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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大優勢： 

只要調整企業 DNS MX Record 設定，不需更改原
本的郵件主機 ，所有來信就可經由 MailCloud 郵件安
全服務的層層過濾，再將乾乾淨淨的信件轉給企業郵
件主機了！ (所以本服務又稱 MX 代管) 

 本服務採軟體租用的方式，立即幫您省下部署郵件
安全、anti-SPAM 等解決方案上達十萬多元的費用以
及可觀的人力管理負擔。 

 

MailCloud 郵件稽核防護--服務優勢 



MX代管可以做到什麼？ 
 
►抵禦外侮： 

 
垃圾郵件過濾、病毒郵件過濾、防駭客、阻擋網路攻擊 
  

►防止內賊： 
 
進出郵件的稽核管理，防制洩密事件。 
 

                                

 

MailCloud 郵件稽核防護--服務說明 



「放在外面」 

 「千里之外」 

1. 清靜、輕淨的企業網路 

2. 企業頻寬、儲存成本 

通通 
省．省．省！ 

 

 
 

與一般 anti-Spam 軟體的不同 

MailCloud 郵件稽核防護服務 



MX 代管 vs anti-SPAM軟體 

1. MX 代管導入費用較低。 

2. 隨時都是最新版而且升級、保固費用內含， 

享用高級機房與硬體、專人維護、專業客服 

3. 不耗客戶公司頻寬，不耗公司電力(不怕斷電)，節省儲存成本  

(而且資料有備份) 

4. 因為放在公司外，公司的郵件主機變成有備援機 



TCO (總體擁有成本) 比較 

 不要只算付給網擎的錢，還有人力、自購硬體、電力、頻寬等種種麻煩事… 



MX代管服務價格 

以下為未稅價格 

售價 
帳號數(個) 49以下 50~99 100~199 200以上 

售價(帳號/每年) $650元 $625元 $550元 $500元 

依帳號數每年收費  
 



服務架構--信件過濾流程 



信件過濾後的處理流程 



 

MX 代管服務 

垃圾郵件過濾— 重點功能介紹 



兼具中央控管與個人自治(功能介紹1/8) 

分別提供「個人」與「管理者」操作介面。 

擁有黑白名單設定、內容關鍵字設定、個人信件統計報表 

和通知信偏好設定等。 

  
 



帳號管理一手掌握(功能介紹 2/8) 

提供管理者「使用者列表管理」介面， 

哪些帳號有使用 MX代管服務全都一清二楚， 

並提供匯入功能 (支援.csv / .txt) 

 
 

 

那公司裡某些帳號沒有使
用 MX 代管，會發生什麼
狀況？ 

若干帳號的信件將不被過濾
而直接放行寄給使用者。 

 

 



層層比對一網打盡 (功能介紹 3/8) 

郵件過濾機制涵蓋黑白名單比對、貝氏過濾、 

關鍵字比對等，並可針對圖片型廣告信進行特徵 

解析，並具有即時圍堵釣魚信危害之能力。  

 

 

 



支援企業郵件分層控管 (功能介紹 4/8) 

可同步整合後端郵件系統的群組設定， 

搭配企業的組織架構進行郵件的 

階層式管理。  



凡進出的郵件必留下痕跡A (功能介紹 5/8) 

詳細記錄每一筆連線(連線記錄)與信件資訊(收發信記錄)， 

包括信件標題、信件大小、過濾結果等，並提供多欄位查 

詢功能，便利管理者快速調閱信件與查詢。  



凡進出的郵件必留下痕跡B  (功能介紹 6/8) 

管理者透過紀錄檢閱功能，可進一步瞭解被系統 

判斷為垃圾信的所符合的過濾原因 



一目瞭然的圖像化報表A (功能介紹 7/8) 

可針對所有過濾信件作完整的統計分析報表，包括 

正常信、可疑信、廣告信、病毒信、釣魚信等。 

圖像化的呈現方式，幫助使用者一眼掌握郵件運作狀況。  



一目瞭然的圖像化報表B (功能介紹 8/8) 

提供管理報表與通知信，可依管理者/使用者的需求 

設定報表寄送的「期」與「時間」。 

【通知信設定】 【統計報表】 



開啟郵件安全新世紀— 

 郵件稽核管理功能 



電子郵件朝向重度應用發展 

信箱容
量越來
越大 

信件數
量越來
越多 

無法掌
握的郵
件風險 

IT 人員
的責任
加重 



郵件洩密的隱憂 
• CSI 資安事件調查報告 

– 有 70% 的資安威脅是來自企業內部人員，只有 30%的
資安威脅才是來自外部駭客或病毒的入侵 

• Ponemon Institute 研究報告 
– 企業主要的資料外洩媒體，第二、三名分別為公司電子
郵件與網際網路電子郵件 

• 英國 ICM 的研究報告 
– 白領工作者平均每周處理 11份 企業經營機密資料，有 

52%的員工曾在離職時將機密資料帶走 

• Forrester Research 調查報告 
– 35% 的企業懷疑員工會透過電子郵件洩漏機密資料，
其中外寄郵件中有高達 25% 的信件帶有財務或法律性
的管理風險。 



機密外洩成為管理的死角 

根據 Garner 統計，每 400 封電子郵件中就有

一封隱含機密資訊。 

 •內容類別： 
人事、財務資料、研發機密與行
政公告等等。 

•外部威脅： 
透過密件副本、內文與附檔轉寄。 

•內部威脅： 
不小心誤傳、刻意保存、帳號共
享。 

 

國家 資料外洩筆數統計 

日本 8,947,351  

澳洲 3,997  

英國 183,589  

美國 188,881,655  

加拿大 737,150  

印度 1,000  

資料來源：資安人 



 

 

 

 

 

 

 

 

• 海關 = 稽核人員或管理
者 

• 旅客 = 郵件寄/收件人 

• 旅客行李 = 郵件附檔 

• 海關X光機 = 郵件監控通
知 

 

 

郵件稽核--服 務 特 色 



 

 

 

 

 

 

 

 

• 降低郵件洩密的風險 

• 內外兼備安全防護再升級 

• 減輕管理者在郵件控管的
負擔 

• 輕鬆審核並可將管理工作
授權 

 

 

郵件稽核--服 務 效 益 



郵件管理評估指標的轉變 

• 郵件歸檔 

• 郵件調閱 

 

•  稽核政策執行 
•  內部稽核 
 



MailCloud 郵件稽核解決方案(1/2) 

國際電腦稽核協會與中華民國電腦稽核協會所訂的 

內部稽核管理制度：導入安全稽核可依時間點區分為 

事前稽核（Pre-Audit）與事後稽核（Post-Audit） 



三合一 郵件安全服務：服務流程 

MailCloud 郵件稽核解決方案(2/2) 



MailGates 是電子郵件安全的防火牆  

MailGates 著眼於提供企業全方位郵件防護平台，整合主動
行為分析與內容過濾技術，提供高攔截與低誤判率雙核心郵
件防護，有效阻擋外部惡意威脅。內建的五大防禦機制包括
系統防護、政策稽核、內容過濾、統計報表與系統備援等，
輔以簡單、易用的管理特性，有助企業輕鬆落實最高安全訊息
防護。 



MX代管服務 — 

郵件稽核重點功能介紹 



內外兼備防護安全再升級 
• 郵件稽核 

– 彈性依據企業郵件政策，將符合稽核條件的對內或對外郵件，
留置在隔離區或是進入內部審查流程。 

– 可制定「系統」 「全網域」與「群組」的稽核政策 



搭配企業組織架構分層控管(功能介紹1/5) 

• 可制定「全網域」與「群組」的稽核政策 



多條件式稽核規則 管理便利(功能介紹2/5) 

• 單一規則可設立多個條件，最高達 50 項  



免登入輕鬆審核與授權(功能介紹3/5) 

審核通知信定期自動寄送給管理者 

在通知信中直接進行處理 

點選可直接瀏覽信件內容 



惡意附檔稽核與攔截(功能介紹4/5) 

• 對附檔做稽核，即使寄件人
惡意變更副檔名，也查得到 

• 支援常見格式，如: 

– 文件檔：PDF、DOC、
XLS、PPT、RTF、HTML 

– 壓縮檔：ZIP、RAR、TGZ 

– 影音/圖片：MP3、WMV、
MPEG、RA、RM、GIF、
JPG 

– 其他：EXE 



自訂稽核政策優先順序(功能介紹5/5) 

• 郵件稽核可依循公司郵件安全政策的輕重緩急原
則來進行處置 



FAQ - mail 繞到你們家會延遲多久? 

1.  其實不算有「繞道」 

2.  功力高強的 MX 過濾一封信只需要0.02 秒以內 
      經測試 MailCloud 稽核防護服務每分鐘至少可處理 600封信，不考慮網路速度
下，收送信核心每封信只需0.1秒以內即可完成收信、過濾及送信至後端郵件主

機等動作。(此為最低保証值，實際測試平均 每封信只需 0.02秒即可後送。)  



Fact Sheets - 頻寬、效能、效率 
MX代管位於電信級機房，現有50MB保証頻寬並擴增中，至少等於33

條T1 

MX代管對於垃圾信的攔截率為 99%，誤判率為 0.2%以下 

提供每家客戶兩個不同主機，供設入 DNS MX，此為MX服務最基本
的備援要求。(一般客戶自行建置郵件主機或其它代管廠商，多數無法
達到此項基本規格)。除此之外每台MX主機的備援與備份機制皆以
MailCloud 服務一貫的高規格與專業人力配合維運。 



FAQ –資訊安全、資料保全與保密 
 
網擎資訊 Openfind 從事郵件代管服務即將屆滿14年，經國內外數百
家企業及電信業者長期採用，服務之信箱數已達十幾萬帳號，從未發
生資料外洩問題。 

 

網擎公司內部所有相關作業人員皆簽有保密協議書，相關作業力求謹
慎處理，在網擎永續發展郵件與資安相關服務的宗旨下，保全與保密
客戶的任何資訊，永遠是最重要的工作。 

 

可簽署保密協議書。 



我們的保證 



來自亞太地區的肯定 



日本地區代表客戶 

超過 500 家知名企業導入！ 



Q & A 
• 官方網站：http://www.mailcloud.com.tw 

• 客服專線：(02) 2553-7272 或 2553-2000 按 2 

• 客服傳真：(02) 2553-5956 

• 客服信箱：service@mailcloud.com.tw 

•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 -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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