啟動，

其狀態依舊是停止的，此時就很有可能是資料表損壞所造成的。 

2. 利用 MailSherlock Web 操作介面進行「信件查詢」等功能，發現都查不到資料，

或者是顯示 SQL 語法「can not execute」。 

 

發現以上的狀況，看可到此來查看是否有資料表毀損的情形，如果有的話，可點

選「立即修復所有毀損 Table」，請注意，根據資料庫的大小與系統的效能，修復時間

可能不一定，一般而言 2G 的資料表容量要花的時間約 10 分鐘至 15 分鐘不等。 

 

圖 9-4-1 

9-4-1  快速檢測資料庫 

快速檢測僅針對資料庫 Table 是否可以正常查詢資料做檢測，並不能保證資料庫 

Table 的寫入可以正常運作或是無其他異常。需要更詳細的檢查請使用詳細檢測資料

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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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  詳細檢測資料庫 

利用資料庫檢測工具，對資料庫 Table 狀態進行詳細檢測，其檢測結果準確，但

耗費時間久。 

9-4-3  立即修復所有毀損 Table 

如發有毀損的 Table，在檢測之後會顯示 Table 毀損個數大於 0，此時可點選「立

即修復所有毀損 Table」的按鈕，進行修復的工作，同時，也會顯示修復的進度 Log，

以利管理者了解修復進度。 

由於程式的 Log 是隨時在變動的，管理者可以按「顯示最新修復進度」的按鈕來

顯示最新的修復進度。 

 

圖 9-4-2 

注意事項： 

1. 由於修復 Table 需要有足夠的硬碟空間(/var/lib/mysql)，才能夠修復，因此修復程

式若發現空間不足，會自動停止修復，管理者可聯絡桓基客服專線或信件，請工程

師協助，解決此問題。 

2. [ 訊息通報 | 通報名單 ]中若是有設定監看「處理程序」，如果發現 maillog 與

mailfilterlog 停止運作時，並發現為資料庫問題時，也會自動呼叫修復資料庫的程

式。此時，修復程式發現空間不足會透過警訊來通知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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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備份檔案管理 

備份檔案管理可執行手動備份，依設定的時間範圍及檔案格式備份，並可指定

備份後將已匯出的信件資料從資料庫中刪除。 

 

 

圖 9-5-1 

 

9-5-1  備份檔案管理 

立即執行備份動作，將選定的資料從資料庫中匯出成備份檔。 

 

1. 備份資料：分為「正常信件」、「垃圾信(非隔離區)」、「稽核信」、「垃圾郵件

隔離區信件」和「病毒信件」等五種匯出資料的選擇。可利用按住 Ctrl 鍵+滑鼠左

鍵複選。選擇此項目後，前面的項目才會一一顯示。 

a. 正常信件：目前資料庫中的正常信件。 

b. 垃圾信(非隔離區):目前資料庫中的垃圾信件 

c. 稽核信:目前資料庫中被稽核的信件 

d. 垃圾郵件隔離區信件：目前資料庫中被隔離的垃圾信件 

e. 病毒信件：目前資料庫中已存在的病毒隔離區信件 

2. 儲存裝置：提供「硬碟」、「FTP」、「網路芳鄰」、「NFS」、「USB」和「磁帶」。匯出

到「FTP」、「網路芳鄰」、「NFS」、「USB」和「磁帶」速度較慢，備份時請耐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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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另外匯出到「磁帶」沒有「分卷壓縮」格式，所以不會有「檔案格式」選項的

設定。 

3. 檔案格式：提供「單一檔案」與「分卷壓縮」二種格式。分卷壓縮主要是應用於硬

碟與光碟等備份媒介；分卷壓縮的大小可在 [組態設定 | 檔案分卷大小] 設定。 

4. 備份單位：信件備份提供提供「全公司」、「部門」和「群組」三種備份單位，可設

定備份全公司的信件，或依指定的部門或群組進行備份動作。 

5. 依時間區間備份：依時間區間「日」、「週」、「月」進行備份信件時，若選擇依月份

進行備份，則會分別對備份時間內的月份進行信件備份，產生的備份檔案為每個月

的信件備份檔。 

6. 備份成同一個檔案：設定是否將選取的備份資料將其備份成一個檔案，若選擇否時，

則一個備份資料的設定產生一個信件備份檔。 

7. 備份目錄下的相對路徑：若有設定時，將信件備份至備份目錄下的相對路徑，若無

則將信件備份至備份目錄。 

8. 時間範圍設定：可以指定備份從「開始時間」到「結束時間」這段時間的信件資料。

如果只有指定「開始時間」沒有指定「結束時間」，則會匯出從「起始時間」到目

前為止的信件資料。如果只有指定「結束時間」沒有指定「起始時間」，則會匯出

從「結束時間」以前資料庫中所有的信件資料。 

 

9-5-2  匯出的檔案列表 

可以選擇要查看的備份裝置(磁碟、FTP、網路芳鄰、NFS、磁帶或 FTP 資料)，列出

的資訊有「備份日期」、「屬性」、「備份單位」及「大小」，並可以利用介面刪除匯出

檔案，點選日期下面的連結可以下載匯出檔案。 

 

1. 索引：顯示序號。此欄位中有「核取框」可以勾選刪除。 

2. 備份日期：顯示備份檔備份的日期。此欄位資料為超鏈結，點選該超鏈結可以下載

備份檔案。 

3. 屬性：顯示備份檔案的屬性，分成「信件記錄」、「垃圾信(非隔離區)」、「稽核信」、

「垃圾郵件隔離區信件」、及「病毒信件」五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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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備份單位：顯示備份檔案的備份單位，若系統無該備份部門或群組時，會顯示「無

此群組(部門)」。 

5. 大小：顯示備份檔案的檔案大小，會自動使用合適的單位做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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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郵件備份排程 

郵件備份排程可設定定期備份，依設定的時間、備份資料、備份單位及檔案格式進行

備份。 

 

 

圖 9-6-1 

 

9-6-1  郵件備份排程設定 

設定完郵件排程設定後，會將設定後的排程資訊顯示在右方的列表上，並且可設定多

筆排程記錄，排程設定說明如下： 

 

1. 備份資料：分為「正常郵件」、「垃圾信(非隔離區)」、「稽核信」、「垃圾郵件

隔離區信件」和「病毒信件」等五種匯出資料的選擇。可利用按住 Ctrl 鍵+滑鼠左

鍵複選。選擇此項目後，前面的項目才會一一顯示。 

a. 正常郵件：目前資料庫中所記錄的正常信件 

b. 垃圾信(非隔離區):目前資料庫中的垃圾信件 

c. 稽核信:目前資料庫中被稽核的信件 

d. 垃圾郵件隔離區信件：目前資料庫中被隔離的垃圾信件 

e. 病毒信件：目前資料庫中已存在的病毒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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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儲存裝置：提供「硬碟」、「FTP」、「網路芳鄰」、「NFS」、「USB」和「磁帶」。匯出

到「FTP」、「網路芳鄰」、「NFS」、「USB」和「磁帶」速度較慢，備份時請耐心等

候，另外匯出到「磁帶」沒有「分卷壓縮」格式，所以不會有「檔案格式」選項的

設定。 

3. 檔案格式：提供「單一檔案」與「分卷壓縮(MB)」二種格式。分卷壓縮主要是應用

於硬碟與光碟等備份媒介；分卷壓縮的檔案大小可以在 [組態設定 | 檔案分卷大小] 

中設定。 

4. 備份單位：信件備份提供「全公司」、「部門」和「群組」三種備份單位，可設定備

份全公司的信件，或依指定的部門或群組進行備份動作。 

5. 備份成同一個檔案：設定是否將選取的備份資料將其備份成一個檔案，若選擇否時，

則一個備份資料的設定產生一個信件備份檔。 

6. 備份檔案替換數：設定是否進行備份檔案的替換，若選擇是時，則會根據設定的替

換數，將較舊的備份檔刪除。 

7. 備份目錄下的相對路徑：若有設定時，將信件備份至備份目錄下的相對路徑，若無

則將信件備份至備份目錄。 

8. 執行時間：可選擇每日、每週或每月備份。並且可以選擇備份的時間點(時、分)。 

a. 如選擇每日，會出現時、分的選項欄位 

b. 如選擇每週，會出現日、時、分的選項欄位 

c. 如選擇每月，會出現號、時、分的選項欄位 

9. 信件範圍：可以選擇「資料庫備份」或「日期區間」。 

a. 資料庫備份：選擇這個選項會備份資料庫中所有的資料。 

b. 日期區間：點選這個選項後會出現子選項可設定備份幾日、週、月、年前的信

件。如果「日期區間」選擇以”週”為單位，其計算方式會轉換成日計算，如

果設定備份 2 週前的信件，換句話說，就是備份 14 天前的信件，從備份執行

日往前推算第 14 天的 00: 00:00 以後到備份執行日的 00: 00:00 以前的信件

資料。月與年的算方式相同，都是往前算一個月或年，例如：備份執行日是 

2003-05-01「日期區間」是 1 個月，則備份的信件資料是 2003-04-01 00: 

00:00 以後 2003-05-01 00: 00:00 以前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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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  郵件備份排程修改 

郵件備份排程修改基本上是將先前排程設定的結果提供修改的功能，而各項設定同

9-6-1 節的「郵件備份排程設定」。 

 

 

圖 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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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郵件備份回存 

郵件備份回存主要是將備份出的郵件備份檔回復到系統資料庫中，可透過上傳

信件備份檔或勾選列表上的備份檔案來進行回復，回復時可回復至備份信件資料庫

或主資料庫，當回復至備份信件資料庫時，可在 [信件查詢 > 備份信件管理] 進行

備份信件查詢的功能。 

 

 

圖 9-7-1 

9-7-1  郵件備份回存 

除了右表「備份檔案列表」中的檔案進行備份回復之外，也可以利用左方「郵

件備份回存」選單選擇儲存於其它位置的檔案。 

 

1. 上傳檔案︰若之前有下載匯出檔案，則可利用「上傳檔案」在客戶端選擇要匯入的

檔案，然後程式會將檔案上傳再將資料匯入。 

2. 選擇伺服器上傳檔案︰選擇儲存於伺服器上其它位置的匯出檔案或事先 FTP 上傳至

伺服器上的匯出檔案，然後將資料匯入。 

 

9-7-2  備份檔案列表 

支援的儲存裝置有硬碟、FTP、NFS、網路芳鄰、USB 與磁帶，當模組設定裡設

定有 "磁帶機" 時這裡會有一個下拉選單，供使用者檢視硬碟或磁帶機裡的匯出資料，

若選擇 "磁帶資料" 時，因為需要花費較多時間，所以此時會跳出一個視窗，請勿關

閉該視窗，當檢視程序完成後，該視窗會自行關閉，此時會列出磁帶內的資料。「硬

碟資料」會列出 [ 組態設定 | 備份路徑 ]設定的目錄下所有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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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回復：選擇想要匯入的檔案，然後按下「回復至備份信件資料庫」或「回復至主

資料庫」鈕將資料匯入，當回復至備份信件資料庫時，可在 [信件查詢 > 備份

信件管理] 進行備份信件查詢的功能。 

2. 備份日期：顯示該郵件備份檔所匯出的是哪一段時間的資料。如果是「硬碟資料」，

這個欄位會是一個超連結，點選超連結可以執行下載動作，下載備份檔。 

3. 屬性：顯示郵件備份檔的屬性。 

4. 備份單位：顯示郵件備份檔的備份單位，若系統無該備份部門或群組時，會顯示

「無此群組(部門)」。 

5. 大小：顯示該郵件備份檔的檔案大小，單位：MBytes。 

 

注意事項 

1. 回復資料時，若回復的資料與目前系統上資料庫內的資料有重複時，重

複的資料會略過。 

2. 如果想要將「分卷備份」的郵件備份檔回存時，需先將所有的郵件備份

檔上傳至伺服器上的某一個資料夾(該資料夾不能有其他不相 關的檔

案)，之後再利用「備份回存」畫面左邊的「選擇伺服器檔案」選擇該

資料夾，按下「確定」鈕後等待一段時間 ，即可將郵件備份檔回存至

資料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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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信件保存期限 

MailSherlock 可以設定資料庫中的信件資訊與信件資料的保存期限，包括「正

常郵件」、「垃圾信(非隔離區)」、「稽核信」、「垃圾郵件隔離區信件」、「病毒信件」、「收

信記錄」、「信件放行紀錄」及「POP3 掃毒記錄」的保存期限。 

 

信件保存期限用意在於節省磁碟空間，以「年」、「月」、「週」或「日」為單位，

每日自動檢查並刪除過期的資料。配合「定期備份」的設定可以達到此碟空間的有

效利用，以及系統狀態最佳化。 

 

 

圖 9-8-1 

 

1. 執行時間：此處的排程為每日執行的排程，可以設定每日執行的時間(時、分)。每

天執行「信件保存期限」檢查，刪除過期資料，比較不會造成系統負載過重。 

 

2. 信件資料保存期限：時間單位有「年」、「月」、「週」或「日」。從備份日起往前算

超過設定期限的信件資料會被刪除 (計算的方式與「資料備份」的一樣)。刪除信件

資料為刪除信件內容，但會保留信件資訊 (如：信件主旨、寄件人、收件人及附件

清單)，以提供長時間的信件資訊讓管理者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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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件資訊保存期限：時間單位有「年」、「月」、「週」或「日」。從備份日起往前算

超過設定期限的信件資訊會被刪除 (計算的方式與「資料備份」的一樣)。刪除信件

資訊會一起刪除信件內容及信件資訊。刪除後，管理者就無法在資料庫查詢到該封

信件。若信件資訊保存期間大於信件內容，則管理者可查詢得到保存期間內信件的

信件資訊(如：信件主旨、寄件人、收件人及附件清單)，但無法查詢到該信件的信

件內容。所以信件資訊保存期限必須大於或等於信件內容的保存期限。例如當設定

保存一年的信件資訊和六個月的信件內容時，管理者可以查詢到最近一年來的信件

資訊，如：信件主旨、寄件人、收件人及附件清單，但是只能察看最近半年來的信

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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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Near-line DB 設定 

Near-line DB 是將主機之外的資料庫主機，用以儲存主機中的過期信件資料。

程式會將本機上過期的資料移到 Near-line DB 上。要使此一功能正常運作，您必須

擁有至少一台資料庫主機做為 Near-line DB，在上面開啟一個擁有存取權限的帳號。

而後在本頁中設定執行時間、本機的保存期限、Near-line DB 上的郵件保存期限，

以及 Near-line DB 的相關資料。 

 

 

圖 9-9-1 

 

注意事項 1  

本功能與「郵件保存期限」互斥，凡設定其中一項，另一項就無法執行。 

 

注意事項 2  

如果本機被其他機器設定為 Near-line DB，則本功能會關閉。 

 

1. 執行時間：設定程式執行的時間，您可以依照資料庫的大小，選擇程式是每日、每

週或每月執行一次。 

2. 資料庫可用空間：如果您的資料庫不是設定在本機上，必須輸入該資料庫主機的資

料庫可用空間，以供程式預測剩餘空間和磁碟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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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機郵件保存期限：設定信件資料在本機上的保存期限。 

4. 備份資料保存期限：設定搬移到 Off-line DB 上的資料的保存期限。 

5. 磁碟使用空間臨界值：當本機或 Near-line DB 上的磁碟空間超過這個比例時，就

不會執行程式。 

6. 新增主機：在列表中新增一台 Near-line DB。 

 

Near-line DB 主機列表 

如果您有設定 Near-line DB，會在下方列出您所有的 Near-line DB，及其磁碟空間

使用狀況。點擊主機的 IP ，可以修改主機設定，點擊 "備份信件查詢"，可以查詢該主機

上的備份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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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  新增/編輯 Near-line DB 

本頁用以新增或編輯 Near-line DB。若您是新增資料庫主機，請先在您的資料

庫主機上開啟一個可以讀寫和建立資料庫的帳號，在下面的欄位中填上相對的資

料。 

 

 

圖 9-9-2 

 

1. 主機名稱：填入可識別的主機名稱。 

2. 主機 IP：填入 Near-line DB 主機的 IP 位址。 

3. 資料庫帳號：填入資料庫連線所需要的帳號。 

4. 資料庫密碼：填入資料庫連線所需要的密碼。 

5. 磁碟可用空間：填入資料庫所在磁碟機的可用空間。 

6. 描述：填入該主機的描述資料。 

 

注意事項 

由於先天的限制，我們無法透過資料庫連線取得資料庫所在位置的磁碟機大小，因此

在填入磁碟機可用空間時，請預先扣除其他檔案或程式所可能佔用的空間。例如當 

/var/lib/mysql 的空間為 10G ，但是其他程式可能佔用了 1 G，請填入 9 G 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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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備援資料庫管理 

備援資料庫管理主要是在指定的主機上建立一個備援資料庫，並且定期將信件

資料上傳至備援資料庫中，並且根據備援資料庫的郵件保存期限設定以及備援資料

庫的總容量設定來定期刪除備援主機上的信件資料，以達到備援資料庫的管理與維

護。 

 

 

圖 9-10-1 

 

1. 啟用資料備援程式：是否啟用資料備援程式，並且設定時間來定期將信件資料上傳

至備援主機。 

2. 備援資料庫的 IP 位址：備援資料庫所在的主機 IP 位址。 

3. 備援資料庫的登入帳號：備援資料庫連線的登入帳號。 

4. 備援資料庫的登入密碼：備援資料庫連線的登入密碼。 

5. 啟用刪除備援資料程式：是否啟用刪除備援資料程式，並且設定時間來定期刪除備

援主機上的信件資料。 

6. 備援資料庫的郵件保存期限：設定備援資料庫的郵件保存期限。 

7. 備援資料庫的總容量：設定備援資料庫的最大可用空間。 

8. 備援資料庫的空間使用率：顯示備援資料庫目前的空間使用率，並且提供備份信件

查詢的連結來查詢備援資料庫上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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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最後一筆已備援信件的時間：顯示資料備援程式的最近執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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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遠端備份設定 

遠端備份有 FTP 備份、網路芳鄰備份、NFS 與 USB 備份四種備份方式。 

 

1. FTP 備份：在勾選使用 FTP 遠端備份後，要設定 FTP 上傳/下載模式、FTP 目錄

種類、位址 (FTP server IP)、帳號、密碼以及相對路徑。完成設定後，在 [資料庫

管理 | 備份檔案管理] 中會多一個儲存裝置「FTP」的選項。 

 

 

圖 9-11-1 

 

2. 網路芳鄰備份：在勾選使用網路芳鄰遠端備份後，要設定網路芳鄰目的位址 (IP)、

帳號、密碼以及相對路徑。完成設定後，在 [資料庫管理 | 備份檔案管理] 中會多

一個儲存裝置「網路芳鄰」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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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1-2 

 

3. NFS 備份：在勾選使用 NFS 遠端備份後，要設定 NFS 位址 (IP)、NFS 掛載目

錄 (絕對路徑) 與本地端目錄 (絕對路徑)。完成設定後，在 [資料庫管理 | 備份檔

案管理] 中會多一個儲存裝置「NFS」的選項。 

 

 

圖 9-11-3 

 

4. USB 備份：設定 USB 的設備路徑與掛載點。在 linux 下 USB 設備會被模擬成 

SCSI 設備，因此其設備路徑一般為 /dev/sda1 或是其他類似的設備。USB 的掛

載點請任意輸入一機器上可供掛載的路徑(例如 /mnt/usb )。完成設定後，在 [資

料庫管理 | 備份檔案管理] 中會多一個儲存裝置「USB」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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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1-4 

 

注意事項 

1. 當設定好按下「確定」鈕時，程式會試著連線 FTP、NFS 或網路芳鄰伺服器，所

以，設定前請務必確定 FTP、NFS 或網路芳鄰伺服器已經正常運作。如果您設定

的是 USB 設備，請在設定之前，先將 USB 設備插入插槽，並確認其硬體的路徑。 

2. USB 設備的檔案格式必須為 EXT3 ，如果您的 USB 設備尚未格式化，或屬於其

他的檔案格式，請選擇「儲存並格式化成 EXT3」的功能，程式會刪除 USB 設備

上所有現存的資料，並將其格式化為 EXT3 的檔案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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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資料庫管理警訊 

資料庫管理警訊會顯示所有信件備份、信件回復及信件刪除動作的記錄，管理者可以

檢閱所有動作的執行過程與結果。若信件備份、信件回復或信件刪除失敗，可由此查看錯

誤訊息，協助了解問題發生原因並排除。 

 

訊息聯絡人可設定管理者 Email，多個 Email 時以 , 分隔。在執行完信件備份後，

MailSherlock 會自動將該次備份記錄寄給管理者。 

 

 

圖 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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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    組態設定 

設定資料庫管理相關的組態選項，包括備份路徑、暫存目錄、檔案分卷大小(MB)、

分頁顯示每頁的資料筆數、是否有磁帶機、磁帶大小(GB)以及備份收信記錄。 

 

 

圖 9-13-1 

 

1. 備份路徑：按下「瀏覽」可選擇備份路徑(目錄)。 

2. 暫存目錄：按下「瀏覽」可選擇暫存目錄。 

3. 檔案分卷大小(MB)：填寫檔案分卷大小，固定單位 Mega Byte。 

4. 分頁顯示每頁的資料筆數：這裡的設定控制「資料庫管理」所有管理畫面的分頁顯

示每頁的資料筆數。 

5. 是否有磁帶機：選擇是否有磁帶機。 

6. 磁帶大小(GB)：如果有磁帶機請填寫”未壓縮”磁帶真實容量大小，固定單位 Giga 

Byte。 

7. 備份收信記錄：設定備份信件時，是否另外再備份收信記錄的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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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 系統管理 

管理 MailSherlock 主機的相關系統設定，包括硬體資訊、磁碟使用狀況、處理

程序管理、遠端備份設定、系統設定檔備份、系統時間、開機與關機、密碼管理以及

組態設定。 

 

圖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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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硬體資訊 

 硬體資訊，顯示中央處理器與記憶體使用量資訊。 

 

圖 10-1-1 

 

10-1-1  中央處理器資訊 

顯示中央處理器(CPU)的相關資訊，如 vendor_id、CPU 型號、時脈、快取的大

小等。同時也顯示系統的負載，包含過去一分鐘、五分鐘、十五分鐘的負載資料。一

般正常運作的情形下，負載約為 1 以下，不過仍必需視客戶的環境而定，比方說客戶

的使用人數很多或者是信件量很大，都會使負載增加。SMTP 連線數目則是目前系統

正在處理的信件數。 

 

 

圖 10-1-2 

 



313 

10-1-2  記憶體使用量 

顯示記億體(RAM)相關資訊以及其使用狀態。一般建議是使用 1.5G 的記憶體，

在程式運作上可以發揮最好的效率。 

 

圖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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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磁碟使用狀況 

磁碟使用狀況，顯示目前磁碟的使用狀態，包括磁碟大小、已使用空間、剩餘空

間、使用比例圖及使用比例等資訊。 

 

 

圖 10-2-1 

 

1. 分割區：磁碟分割區(mount point)名稱。 

2. 磁碟大小：磁碟分割區的容量大小，單位會依空間大小調整為適當單位。 

3. 已使用空間：已使用的磁碟分割區容量大小，單位會依空間大小調整為適當單位。 

4. 剩餘空間：剩餘可用的磁碟分割區容量大小，單位會依空間大小調整為適當單位。 

5. 使用比例圖：使用容量比例長條圖。 

6. 使用比例：使用容量比例百分比。 

 

注意事項： 

1. 「/usr/local」：這是 MailSherlock 處理信件暫存的目錄，如果所剩的目錄只剩下

100 MB，MailSherlock 將無法再處理任何信件。 

2. 「/var/lib/mysql」：這是 MySQL 存放資料的地方，可能因為如下的原因，造成資

料庫的 Table 壞掉： 

A. 系統過載時，Linux Kernel 開始挑選最耗資源的程序來殺掉，如果此時

MySQL 被選中，又正巧在寫入資料，就可能造成資料表毀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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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磁碟有壞軌或是多重陣列(RAID)有問題時，例如：其中一顆硬碟壞掉，導致

Disk I/O 變得很慢效率很差，也可能造成資料表毀損。 

C. 不正常斷電。 

而 Table 壞掉就需要修復資料表，但有一個條件限制就是需要有一倍的可用空間才

能夠修復成功，例如有一 Table 所佔的空間為 5G，那麼/var/lib/mysql 的可用空間

也要有 5G，才能夠進行修復的動作，否則是無法修復資料表的，所以建議設定的

警戒值為 50%。 

3. 「/export」：通常是用者儲放備份信件、設定檔的地方，管理者也要注意此分割區

的剩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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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處理程序管理 

處理程序管理，管理 MailSherlock 相關重要處理程序，表列顯示各個處理程序

的狀態，並可「啟動」、「重新啟動」各個處理程序。大部份的程序並不允許停止，因

為這些都是 MailSherlock 上的重要程序，缺一不可，因此只允許重新啟動，除了

maillog 可以停止之外，其他的皆不可以。我們還可直接檢視各程序的 Log 檔，萬一

程序停止時，可以從 Log 了解停止的原因。在此可另外新增額外的處理程序，新增成

功後會顯示在程序名稱的列表上。 

 

 

圖 10-3-1 

1. sendmail：Sendmail 主程式，負責送信。 

2. mysql：MySQL 資料庫主程式。 

3. sherlock-check：負責名單的管理，透過他來詢問系統黑白名單、個人黑白名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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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ailfilter：郵件過濾程式，負責收信(參[說明])。 

5. maillog：信件 LOG 主程式，負責將信件寫入 MySQL 資料庫中。 

6. mailfilterlog：負責將收信記錄(/var/log/mailfilter.log)寫入資料庫的主程式。 

7. pop3scan：透過 POP3 的方式提取和掃瞄信件。 

8. pop3scanlog：紀錄 POP3 掃瞄後的結果。 

9. webscan：掃瞄與攔阻網頁資訊。 

10. httpscanlog：紀錄網頁掃瞄後的結果。 

11. ftpscan：執行 FTP 掃毒。 

12. ftpscanlog：紀錄 FTP 掃毒的結果。 

13. spamd：負責 Spam Check 的主程式，檢查信件是否具有垃圾信特徵。 

14. savid：負責防毒的主程式，檢查信件是否具有病毒信特徵。 

15. httpd：負責個人使用介面的運作。 

16. supervise_queue：MailSherlock 信件佇列管理程式，當本機 Sendmail 暫時無

法收信時，信件會先暫存在此佇列中，等 Sendmail 服務正常後，再送出信件，可

強化信件處理流程。 

17. supervise_queue2：MailSherlock 信件佇列管理程式，負責處理放行的信件、信

件還原至信箱的信件。 

18. SherlockSync：同步多台 Sherlock 主機彼此的設定檔程式。 

19. lineD：郵件主機派送設定中的郵件主機線路備援程式，負責偵測線路是否連線暢

通。 

20. scan_sendlog：定期讀取 /var/log/maillog ，將紀錄的資料存入資料庫中，以便

收信記錄查詢可整合此部份的記錄，以便管理者了解信件在 MailSherlock 進出情

形。 

21. scan_slog：定期讀取 /var/log/supervise_queue.log ，將紀錄的資料存入資料庫

中，以便收信記錄查詢可整合此部份的記錄，以便管理者了解信件在 MailSherlock 

進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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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pop3_archive：定期讀取透過 POP3 讀取 Exchange 的 Journal 信箱，將郵件

存入資料庫。 

23. crond：定期執行 Linux 系統中所設定的工作。 

 

[說明] 

1. 停止 mailfilter 之後，當郵件過濾程式的信件佇列(Queue)裡面沒有任何未發送信

件時，supervise_queue 會自動停止。 

2. mysql 停止之後，所有需要寫資料庫的相關程式，如：maillog 與 mailfilterlog 都

會跟著停止。但只要 mailfilter 與 sendmail 服務正常啟動，信件依舊能夠正常發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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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遠端備份設定 

可在此處設定 "使用 FTP 備份"，並且提供選擇使用 [資料庫管理 > 遠端備份

設定] 的 FTP 設定或是自行設定，當選擇自行設定時必須填入 FTP 傳輸模式、FTP 

目錄種類、位址、帳號、密碼及起始「備份」相對路徑後，按下儲存即可。儲存時，

會嘗試連線 FTP 伺服器，如果連線有誤，就會出現錯誤訊息。 

 

設定完成之後，在 [系統管理 > 系統設定檔備份] 的備份目的地就會多出 FTP 

的選項，之後備份的設定檔，可直接存放在遠端的 FTP 伺服器中。 

 

 

圖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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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系統設定檔備份 

系統設定備份有「立即備份」及「定期備份」兩種備份模式，可備份 MailSherlock 

系統相關設定檔，此處的備份檔主要的用途在系統重安裝後，可用來快速回復所有系

統相關設定檔，不用再一一做設定。此處的備份檔，儲存於 MailSherlock, 系統的 

/usr/local/iSherlock/sysinfo/etc 目錄下。 

 

 

圖 10-5-1 

 

10-5-1  備份選項 

1. 備份模式：有「立即備份」和「定期備份」兩種選擇。「定期備份」和「立即備份」

的差別在於定期備份可加入排程，選擇「定期備份」功能會多出「執行時間」和「是

否加入排程」兩個功能選項。 

2. 備份資料：分為「MailSherlock 相關設定檔」、「人員資料檔」和「全部」等三種匯

出資料的選擇。可利用按住 Ctrl 鍵+滑鼠左鍵複選。 

(1) MailSherlock 相關設定檔：備份目前 MailSherlock 系統所有 MailSherlock

介面的設定檔。 

(2) 人員資料檔：備份資料庫中人員名單的帳號與屬性。 

(3) 全部：將上面兩個種類(MailSherlock 相關設定檔、人員資料檔)的所有檔案備

份在一起。 

3. 執行時間：可選擇每日、每週或每月備份。並可選擇備份的時間點(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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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選擇每日，會出現時、分的選項欄位。 

(2) 如選擇每週，會出現星期、時、分的選項欄位。 

(3) 如選擇每週，會出現日、時、分的選項欄位。 

4. 加入排程：如欲加入排程則在空格中勾選。 

 

10-5-2  回復 

管理者可以從右方的檔案列表，選取特定的備份檔後，按下回復的按鈕；另外，

也可以點選檔名儲存後，先備份在其他儲存系統上，如系統重灌或升級，然後在上傳

檔案做回復的動作。 

 

圖 10-5-2 

 

圖 10-5-3 

 

10-5-3  匯出的檔案列表 

可以選擇要查看的備份目的地(本地、FTP、網路芳鄰、NFS、USB)以及備份檔類

別(「MailSherlock 相關設定檔」和「人員資料檔」)，列出的資訊以「日期」做遞減

排序顯示，並可以利用介面刪除匯出檔案，點選日期下面的連結可以下載匯出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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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5-4 

 

1. 選取：顯示序號。此欄位中有「核取框」可以點選刪除。 

2. xxx 檔：顯示備份檔的備份種類英文代號和備份的日期。此欄位資料為超鏈結，點

選該超鏈結可以下載備份檔案。 

3. 大小：顯示備份檔的檔案大小。 

4. 「回復」：選取要回復的檔案，再按下「回復」按鍵即可。 

5. 「刪除」：選取要刪除的檔案，再按下「刪除」按鍵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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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系統時間 

在「系統時間」中提供了手動修改以及與時間伺服器立即同步的方式來修改時間，

並且還 可以 設定排 程 定期與 所設 定的時 間 伺服器 更新 以確保 時 間的準 確。在

MailSherlock 中，系統必須盡可能保持正確的時間，原因如下： 

 

1. 信件經過 MailSherlock 處理後，會在信件 Header 的 Received From 中加入自己

的主機名稱以及時間戳記，以利信件的追溯。 

2. 系統處理的 Log 資訊也同樣需要正確的時間，也就是位於/var/log/目錄中的檔案。

萬一程式發生問題，或是需要追查信件的處理記錄，都比較容易追查。 

3. MailSherlock 會發送隔離通知信以及系統監控警訊，如果時間錯誤 的話，就會

在不對的時間發送，造成使用者的困擾。 

 

圖 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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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  系統時間設定 

會顯示系統目前的時間，管理者可此檢查時間是否正確，每隔五秒會更新時間一

次，並可用下拉式選單立即修改系統時間。 

 

10-6-2    時間同步設定 

我們可以透過一些已知的時間伺服器來進行時間同步以取得最正確的時間。我們

提供兩個方式設定時間伺服器，第一個是自訂，若管理者有自己的時間伺服器，可在

此填入 IP 位址或主機域名，第二個則是使用預設的時間伺服器，這些都是國家委託中

華電信提供的校時服務，因此必定能夠連線並校時，我們也建議客戶使用此設定。另

外，管理者怕時間不夠準確，也能夠設定排程，定期與所設定的時間伺服器作時間同

步的動作，以維持正確的時間。 

 

10-6-3    作為 Time Server 功能設定 

可將系統本身作為時間伺服器, 並且開放用戶端連線至 MailSherlock 系統進行

時間同步，Time Server 啟動後會在 Time Server(xntpd) 服務狀態顯示已啟動。 

 

注意事項： 

 時間同步功能採 NTP 協定, 請注意防火牆設定是否允許本機對外連接 123 埠號

(UDP 協定), 否則此功能將無法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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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開機與關機 

1. 重新啟動系統：按下這個按鈕會立刻重新啟動這個系統。所有目前登入的使用者都

會斷線，而且所有的服務都會重新啟動。 

2. 關閉系統：按下這個按鈕以立刻關閉這個系統。所有的服務都會停止，所有的使用

者都會斷線而且系統的電源會關閉(如果您的硬體支援的話)。 

 

 

圖 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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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密碼管理 

可從介面上修改 iSherlock 登入的 admin 密碼、主機登入的 root 密碼以及

MySQL 連線的 root 密碼等。 

 

 

圖 10-8-1 

10-9 組態設定 

1. 分頁顯示每頁的資料總數︰分頁顯示時每頁的資料筆數。 

2. 系統設定檔備份路徑：在「系統設定檔備份」中的備份檔案的存放路徑，管理者可

視需求，修改成系統的其他目錄中。 

 

 

圖 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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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章 訊息通報 

訊息通報可設定透過 Email 的方式通知特定人員「磁碟容量」、「處理程序」、和

「信件佇列」等資訊，以即時掌握系統的情況。因為 MailSherlock 主機預設是使用

本機的 Sendmail 服務來發送訊息通報，但萬一本機的 Sendmail 也發生問題，就

會無法寄送，因此管理者也可在「SMTP 伺服器設定」設定其它的 SMTP 伺服器，透

過它來發信，就不怕錯失任何訊息通報。 

 

圖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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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通報名單 

系統會根據 [訊息通報 | 訊息設定] 裡的設定，定期的檢查，若發現有符合條件

的情形發生，會去搜尋 [訊息通報 | 通報名單] 裡所有的使用者，當某使用者的「通

報訊息」欄位含有該訊息時，會透過「通報方式」的設定(目前只有提供 e-mail 的方

式)，通知該使用者。 

 

圖 11-1-1 

 

11-1-1  分頁工具列 

如果查詢結果超出 [信件查詢 | 組態設定]“分頁顯示每頁的資料總數”的設定

數目，就會出現分頁工具列。 

1. 頁次：顯示目前頁次以及總頁數。 

2. 第一頁：點選此按鈕可以直接跳到分頁顯示的第一頁。 

3. 前一頁：點選此按鈕可以往前跳一頁。 

4. 前往指定頁次：在文字框中輸入想要查看的頁次，然後點選「前往」按鈕，可以直

接跳到該頁次。 

5. 下一頁：點選此按鈕可以往後跳一頁。 

6. 最後一頁：點選此按鈕可以直接跳到分頁顯示的最後一頁。 

 

11-1-2 通報名單列表 

會列出目前已設定的通報名單，顯示項目有︰ 

1. 刪除︰勾選後，再按下「刪除」按鈕可刪除所選擇的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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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報名稱︰列出通報名單的姓名，此欄位為方便管理者查看，可任意設定。 

3. 通報方式︰列出該名單的 e-mail 位址。 

4. 通報訊息︰列出該名單的所設定接收的通報訊息。 

 

11-1-3  新增訊息通報名單 

 

圖 11-1-2 

1. 通報名稱：填入通報名稱，請勿填入已存在的通報名稱。此例為「MailSherlock 訊

息通報」 

2. 通報訊息：這裡會列出目前 MailSherlock 有提供的通報項目，請利用 “<Ctrl> + 

滑鼠左鍵” 可選擇多個項目。請注意，還要再去[訊息通報 | 訊息設定]將這些項目，

設定啟動檢查，否則仍是不會寄發訊息通報。 

3. E-mail：目前只有提供利用 E-mail 的方式通知該使用者，請填入正確的 E-mail，

請利用換行來輸入多個 E-mail 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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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訊息設定 

這裡會列出在 MailSherlock 裡目前有提供的訊息通報功能的項目，點選超連結

可進一步的設定該訊息的訊息通報選項。在設定「通報名單」之前，請先在此設定各

個通報項目的檢查條件。 

 

圖 11-2-1 

11-2-1  磁碟容量 

顯示目前磁碟的使用狀態，並可設定磁碟使用狀態警戒值，根據所設定的週期定

期檢查磁碟使用狀態有沒有超過警戒值，當超過警戒值時會搜尋通報名單中「通報訊

息中」有設定磁碟容量的使用者並通知。 

 

圖 11-2-2 

1. 檢查週期︰根據所設定的檢查週期執行檢查的動作，若選擇「不執行檢查」，則下面

的設定都沒有效用。 

2. 加入︰有勾選的分割區(partition)才會執行檢查。 

3. 分割區：磁碟分割區(partition)名稱。 

4. 磁碟大小：磁碟分割區的容量大小。 

5. 已使用空間：已使用的磁碟分割區容量大小。 

6. 剩餘空間：剩餘可用的磁碟分割區容量大小。 

7. 使用比例圖：使用容量比例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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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使用比例：使用容量比例百分比。 

9. 警戒值︰當磁碟使用率超過警戒值時，會通知使用者。 

 

注意： 

1. 「/usr/lcoal」：這是 MailSherlock 處理信件暫存的目錄，如果所剩的目錄只剩下

100 MB，MailSherlock 將無法再處理任何信件。 

2. 「/var/lib/mysql」：這是 MySQL 存放資料的地方，可能因為如下的原因，造成資

料庫的 Table 壞掉： 

A. 系統過載時，Linux Kernel 開始挑選最耗資源的程序來殺掉，如果此時

MySQL 被選中，又正巧在寫入資料，就可能造成資料表毀損。 

B. 磁碟有壞軌或是多重陣列(RAID)有問題時，例如：其中一顆硬碟壞掉，導致

Disk I/O 變得很慢效率很差，也可能造成資料表毀損。 

C. 不正常斷電。 

而 Table 壞掉就需要修復資料表，但有一個條件限制就是需要有一倍的可用空間才

能夠修復成功，例如有一 Table 所佔的空間為 5G，那麼/var/lib/mysql 的可用空間

也要有 5G，才能夠進行修復的動作，否則是無法修復資料表的，所以建議設定的

警戒值為 50%。 

3. 「/export」：通常是用者儲放備份信件、設定檔的地方，管理者也要注意此分割區

的剩餘空間，以免在「資料維護 | 資料備份排程」無法備份成功。 

11-2-2  處理程序 

管理 MailSherlock 相關重要處理程序，表列顯示各個處理程序，當所設定的處

理程序沒有執行時，會通知通報名單中「通知訊息有設定處理程序」的通報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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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3 

1. 檢查週期︰根據所設定的檢查週期執行檢查的動作，若選擇「不執行檢查」，則下

面的設定都會消除。 

2. 被監控的處理程序列表 

(1) sendmail：Sendmail 主程式，負責送信。 

(2) mysql：MySQL 資料庫主程式。 

(3) sherlock-check：負責名單的管理，透過他來詢問系統黑白名單、個人黑白名

單等。 

(4) mailfilter：郵件過濾程式，負責收信(參[說明])。 

(5) maillog：信件 LOG 主程式，負責將信件寫入 MySQL 資料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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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ailfilterlog：負責將收信記錄(/var/log/mailfilter.log)寫入資料庫的主程式。 

(7) pop3scan：透過 POP3 的方式提取和掃瞄信件。 

(8) pop3scanlog：紀錄 POP3 掃瞄後的結果。 

(9) webscan：掃瞄與攔阻網頁資訊。 

(10) httpscanlog：紀錄網頁掃瞄後的結果。 

(11) ftpscan：執行 FTP 掃毒。 

(12) ftpscanlog：紀錄 FTP 掃毒的結果。 

(13) spamd：負責 Spam Check 的主程式，檢查信件是否具有垃圾信特徵。 

(14) savid：負責防毒的主程式，檢查信件是否具有病毒信特徵。 

(15) httpd：負責個人使用介面的運作。 

(16) supervise_queue：MailSherlock 信件佇列管理程式，當本機 Sendmail 暫

時無法收信時，信件會先暫存在此佇列中，等 Sendmail 服務正常後，再送出

信件，可強化信件處理流程。 

(17) supervise_queue2：MailSherlock 信件佇列管理程式，負責處理放行的信

件、信件還原至信箱的信件。 

(18) SherlockSync：同步多台 Sherlock 主機彼此的設定檔程式。 

(19) lineD：郵件主機派送設定中的郵件主機線路備援程式，負責偵測線路是否

連線暢通。 

(20) scan_sendlog：定期讀取 /var/log/maillog ，將紀錄的資料存入資料庫中，

以便收信記錄查詢可整合此部份的記錄，以便管理者了解信件在 MailSherlock 

進出情形。 

(21) scan_slog：定期讀取 /var/log/supervise_queue.log ，將紀錄的資料存入

資料庫中，以便收信記錄查詢可整合此部份的記錄，以便管理者了解信件在

MailSherlock 進出情形。 

(22) pop3_archive：定期讀取透過 POP3 讀取 Exchange 的 Journal 信箱，

將郵件存入資料庫。 

(23) crond：定期執行 Linux 系統中所設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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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所設定的時間，例如每十五分鐘檢查一次。一旦所選取的程序發生問題而沒有在

運作，便會發出警告信，並附上該程序當時中止的 Log，以便找出問題發生原因。  

 

圖 11-2-4 

11-2-3  信件佇列 

檢查 Sendmail 信件佇列中的信件數，當佇列中的信件數超過設定的警戒值時，

會發 Email 通知指定的管理員。  

 

圖 11-2-5 

1. 檢查週期：設定要執行檢查的週期，可選擇「每小時」、「每日」、「每週」及「每月」

亦或是「不執行檢查」。 

2. sendmail 佇列信件數超過：設定 sendmail 佇列中的信件數警戒值(單位：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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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ailSherlock 佇列信件數超過：設定 MailSherlock 佇列中的過濾信件數警戒值(單

位：封)。  

(Sherlock 佇列信件包括使用者放行的信件、隔離通知信、介面放行的信件、

sendmail 掛掉 Sherlock 先 Queue 起來的信以及退信。)  

<<註>>Sendmail 的佇列在正常情況下，應該只有幾封信，可能是因為收件者的郵件

伺服器發生問題或者是不存在。如果我們這邊超過數量太驚人，可能有以下原因： 

A. MailSherlock 系統的 DNS 設定錯誤，造成無法轉譯收件者郵件伺服器的 IP 位

址。 

B. 郵件路由設定錯誤，所設定的主機不存在或者是發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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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SMTP 伺服器設定 

MailSherlock 的訊息通報預設採用 Email 告知的方式，可利用本身的 Sendmail

來發信，但是 SMTP 服務也有可能會停止，所以，在發送警訊時，可以指定透過第三

方郵件(SMTP)伺服器來發送「訊息通報」。如果沒有設定，在發送「訊息通報」 Email

時，會先利用 MailSherlock 本機的郵件伺服器來發送；當 MailSherlock 本機的郵件

伺服器有問題時，會再依序試著使用 [郵件伺服器管理 | 郵件路由設定] 設定的郵件

伺服器來發送「訊息通報」，以確保管理者能夠收到警訊。 

 

圖 11-3-1 

11-3-1  SMTP 伺服器設定 

1. 伺服器 IP 位址或主機名稱：請填寫可被利用來發送「訊息通報」 Email 的第三方

郵件(SMTP)伺服器 IP 位址或主機名稱，主機名稱需要在 DNS 有註冊反查資料，

才能反查出 IP 位址。空白表示不使用其他 SMTP 伺服器。 

2. SMTP 認證帳號：如果第三方郵件(SMTP)伺服器需要使用 SMTP 認證，請在此欄

位輸入認證用的帳號。空白表示不用認證。 

3. SMTP 認證密碼：如果第三方郵件伺服器需要使用 SMTP 認證，請在此欄位輸入

認證用的密碼。 

11-3-2  按鈕列 

1. 測試並儲存：設定完成後，請按下此鈕，先進行測試看看是否設定正確，如果正確

則會寫入設定檔，如果有錯誤會在畫面顯示錯誤訊息，請依據錯誤訊息的提示做檢

查與修正。 

2. 清除設定：按下此鈕，會清除設定檔的設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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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組態設定 

 

圖 11-4-1 

分頁顯示每頁的資料筆數︰ 這裡的設定會控制「通報名單」分頁顯示時每頁的資料

筆數。 

 

 

第十二章 Anti-Virus 

Anti-Virus 整合 Sophos 的防毒引擎(SAVI)以偵測郵件病毒，並提供防毒引擎資

訊、病毒碼更新設定、防毒設定以及暫時性黑名單的管理介面。其中選購項目如下： 

1. RemoteUpdate 功能，需授權 iSherlock-RemoteUpdate。 

2. FTP 掃毒功能，需授權 iSherlock-FTPscan。 

3. POP3 掃毒功能，需授權 iSherlock-POP3scan。 

 

圖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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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病毒引擎資訊 

提供防毒引擎狀態、病毒碼更新狀態及病毒碼列表等病毒資訊。 

 

12-1-1  病毒引擎狀態 

 

圖 12-1-1 

提供資訊包括： 

1. 產品版本：Sophos 的產品版本。 

2. 防毒引擎版本：Sophos 防毒引擎版本。 

3. 使用者介面版本：SAVI(Sophos Anti-Virus Interface)介面版本。 

4. 病毒資料版本：病毒資料庫的版本。 

5. 作業系統：MailSherlock 採用的是 Linux/Intel。 

6. 發行日期：防毒引擎發行日期。 

12-1-2  病毒碼更新狀態 

 

圖 12-1-2 

提供資訊包括： 

1. 病毒碼總數：目前防毒引擎支援的病毒碼總數。 

2. 病毒碼最後更新日期：目前病最新毒碼的更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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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病毒碼列表 

此處會列出防毒引擎內建的病毒碼以外載入的病毒碼，顯示更新日期、檔案名稱

及載入狀態等資訊。 

 

 

圖 12-1-3 

注意事項 

Sophos 每個月會寄發更新光碟，光碟內就會包含最新的防毒引擎以及病毒碼整理，新的

引擎會將之前的病毒碼內建，所以，在 [病毒碼列表] 中不會有比防毒引擎發行日期早的

病毒碼。桓基科技在收到 Sophos 每個月寄發的光碟之後會製做成 MailSherlock 可更新

的 RPM。所以，在 [MailSherlock 管理 | MailSherlock Update] 中設定定期更新，以確

保防毒引擎是最新的，其對應的 RPM 名稱為 Sophos Anti-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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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病毒碼更新設定 

 設定排程下載更新病毒碼與 proxy 伺服器設定。 

 

圖 12-2-1 

12-2-1  病毒碼更新排程 

管理員可設定以排程的方式定時更新病毒碼，排程的時間單位從每 1,2,3,4,6,12

小時、每 1,3,5,6 天，由系統自動排定的時間執行病毒碼更新動作，或是管理者可自

行設定每日、每週、每月的指定時間執行病毒碼更新動作。管理員也可以手動的方式

更新病毒碼(點選「立即更新病毒碼」) 

 

12-2-2  使用 HTTP proxy 伺服器 

MailSherlock 可自動連線 Sophos 網站下載最新的病毒碼，但若是該公司的網路

政策為上網需要透過 Proxy 伺服器，請勾選「使用 HTTP proxy 伺服器」，並設定好下

列欄位： 

1. 伺服器：請填寫公司 Proxy 伺服器的主機名稱或 IP 位址。 

2. 連接埠：請填寫公司 Proxy 伺服器使用的埠號，一般為 3128 或 8080。 

3. 使用者名稱：請填寫公司 Proxy 伺服器的連線帳號。若沒有此限制，可不填。 

4. 密碼：請填寫公司 Proxy 伺服器的連線密碼。若沒有此限制，可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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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  立即更新病毒碼 

點 選 「 立 即 更 新 病 毒 碼 」 之 後 ， 病 毒 碼 更 新 程 式 會 立 即 連 線 

http://www.Sophos.com/downloads/ide/ides.zip 下載最新病毒碼，並跳出一個小

視窗顯示更新的狀況。 

 

 

圖 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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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防毒設定 

防毒設定直接影響到有帶附件的信件收發，因為 MailSherlock 會針對中毒或無

法掃描的信件做進一步隔離、修復或刪除的動作。管理者在設定時必須考慮到郵件的

安全性和公司政策。 

 

 

圖 12-3-1 

12-3-1  發現 Sophos 無法掃描的檔案時的處理動作 

1. 放行：發現 Sophos 防毒引擎無法掃描的檔案，仍允許信件進出。 

2. 隔離：發現 Sophos 防毒引擎無法掃描的檔案，將該信件隔離至病毒隔離區。 

注意事項： 

Sophos 無法掃描的檔案 99% 為經過特殊編碼或使用密碼保護的檔案，例如：

Microsoft Word 和 Excel 檔。以 Word 檔而言，雖然有密碼保護，Sophos 無法

掃描內容，但是，巨集病毒仍然是可以被偵測出來的，所以影響不大；至於 Excel 檔，

則問題比較大，因為病毒可以藏在被密碼保護住的儲存格中。 

 

12-3-2  是否啟動壓縮檔掃毒且遞迴解壓縮 

1. 是：以遞迴的方式解壓縮附件檔，並可設定遞迴解壓縮的層數，至多只能到三層。

設定的越多層，會影響到系統效能，因為解壓縮是很耗費時間，一般建議，設定兩

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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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否：不要啟動壓縮檔掃毒功能，會直接對壓縮檔進行病毒掃描，不會嘗試解壓縮附

件檔再對解壓縮後的檔案做病毒掃描。 

 

12-3-3  發現病毒時處理的動作 

1. 隔離：掃描後發現病毒，將病毒信件隔離至病毒隔離區。因此避免使用者收到病毒

信，執行其附件，造成二次傷害。 

2. 修復：掃描後發現病毒，嘗試修復中毒的附件檔，若修復成功，則表示將該檔案中

含有病毒的部份被清除，而信件繼續遞送。 

3. 刪除信件：掃描後發現病毒，直接將信件刪除，避免使用者端收到病毒信件。 

4. 說明：因病毒而隔離的信件，在 MailSherlock 中的分類為「病毒信-隔離」，管理

者可至「信件查詢」中的「隔離區管理」，選取信件分類為「病毒信件 – 隔離」以

查看這些信件。而「統計報表」中的「病毒信件統計」與「病毒信件排行榜」皆可

以查看系統中有關病毒信件的相關統計數字，以利管理者參考。 

12-3-4  對無法修復的中毒檔案的處理動作 

這是針對前一個選項「發現病毒時的處理動作」為「修復」時，萬一無法修復成

功，之後對信件的處理動作為何。 

1. 隔離：將無法修復的檔案信件隔離至病毒隔離區。 

2. 刪除信件：直接將信件刪除。 

12-3-5  病毒來源連線限制 

這項功能啟動之後，只要有病毒信件進出，該信件的來源主機(IP 位址)就會被列

入暫時性黑名單，在限定時間內的連線都會被拒絕。此功能主要是依據 Email 病毒的

特性，一旦某位使用者中毒之後，病毒便會利用該使用者的通訊錄繼續發送大量信件，

以傳播病毒，MailSherlock 可避免某位使用者不斷地發送病毒信件，抑止病毒信的傳

送，降低 Email 病毒的破壞性。 

[Anti-Virus | 暫時性黑名單] 提供暫時性黑名單的管理介面，管理者可以手動的

方式新增一個 Email/IP 做暫時性限制連線。只要限制時間到期，名單就會自動被清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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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設限：不要啟動病毒來源連線限制，也就是關閉此功能。 

2. 針對發送病毒信件的來源主機(IP 位址)做暫時性黑名單限制連線。可設定限制連線

的時間，若限制時間為１天，則該寄件者在寄出第一封病毒信件以後將會被列入暫

時性黑名單限制連線直到第二天０時０分。 

 

圖 12-3-2 

3. 若勾選「Email 通知管理員」，當有新的寄件者被列入暫時性黑名單時，

MailSherlock 會發出警告信通知指定的管理員。 

 

圖 12-3-3 

 

MailSherlock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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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暫時性黑名單 

暫時性黑名單主要是針對發送病毒來源 IP 做連線的限制，這樣能有效的避免在

短時間內收到大量的病毒信件，減緩病毒信件攻擊力道。這個服務必須在 [Anti-Virus 

| 防毒設定] 設定"病毒來源連線限制"，只要設定限制連線的時間，暫時性黑名單就會

定時更新。透過 [Anti-Virus | 暫時性黑名單] 的管理畫面，管理者可以對暫時性黑名

單做新增/刪除等管理動作。 

當啟動此功能後，一旦收到病毒信，將會將發信的來源 IP 位址，列入暫時性黑名

單。另外，使用者也可以手動加入/刪除 IP 位址。 

 

圖 12-4-1 

 

1. 查詢暫時性黑名單-IP 位址：可輸入 IP 位址來查詢是否有被列入暫時性黑名單中。 

2. 新增暫時性黑名單-IP 位址：可手動新增一個 IP 位址進入暫時性黑名單，此時只要

信件來源 IP 位址符合，MailSherlock 便會將之阻絕。 

3. 暫時性黑名單列表：暫時性黑名單列表上方會顯示清除黑名單的時間及限制連線剩

下的時數。當倒數計數完畢，設定頁面會自動更新。所有被列入暫時性黑名單的 IP 

位址都會被列於此畫面並顯示資料總數，如果資料數目超過 10 筆時，會出現分頁

工具列。 

4. 刪除暫時性黑名單：在「暫時性黑名單列表中」索引欄中勾選欲刪除的黑名單，按

下「刪除」鍵，即可刪除選取的名單。 

 

 



346 

12-5    Remote Update (選購，需授權 iSherlock-RemoteUpdate) 

可將 MailSherlock 成為 Sophos 病毒碼更新中心，讓 Windows 用戶端的 Sophos 掃毒

程式可以直接透過 MailSherlock 主機更新病毒碼。 

 

圖 12-5-1 

12-5-1  Remote Update 資料更新排程 

因為 MailSherlock 需提供它人下載的掃毒引擎與病毒碼，必須設定 Remote Update

資料更新排程，以保持最新的資料。管理者也可透過「立即更新 Remote Update 資料」

按鈕，來立即更新 Remote Update 資料。 

注意事項：我們是使用 rsync 的協定來同步更新 Remote Update 資料，因此需確保

MailSherlock 對外的 873 Port 連線開放，否則無法更新最新的 Remote Update 資料。 

12-5-2  Remote Update  

 可設定 Windows 用戶端所使用的帳號與密碼。在 Windows 用戶端只要作如下圖的

設定，即可透過 Sherlock 更新最新的病毒碼。出廠預設的帳號與密碼為 admin4update / 

update4admin。 

 

圖 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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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FTP 掃毒記錄(選購, 需授權 iSherlock-FTPscan) 

 此為選購功能，可掃描內部使用者透過 FTP 下載的檔案是否有毒，如果發現檔案有毒，

會立即停止使用者下載，使用者這邊會出現檔案找不到的錯誤。通常 Sherlock 為 Bridge

版本，並且放置的位置如圖 12-6-1。 

企業內部網路 (Intranet)

DMZ
X

//

Firewall

Sherlock

Internet

Core Switch

 

圖 12-6-1 

 

 另外，還需至 [網路組態 | 掃描控制]中設定那些網段要啟用 FTP 掃毒，如圖 12-6-2。 

 

圖 12-6-2 

 

 啟用之後，如果有人連線 FTP 伺服器，並且抓取的檔案含有病毒，就會產生 FTP 掃毒

記錄，當然使用者是無法下載有病毒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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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6-3 

 

FTP 掃毒記錄查詢 

管理者可自訂時間範圍來查看某段時間的 FTP 掃毒記錄，預設時間範圍為今日，並且

提供來源 IP 位址查詢的功能。 

 

FTP 掃毒記錄的欄位說明如下 

1. 序號：依照排序後的順序所編號。 

2. 日期：客戶端下載含有病毒信件的時間點。 

3. 來源位址：發起 FTP 連線的客戶端(Clinet)的 IP 位址。 

4. FTP 伺服器 IP 位址：客戶端所連的 FTP 伺服器 IP 位址。 

5. 使用者：客戶端所使用帳號名稱。 

6. 病毒：該信件所中的病毒名稱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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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FTP 掃毒排行榜 

FTP 掃毒排行榜可依時間區段，針對來源 IP 位址、目的 IP 位址、病毒名稱等條件

列出排行。 

12-7-1  FTP 掃毒排行榜檢索選項 

 

圖 12-7-1 

 

選擇時間:可自行選擇日、週、月、年、自訂範圍與資料庫統計來查看不同時間範圍的排行

統計。 

1. 排行類別：來源 IP 位址：依內部客戶端來源 IP 位址作次數的排名，點入 IP 位址

可看到與該 IP 位址相關的 FTP 掃毒記錄。 

2. 目的 IP 位址：依目的 IP 位址作次數的排名，點入 IP 位址可看到與該 IP 位址相關

的 FTP 掃毒記錄。 

3. 病毒名稱：依病毒名稱作次數的排名，點入病毒名稱可看到該病毒名稱相關的 FTP

掃毒記錄。 

排行名次: 設定要看多少筆的排行名次，預設為 1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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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2  顯示排行結果 

 

圖 12-7-2 

1. 排名：依序顯示排名。 

2. 來源 IP 位址/目的 IP 位址/病毒名稱：顯示排行類別的項目，都具有連結可點選，

可再查看相關的掃毒記錄 

3. 次數：該排行項目的次數。 

4. 比例：該排行項目的次數占總數的比例。 

12-7-3  圓餅圖 

依照排行結果中的比例繪製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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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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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POP3 掃毒記錄(選購, 需授權 iSherlock-POP3scan) 

此為選購功能，可掃描內部使用者透過 POP3 下載的信件是否有毒。通常

MailSherlock 為 Bridge 版本，另外，還需至 [網路組態 | 掃描控制]中設定那些網段要

啟用 POP3 掃毒。啟用之後，如果有人連線到郵件伺服器，使用 POP3 下載信件，而下

載中的信件含有病毒，就會產生 POP3 掃毒記錄，並且無法下載該封郵件，同時會收到一

封病毒警告信，可避免用戶端因開啟有毒的郵件而中毒。 

 

 

圖 12-8-1 

 

 啟用之後，若是有掃到病毒即會在此秀出 POP3 掃毒記錄，包含掃描的日期、用戶端

的來源 IP 位址、POP3 伺服器 IP 位址、POP3 帳號與病毒名稱。 

 

圖 12-8-2 

 

POP3 掃毒記錄查詢 

 管理者可自訂時間範圍來查看某段時間的 POP3 掃毒記錄，預設時間範圍為今日，並

且提供來源 IP 位址查詢的功能。 

 

POP3 掃毒記錄的欄位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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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號：依照排序後的順序所編號。 

2. 日期：客戶端下載含有病毒信件的時間點。 

3. 來源位址：發起 POP3 連線的客戶端(Clinet)的 IP 位址。 

4. POP3 伺服器 IP 位址：客戶端所連的 POP3 伺服器 IP 位址。 

5. 使用者：客戶端所使用帳號名稱。 

6. 病毒：該信件所中的病毒名稱為何。 

 

而用戶端收到的信件，則會收到病毒通知信，警告你收取的信件有病毒。 

 

圖 12-8-3 

 

12-9 POP3 掃毒排行榜 

POP3 掃毒排行榜可依時間區段，針對來源 IP 位址、目的 IP 位址、病毒名稱等條

件列出排行。 

12-9-1  POP3 掃毒排行榜檢索選項 

 

圖 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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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時間:可自行選擇日、週、月、年、自訂範圍與資料庫統計來查看不同時間範的排行統

計。 

排行類別： 

1. 來源 IP 位址：依內部客戶端來源 IP 位址作次數的排名，點入 IP 位址可看到與該

IP 位址相關的 POP3 掃毒記錄。 

2. 目的 IP 位址：依目的 IP 位址作次數的排名，點入 IP 位址可看到與該 IP 位址相關

的 POP3 掃毒記錄。 

3. 病毒名稱：依病毒名稱作次數的排名，點入病毒名稱可看到該病毒名稱相關的 POP3

掃毒記錄。 

排行名次: 設定要看多少筆的排行名次，預設為 15 名。 

12-9-2  顯示排行結果 

 

圖 12-9-2 

1. 排名：依序顯示排名。 

2. 來源 IP 位址/目的 IP 位址/病毒名稱：顯示排行類別的項目，都具有連結可點選，

可再查看相關的掃毒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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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次數：該排行項目的次數。 

4. 比例：該排行項目的次數占總數的比例。 

12-9-3  圓餅圖 

依照排行結果中的比例繪製而成。 

 

圖 1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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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HTTP 掃毒紀錄 

此為選購功能，可掃描內部使用者透過網站下載的檔案(包含 Script 與圖檔)是否有毒。

通常 MailSherlock 為 Bridge 版本，另外，還需至 [網路組態 | 掃描控制]中設定那些網

段要啟用 HTTP 掃毒。啟用之後，如果有人下載網頁上的檔案，並且抓取的檔案含有病毒，

就會產生 HTTP 掃毒記錄，並切斷連線秀出 警告網頁，讓使用者無法下載有病毒的檔案。 

12-10-1  HTTP 掃毒記錄查詢： 

管理者可自訂時間範圍來查看某段時間的 HTTP 掃毒記錄，預設時間範圍為今日，並

且提供來源 IP 位址查詢的功能。 

 

 

圖 12-10-1 

12-10-2  HTTP 掃毒記錄的欄位說明如下： 

1. 序號：依照排序後的順序所編號。 

2. 日期：客戶端下載含有病毒檔案的時間點。 

3. 來源位址：發起 HTTP 連線的客戶端(Clinet)的 IP 位址。 

4. 目的位址：內部使用者所連網站的域名 

5. 檔名：使用者是因為下載那個檔案而被掃到有病毒的，以網址方式呈現，以便追查。 

6. 病毒：該檔案所中的病毒名稱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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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HTTP 掃毒排行榜 

HTTP 掃毒排行榜可依時間區段，針對來源 IP 位址、目的 IP 位址、病毒名稱等條

件列出排行。 

12-11-1  HTTP 掃毒排行榜檢索選項 

 

圖 12-11-1 

選擇時間:可自行選擇日、週、月、年、自訂範圍與資料庫統計來查看不同時間範的排行統

計。 

排行類別： 

1. 來源 IP 位址：依內部客戶端來源 IP 位址作次數的排名，點入 IP 位址可看到與該

IP 位址相關的 HTTP 掃毒記錄。 

2. 目的 IP 位址：依目的 IP 位址作次數的排名，點入 IP 位址可看到與該 IP 位址相關

的 HTTP 掃毒記錄。 

3. 病毒名稱：依病毒名稱作次數的排名，點入病毒名稱可看到該病毒名稱相關的 HTTP

掃毒記錄。 

排行名次: 設定要看多少筆的排行名次，預設為 1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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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2  顯示排行結果 

 

圖 12-11-2 

1. 排名：依序顯示排名。 

2. 來源 IP 位址/目的 IP 位址/病毒名稱：顯示排行類別的項目，都具有連結可點選，

可再查看相關的掃毒記錄 

3. 次數：該排行項目的次數。 

4. 比例：該排行項目的次數占總數的比例。 

12-11-3  圓餅圖 

依照排行結果中的比例繪製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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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