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房共構 特別報導 Openfind 郵件解決方案

文學館外觀│林柏樑拍攝

國立臺灣文學館，郵件機房共構的先驅

立臺灣文學館落為我國第一座國家級的文學博物館，坐落在

百年歷史的國定古蹟，前身為日治時期台南州廳，戰後曾為

空戰供應司令部、台南市政府所用。至 �2�0�0�3 年國立臺灣文

學館 �( 以下簡稱文學館 �) 正式營運，除蒐藏、保存、研究的功能外，更

將透過展覽、活動、推廣教育等方式，使文學親近民眾，帶動文化發展。

國立台灣文學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三館共構機房，

採用「Openfind郵件解決方案」完成高穩定的訊息溝通平台

文學館目前員工人數約為 �7�0 人左右，� � 每日郵件量平均 �1�2�,�0�0�0

封。在初期員工較少時採用郵件代管方式，爾後隨著業務不斷成長，

文學館深感管理彈性不足，進而導入市售的套裝產品。但是第一次採

購的嵌入式郵件系統，� 卻發現功能過於陽春。資訊管理員陳偉隆表示：

「在調閱郵件系統日誌時，常需使用命令列 �(�C�o�m�m�a�n�d� �L�i�n�e�) 的方式才

能瞭解系統狀況，造成管理相當耗時與不便。」

�2�0�0�5 年因應上級單位文建會的要求，文學館必須與國立臺灣歷

史博物館和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進行郵件系統的機房共構；

而三館共構之機房就建置在文學館中。面對整合三大單位郵件系統之

重責大任，陳偉隆表示：「為了徹底解決不斷更換郵件系統的不便與

提升管理效率，� 本次更換系統最重要的評估關鍵就是以支援「多網

域」為主要考量，並且產品需支援完善 �W�e�b�M�a�i�l 管理功能與流暢的操

作介面。」

因上級單位文建會是 �M�a�i�l�2�0�0�0 使用者，經由推薦之後開始進入一

連串的評估作業；在實際測試過程中發現 �M�a�i�l�2�0�0�0 擁有相當豐富且完

整的管理功能，不僅支援多網域的管理，各館分別在幾小時內就完成

帳號建立與上線。簡單易用的�W�e�b�M�a�i�l介面更是長官出差時的好幫手，

大幅提昇工作效率。陳偉隆說明，上線至今，最令他滿意的就是

�M�a�i�l�2�0�0�0 高穩定的效能表現，從建置到現在超過 �1�,�0�0�0 天都沒有當過

機，且文學館只是使用一般 �P�C 等級的機器，能有這樣亮麗的成績著

實令文學館感到印象深刻。

Openfind Mail2000 穩定訊息溝通平台，

高達 1,000 天不當機記錄

國

在建構穩定郵件溝通平台與安全防護系統後，文學館體認到郵件

歸檔的重要性。由於大部分的員工都習慣使用 �P�O�P�3 方式 �( 如：

�O�u�t�l�o�o�k� �E�x�p�r�e�s�s�)� 收取信件到個人端，系統上是不多留備份的。因此一

旦有人誤刪個人郵件或硬碟毀損，資訊人員也很難協助將郵件資料救

回來。為了降低郵件損失的風險及符合內部的稽核政策控管，文學館

在 �2�0�0�7 年決心導入 �M�a�i�l�B�a�s�e� 郵件歸檔產品。

陳偉隆說明，因歸檔系統和郵件系統一樣，需要同時與國立臺灣

歷史博物館和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共用，因此「效能」則成為

評估系統時的最重要考量。而 �M�a�i�l�B�a�s�e� 所採用的直接複製架構，讓歸

檔系統獨立於信件原本收發流程之外，不會有坊間市售產品採用閘道� 

�(�G�a�t�e�w�a�y�)� 整合方式所引起收發信效能與穩定性的疑慮，更可完整達

到保存所有 �I�n�b�o�u�n�d� �/� �O�u�t�b�o�u�n�d� �/� �L�o�c�a�l� �t�o� �L�o�c�a�l� 的郵件目標。

此外，信件的長期保存與調閱機制也是文學館相當重視的一環。

透過 �M�a�i�l�B�a�s�e 郵件生命週期管理� �(�M�a�i�l� �L�i�f�e�c�y�c�l�e� �M�a�n�a�g�e�m�e�n�t� �)，可輕鬆

做到線上� �(�O�n�-�l�i�n�e�)、近線� �(�N�e�a�r�-�l�i�n�e�)、離線� �(�O�f�f�-�l�i�n�e�)� 的儲存設備規劃。

在歸檔後，透過 �M�a�i�l�B�a�s�e 完整的查詢功能，可快速查詢或調閱同仁遺

失的郵件，或根據郵件政策稽核是否有不當信件內容外洩，讓郵件歸

檔及稽核的工作更加確實。

Openfind MailBase 完整郵件歸檔與調閱，

實現生命週期管理

透過循序漸進地導入 �O�p�e�n�f�i�n�d 全方位郵件安全解決方案，讓文

學館逐步實現心目中完美的郵件安全藍圖。優化的效能，讓團隊能

專注於核心業務，有效提昇工作效率。在第一線扮演防禦過濾關卡

的 �M�a�i�l�G�a�t�e�s，讓同仁享有純淨的郵件收發體驗；位居中位擔任重要

訊息溝通平台的 �M�a�i�l�2�0�0�0，讓同仁即使外出出差也不怕漏掉重要信

件；而在後端扮演完整歸檔角色的 �M�a�i�l�B�a�s�e，讓同仁再也無須擔心重

要信件遺失問題。「藉由 �O�p�e�n�f�i�n�d 全方位郵件安全解決方案與專業技

術團隊的服務品質，完美搭配讓文學館輕鬆創造 �I�T 高績效。」陳偉隆

滿意地說。

國立臺灣文學館的自信選擇 ：

Openfind 全方位郵件安全解決方案

打造穩定郵件溝通平台後，開始面臨另一波郵件安全的考驗，就

是逐漸攀升的垃圾郵件與威脅。「在深度評選過市場各家郵件防護系

統後，發現絕大部份的防護系統都需要自行維護一份郵件系統的使用

者帳號，以便與後端郵件系統做比對與整合。但這個動作對文學館來

說，卻感到非常的不便。」陳偉隆形容，郵件系統上的帳號是最容易

因為人員異動或離職而有所改變的，若有這樣的功能限制，管理者必

須在每次帳號有異動時花費兩份精力來作調整。因此，可直接與後端

郵件系統作認證比對的 �M�a�i�l�G�a�t�e�s 就成為文學館的首選。

在導入後，�O�p�e�n�f�i�n�d 將 �M�a�i�l�G�a�t�e�s 與 �M�a�i�l�2�0�0�0 作了最緊密的整合。

�M�a�i�l�G�a�t�e�s 可完美整合 �M�a�i�l�2�0�0�0 現有帳號，讓管理者無需維護兩套帳號

系統，減輕管理負擔。並透過安全的連線管制與高效能的過濾效能，

�M�a�i�l�G�a�t�e�s 成功協助文學館大幅節省時間與管理成本，讓 �I�T 管理人員和

員工都能將時間投入更重要的工作。

Openfind MailGates 優異郵件防護效能，

大幅節省垃圾信處理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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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評估適合機房共構的郵件系統

郵件機房共構，並非只是簡單地將各單位郵件伺服器放在一個機

房裡，若不能達到節省硬體消耗及軟體授權費用，就失去機房共

構最大的優勢。所以將各單位的郵件集中於一套系統進行管理，� 

便是郵件機房共構的第一步，� 而為達成此基本要求，� 該郵件系統

必須支援� 「多網域」的管理功能。

是否支援「多網域」的專業郵件管理系統：

郵件服務只要斷一分鐘，馬上就會有使用者發現，而負責多單位郵

件系統的單位，若是一有郵件伺服器不穩定或卡信的狀況出現，� 各

方責難就會湧進，� 所以郵件系統必須高穩定、� 高效能，像是文學館

可高達 �1�,�0�0�0 天未曾重新開機，才是高水準表現。

可達高穩定、高效能：

有些郵件伺服器雖然可集中於一套系統進行管理，但是硬體等級

要求十分驚人，為了能承受巨量郵件收發，往往需要用幾十台高

等級硬體組成叢集，不但花下鉅額預算買硬體，後續維護的電費

更是驚人，所以能以一台基本 �P�C 伺服器就可支撐數萬人的高效能

軟體，才是真正達到機房共構要求的低軟硬體成本與低維護成本。

低硬體成本、低維護成本：

為能承受各單位累積的驚人帳號數量，機房共構的郵件系統建議

曾實際於電信產業營運多年，才能夠承受瞬間巨量收發，以因應

上班時各單位同時收發信的壓力需求。此外由於有大量線上郵件

服務的經驗，相關功能皆已考量大規模使用的情境，方可納入機

房共構的考量。

具備電信級郵件收發能力：

初步進行機房共構的單位，必定遭遇過往完全不同的規模，此時

具備豐富經驗的在地化團隊，有能力為您建構大容量、穩定與高

效能的郵件訊息溝通平台，全面提升機房共構競爭優勢，才是最

佳的技術後盾。

擁有在地化服務團隊：

評量 1

評量 2

評量 4

評量 5

評量 3

採購資訊

廠商：Openfind 網擎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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