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啟郵件安全新世紀

迎接知識搜尋新體驗

安 全 郵 件 ， 搜 尋 體 驗

十年有成，網擎挾「搜尋」與「郵件」雙利器邁向下一里程碑

企業搜尋、企業郵件平

台、郵件防護、郵件歸

檔、郵件代管等產品與

服務響譽業界的網擎資訊，於� �6 月

初連續第四年舉辦了「�O�p�e�n�f�i�n�d� 

�S�o�l�u�t �i�o�n� �D�a�y」活動，提供客戶親

自了解技術新趨勢的好機會。

適逢網擎成立十週年，為與各界

分享「十年有成」的感恩與喜悅之

心，會中除由執行副總廖長健、研

發副總翁嘉頎、研發協理葉慶章、

產品經理張世鋒及李孟秋等內部菁

英輪番上陣，解說網擎十年來的技

術成就與未來願景外，更延請國際

研調機構 �I�D�C 資訊安全分析師� 顏家

偉、美商網域（�N�e�t�A�p�p）技術總監� 

姜群，以及 �i�T�h�o�m�e 技術主編� 李宗

翰參與演說及對談，對於企業郵件

及搜尋市場提供不同的剖析觀點。

特別的是，網擎還遠道自日本邀請

總代理商 �C�y�b�e�r�S�o�l�u�t �i�o�n�s 社長秋田

健太郎，以及其合作夥伴「�V�I�C 東

海」公司的取締役� 岩本裕英與資料

中心解決方案營業部部長� 山下浩

史，解說網擎產品進軍日本市場的

成果，以及日本企業對「日本版沙

賓法案」的因應狀況。

當天上午，在執行副總廖長健

的開場演說中，網擎 �2�0�0�8 年的

「�O�p�e�n�f�i�n�d� �S�o�l�u�t �i�o�n� �D�a�y」揭 開 了

序幕。

對座無虛席的全場聽

眾，廖副總在介紹網擎

簡史時提到，過去十年

的網擎，� 歷經 �1�9�9�8 年至 �2�0�0�2 年的

「入口網站時期」，以及 �2�0�0�3 年至� 

�2�0�0�7 年的「產品時期」；此後的� 

�2�0�0�8 年至 �2�0�1�2 年將邁向「黃金時

期」。� � 這三段時期，� 分別是網擎的� 

「首部曲」、� � 「二部曲」與「三部

曲」。

�1�9�9�8 年 �1 月 �2�2 日網擎成立，立

志扮演搜尋引擎龍頭角色，除了以

「台灣第一搜尋網站」自許外，網

擎也希望將搜尋服務推向全世界。

當時，國際市場上具備全球網頁全

文檢索能力的公司寥寥可數，網擎

卻在創辦人� 吳昇� 博士的帶領下，

推出了可查詢全球 �1�,�5�0�0 多萬個全

球網頁的搜尋引擎，之後並將網頁

索引推升到數十億筆資料，並使用

了� �P�o�l�y� �R�a�n�k 演算法，早於還在唸

書的� �G�o�o�g�l�e� 創辦人 �P�a�g�e� �R�a�n�k 技

術。故在 �1�9�9�8 年至 �2�0�0�1 年間，雅

虎、奇摩、�M�S�N、蕃薯藤，以及合

併後的雅虎奇摩等入口網站，都曾

經同時使用網擎的搜尋技術捉對廝

殺；兩岸三地幾乎所有入口網站，

全是網擎搜尋引擎的客戶，儼然成

為當時入口網站大戰的「軍火供應

商」。

然而，以廣告平台為願景的百度

與 �G�o�o�g�l�e 分別在中國與全球崛起

後，不向入口網站收取搜尋引擎服

務費的策略，使得入口網站之搜尋

引擎市場徹底摧毀殆盡，網擎的搜

尋服務供應商角色備受考驗。不過

危機即是轉機，網擎當下也體認

到，出色的搜尋技術在企業端可以

更有所發揮。因此，在創辦人吳昇� 

博 士 的 帶 領 下，以 �1�9�9�9 年 的

�I�D�2�0�0�0 為首的企業搜尋引擎，就

成了網擎在二部曲「產品時期」轉

戰的主要戰場之一。

另一方面，網擎也在 �1�9�9�9 年鎖

首部曲的歷練 定了搜尋之外的另一大發展重心：

電子郵件。廖副總表示，「每個人

每天上網，就是在查詢資料以及收

發電子郵件」。挾著這個趨勢推出

免費信箱後一年，就有近百萬用

戶，隨後並因為付費觀念成熟，全

面改為 �M�a�i�l�2�0�0�0 付費信箱，以高

穩定、高品質迎戰日益增大的免費

信箱。不僅如此，網擎同樣鎖定了

企 業 端，從 �2�0�0�0 年 的� �M�a�i�l�2�0�0�0� 

�2�.�7�5 企業版出發，開啟經營企業電

子郵件市場的重要里程碑。

以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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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研發協理葉慶章也介紹了

網擎搜擎產品的十年進程。網擎最

早的企業搜尋產品是 �I�D�2�0�0�0，它透

過索引庫管理與簡單的排程，解決

了資料庫等各式資料的基本查詢問

題。改版的 �I�D�2�0�0�2 面對的，則是

內部搜尋安全的問題，特定資料只

有特定部門、特定員工才能查到，

這點是藉由使用者資訊，以認證與

分級的方式來解決。此外，也可以

針對檔名、大小、時間來做排序，

搜尋的十年進程

下午的活動中，產品

經理張世鋒談到了網

擎在郵件安全稽核的

解決方案。

網擎的郵件安全稽核解決方案，

包括電子郵件系統 �M�a�i�l�2�0�0�0、郵件

防護系統 �M�a�i�l�G�a�t�e�s，以及郵件備

份管理系統 �M�a�i�l�B�a�s�e。在 �M�a�i�l�2�0�0�0

的部份，有確認寄收信者身份的簽

章、驗章，以及保護信件的加密、

解密等功能；�M�a�i�l�G�a�t�e�s 所負責的，

除了垃圾信過濾、� 郵件第一線防護

外，� 還有「郵件前稽核」的工作，

也就是在寄出去前就予以監控，做

退信、刪除或轉寄等動作。

相對於郵件前稽核，�M�a�i �l�B�a�s�e

負責的是「郵件後稽核」的工作，

它結合了搜尋引擎的技術進行歷

史資料的稽核，當然基本是將所

有信都已歸檔起來，才能做調閱

與稽核的動作。包括台灣本田、� 合

勤科技、南區國稅局等組織，都

因為導入了網擎的郵件歸檔或安

全管理機制，� 而享受到降低錯誤、� 

安全稽核解決方案

最後一場壓軸演出，是來自日

本 的 經 驗 談。首 先 登 場 的

�C�y�b�e�r�S�o�l�u�t �i�o�n�s 秋田社長提到，由

於 �2�0�0�8 年 �4 月 �1 日起日本版沙賓法

案開始實施，上市公司必須保留五

年份的郵件，以在企業經營出現任

何問題時，提供給第三者做為查證

之用。而且要做到� 「所有郵件」在「未

經竄改」� 之下，在需要查證時「馬

上能夠調閱」。

不過，這樣的規定是在「企業出

問題時」才需要調閱，因此秋田社

長認為，企業郵件的管理，更重要

的面向並非法律上的必要性，而應

該是在防止資訊外洩與外部攻擊、

維持企業社會責任，以及實現效率

經營等層面。

「日本人對品質的吹毛求疵，到

了讓外國人覺得很奇怪的地步，」秋

田表示。品質不完美的產品，再怎

日本經驗談

而不只是找到資料而已，故宮博物

院的文物資料管理就是最佳見證。

接 下 來 的 版 本 是 全 面 改 版 的

�I�n�f�o�G�a�t�e�s 資訊搜尋系統，把使用者

介面與選單做得更精簡易用，並直

接運用 �W�i�n�d�o�w�s 的安全性機制來

做檔案控管的動作，而且切割了管

理與索引介面，區分公司內外之運

用。此外，也增強了區間排序、欄

位排序的功能，支援多種檔案格

式，也是它的特色。

�2�0�0�6 年問世的最新搜尋產品 �O�E�S

（�O�p�e�n�f�i�n�d� �E�n�t�e�r�p�r �i�s�e� � �S�e�a�r�c�h），� 

除了承襲過往巨量搜尋、� 安全檢索

的優勢，更有兩大特色，「一是它

採用 �U�n�i�c�o�d�e 的多國語言核心，一

是它也有即時更新的全新核心，� 」

葉協理指出。以往的資料更動都是

設排程更新，無法做到即時，�O�E�S

卻是這一秒有人異動資料，� 下一秒

馬上查詢到更新後的新資料。� 十年

下來，網擎的搜尋產品可說是以� 

「易用、� 安全、� 即時」� 做為努力目

標。看看 �O�E�S 就知道，� 網擎真的做

到了。

提升安全、加快查詢、方便調閱等

諸多好處。穩定、安全、效能與信

賴，就是網擎郵件安全管理解決方

案的四大保證。

麼便宜，日本人都不會要。� � 「從我

們在 �2�0�0�1 年開始銷售 �C�y�b�e�r�M�a�i �l

（�M�a�i�l�2�0�0�0 在日本的產品名稱）以

來，它從來沒有引發任何問題而使

客戶當機過！」這或許不難解釋，

為什麼使用它的日本企業會多達一

千家以上了。

緊接著由來自 �V�I�C 東海的貴賓演

說。自 �2�0�0�3 年 起，該 公 司 就 與

�C�y�b�e�r�S�o�l�u�t �i�o�n�s 合作，把網擎的郵

件解決方案提供給企業客戶。截至

目前，客戶的使用者已累積達十萬

個郵件帳號。�V�I�C 東海的山下浩史

先生，介紹了來自兩家建築業者的

導入實例：客戶的寄收信速度提升

為六倍、兩天就完成郵件平台轉換

的無痛轉換，公司內部關於郵件如

何使用的詢問信也降到 �1�/�3 以下。

此外，他也舉了某日本企業的業務

員遺失公事包而差點引發的企業信

用危機案例，說明 �M�a�i�l�B�a�s�e 產品迅

速提供所遺失信件內容、挽救企業

聲譽的妙用。

從最後一場活動結束時，現場

響起的如雷掌聲與聽眾離去時的

滿足神色，可以說明網擎的這場

「�O�p�e�n�f�i�n�d� �S�o�l�u�t �i�o�n� �D�a�y」活 動，

確實是一場十分成功與充實的分享

活動。

場重新洗牌後，對於體

質良好的軟體公司，卻

是成長的開始！ �2�0�0�3

年起，� 網擎鎖定了企業客戶，展開

大幅成長的二部曲「產品時期」。

�2�0�0�5 年，網擎還更換企業識別系統� 

�C�I�S，全面從� �B�2�C� 的思維走向� �B�2�B� 

資訊服務的專業軟體公司。

在搜尋方面，�1�9�9�9 年網擎的企業

搜尋引擎� �I�D�2�0�0�0� 開發日文版，配

合 日 本 的 民 情，改 變 名 稱 為「� 

�C�y�b�e�r�F�i�n�d�e�r」後，進軍日本市場。

在不到五年的時間內，網擎的產品

獲得了� �S�o�n�y�M�u�s�i�c、太平洋水泥等

�6�0�0 多家中大型日本企業的青睞。

「在日本，這樣的產品只要賣出

�5�0�0 套以上就會有生命，就可以一

版一版的推出，形成正向循環，」

廖副總說。日本企業的資料量很

大，但企業搜尋技術卻很少有像網

擎這麼優異的。

在郵件方面，網擎一樣成果非

凡，在台灣與日本，都各有千家以

上的企業或機構採用� �M�a�i�l�2�0�0�0� 作

為郵件平台。在台灣方面，政府機

構、教育單位、電信業者，處處可

見的� �M�a�i�l�2�0�0�0� 的蹤跡；在日本方

面，由於支援四大手機系統業者的

無線瀏覽，企業端的郵件伺服器也

有可觀成長，獲得立命館大學、

�N�T�T� �C�o�m�m�u�n�i�c�a�t�i�o�n�s� 等知名企業

的採用。除了不斷升級的 �M�a�i�l�2�0�0�0

外，� �M�a�i�l�A�S�P� 郵件代管、�M�a�i�l�G�a�t�e�s� 

郵件防護系統，以及用於歸檔、稽

核及即時搜尋信件的� � �M�a�i �l�B�a�s�e 等

完善的郵件解決方案，也都一一出

爐，讓網擎的產品版圖更趨完整。

廖副總感性地說：「網擎存在的

目 的，就 是� �S�o�f�t�w�a�r�e� �E�n�g�i�n�e�e�r�e�d� 

�f�o�r� �G�r�o�w�t�h。當企業因為成長而人

二部曲的開拓 員增加，導致郵件變慢而不易使

用、資料變多而不易搜尋時，網擎

的產品會提供最好的支援，幫你解

決成長的問題。� 」

展望未來，在開始於 �2�0�0�8 年的

三部曲「黃金時期」中，網擎會

以 巨 量 搜 尋 引 擎 為 核 心，協 助

�M�a�i�l�2�0�0�0、�M�a�i�l�G�a�t�e�s、�M�a�i�l�B�a�s�e 這

三大郵件產品，形成一道盾牌，在

溝通、防護、歸檔等層面，為「郵

件安全管理」與「內容安全管理」

盡心力。

市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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