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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整併機房因應第一波組織改造

文建會將以虛擬化整併專屬應用
文建會將會是組織改造第一波整併的部會，對於機房整併更是積極，也是
目前計畫整併幅度最大的部會

政院組織改造，衝擊最大的機關之

一就是文建會，因為文建會將會是

首波組織改造的目標。為了提早為

組織改造鋪路，文建會於 �2�0�0�8 年開始計畫機

房共構，並陸續在今年完成 �6 個機關的電子郵

件、全球資訊網、公文系統、人事差勤等系統

的整合，與其他機關不同的是，� 預計完成共同

系統整併後，文建會還將透過虛擬化技術整併

各機關特有的業務系統，讓共構的效益發揮出

最大。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簡任技正兼組長

王揮雄說：「�1 個機房 �1 年要花費許多預算，文

建會有 �1�3 個所屬機關，若整併這些機關的機

房，� �1 年省下的預算可是相當驚人。」

文建會在機房共構前，除了臺灣歷史博物

館與臺灣文學館已經建立起共構機房外，包含

文建會與各所屬機關都是各自建立機房，� 並委

外管理。也因此，包含網站、電子郵件與行政

業務自動化系統，都是文建會與所屬機關自行

建置。

這樣一來由於整體資訊人力不足，再加上

機房重複設置與應用系統重複開發，讓文建會

的資源未能共享與整合，因此文建會於 �2�0�0�8

年開始將會本部、臺灣歷史博物館、文化資產

總管理處以及新竹、臺南、彰化與臺東生活美

學館（各地美學館於去年由教育部整併至文建

會）的相關系統整併至國光機房中。

研考會採取的機房整併策略為先建後拆，

期望能讓服務不中斷。首先文建會建立起與所

屬機關的 �V�P�N 連線後，� 就開始整併郵件伺服

器。文建會於去年完成採購 �O�p�e�n�f�i�n�d� �M�a�i�l�2�0�0�0

電子郵件系統，� 於今年 �2 月底完成文建會會本

部的郵件資料移轉與上線工作，� 若會本部測試

過程沒有問題，將於 �6 月底前將 �5 個所屬機關

（新竹、臺南、彰化、臺東美學館與臺灣博物

館）的電子郵件全部共用 �O�p�e�n�f�i�n�d� �M�a�i�l�2�0�0�0

系統。

文建會目前共採購 �1�2 個電子郵件網域，代

表郵件系統可以讓 �1�2 個機關同時使用，� 王揮

雄表示，透過統一建置電子郵件系統，不但可

以減少費用的支出，更重要的是，由於系統是

由會本部統一建置，也可以藉此統一各機關的

防毒與防垃圾信件的政策，強化各所屬機關的

資訊安全。

按部就班加深機房共構的應用

行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簡任技正兼組長王揮雄說：「透

過機房共構，文建會 �1年將可省下大筆的 �I�T 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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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建會機房共構系統一覽表

機房共構

文建會會本部

新竹生活美學館

臺南生活美學館

彰化生活美學館

臺東生活美學館

臺灣歷史博物館

文化資產總管理處

電子郵件

資料來源：文建會，�i�T�h�o�m�e 整理，�2�0�0�9 年 �4 月

註：� � � � 代表 �Y；� � � � 代表 �N

Mail2000 以完善、便利的 Web 使用介面享譽業界，但是便利的同時往往需要考量

許多安全性措施。故文建會導入 Web 介面應用程式前， 必先進行嚴格的安全性檢查，

包含安全弱點評估、滲透測試、源碼檢測，並需要符合多項政府資安政策、 防火牆

規則後才能導入。Mail2000 以優異的成績通過檢測，並以低成本、高效能、多網域

的機房共構特性，為文建會打造最佳郵件系統。

Openfind Mail2000 通過文建會嚴格的 Web AP 安全性檢查

安全弱點評估

軟體版本更新

設定Web 應用程式防火牆規則

設定修正

紀錄
修正源碼

弱點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滲透測試

（Penetration
    Testing）

源碼檢測

（Source Code
     Analysis）

文建會 Web AP 安全性檢查步驟

Web 介面應用程式安全性檢查

資料來源：文建會，�i�T�h�o�m�e 整理，�2�0�0�9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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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房共構 特別報導

國立臺灣文學館，郵件機房共構的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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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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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外，更積極推廣活動，帶動台灣

文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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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此重責大任，資訊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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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推薦後

便進入一連串的評估作業；在實際測試中發現

�M�a�i�l�2�0�0�0 不僅支援多網域的管理，更擁有相當豐富且

完整的管理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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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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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實令文學館感到印象深刻。

國
打造穩定郵件溝通平台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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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絕大部份的產品都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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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動作在管理上是非常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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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不希望在每

次帳號有異動時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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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管理者無需維護兩套帳號系

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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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穩定訊息溝通平台，高達 1,000 天不當機記錄

優異郵件防護效能，大幅節省垃圾信處理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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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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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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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郵件歸檔與調閱，實現生命週期管理

多網域

在地化
服務團隊

郵件系統
機房共構

高穩定
高效能

電信級郵件
收發能力

低硬體成本 低維護成本

透過循序漸進地導入 Open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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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線扮演防禦過

濾關卡的 MailGat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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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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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Base，讓同

仁再也無須擔心重要信件遺失問題。「藉由 Open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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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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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件防護系統

高效能
嵌入式防毒

交換機設備

網

際

網

路

Anti-Virus

防火牆

病毒 / 木馬 / 蠕蟲

廣告 / 垃圾郵件

正常郵件

電子郵件系統

儲存架構 

（NAS / SAN）
MAILBASE
郵件備份管理系統

郵件伺服器 （SMTP / POP3 / IMAP / SSL / Web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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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銀軟體標 採購資訊 授權經銷商

Mail2000 電子郵件系統（臺銀軟體標 LP5-970090 四 ~( 二 ) 組 21 項） 

MailGates 郵件防護系統（臺銀軟體標 LP5-970090 四 ~( 二 ) 組 7 項）

MailBase 郵件備份管理系統（臺銀軟體標 LP5-970090 四 ~( 二 ) 組 24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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