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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什麼是專屬域名電子郵件 

電子郵件是企業/社團/組織 e 化的第一步 

在這個網際網路發達的時代，絕大多數企業、組織、社團都大量使用電子郵件進行商務連

繫、內部溝通和公告發布等任何形式的溝通，不只是不可或缺的訊息工具，更可說是高度依

賴。然而隨著電子郵件應用日廣，一般非專屬域名的免費 e-mail 或 ISP 贈送的免費電子郵件

已無法滿足企業或社團、組織，轉而使用專屬域名的電子郵件。 

什麼是「專屬域名電子郵件」？這是專有名詞，簡言之，對企業而言就是「企業郵件」；對

社團或組織來說，就是以該社團或組織域名為名的電子郵件。 

企業郵件     人名/部門名稱@公司名.com.tw 

為公司或企業申請一個專屬的域名，可做為電子郵件的網域名稱、也可做為網站的網址，

以 AESOP 公司為例，向域名管理單位申請註冊 aesop.com.tw 為該公司專屬域名，此後，員

工即能以公司的專屬域名對外發送電子郵件(如：jun＠aesop.com.tw)或客服部門單一窗口對外

連繫(如 cs@aesop.com.tw)，讓公司專業大器的形象累積在每封電子郵件的遞送中。如果該公

司想建置網站，網址就是 www.aesop.com.tw。一致性高，又方便記憶。 

如果貴公司的名片，印的還是免費或 ISP 的信箱，客戶可能會帶著有「色」眼光去解讀，

一來認為貴公司 e 化不足、二來覺得規模很小、三來覺得專業度不足，無形中造成損失。 

組織或社團的專屬信箱     人名/部門名@組織/社團名.com.tw 

不論是正式或非正式組織，立案或草創社團，為凝聚成員的向心力或便於管理，擁有專屬

信箱已是必要之需。 

先為社團或組織取個名字吧！有了大家認同的名字，就可申請域名註冊，然後使用以它為

名的專屬域名電子信箱了。 



4 

– 4 – 

 

貳、電子信箱委外代管是時代潮流 
公司的電子郵件很重要，它不只代表 e 化和「門面」，擁有好的郵件系統，還能為公司帶來

經營效率，並成為絕佳的管理工具；但不好的郵件系統，只會為公司帶來困擾與麻煩，成為

另一種負擔。 

擁有企業或專屬域名電子郵件的方式有兩種，一是委外代管，二是自架郵件主機，基於成

本、安全和效益等綜合考量，前者已成為時代潮流。 

企業信箱委外代管已是時代潮流，如果公司規模不大或中等，卻自行架設郵件主機，由於

維護不易，最好聘請 IT(資訊人員)進行維護，否則可能無法運作順暢；即便是數百人或千人

的公司，即使有 IT 團隊駐守在公司裡，也未必能夠在病毒、垃圾信、駭客攻擊等複雜的網路

世界中全身而退；而委外代管不僅成本低、效益高，發生事故風險低、障礙排除能力高，這

就是企業紛紛將公司郵件委外的原因。 

 



4 

– 5 – 

 

信箱委外代管與自架主機的成本效益分析比較 

 

 企業自行架設主機(十人版) 委外交由 U-MAIL 代管 

人事成本 80 萬元(一名 MIS 人員年薪+管銷) 無 

ADSL(8M/640K) 固定制：2 萬元/年 非固定制：1 萬元/年 

硬體成本 4~6 萬元 無 

軟體成本 2~10 萬元 無 

維護費用 1~2 萬元/年 10 個帳號一年 1 萬元 

駭客入侵風險 高 低 

工程師 24 小時值班 做不到 有 

掃毒、擋垃圾信 不專業 專業 

漏信風險 高 無 

誤擋信 經常 無 

技術客服 無 真人電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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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委外潮流中，如何選擇穩定可靠的郵件代管業者 

你的公司如果正在尋找企業郵件代管業者，可能會遇到以下問題： 

一、 在網路上蒐尋，可以找到一些很便宜的企業信箱代管業者，但不知道好不好用？ 

二、 公司將網站外包給網頁設計公司，完成後，日後網站和郵件的管理和維護都交給設計公

司一併處理，但卻不知道信箱主機到底放在那裡？出問題時要找誰幫忙？ 

國內經銷或直營企業郵件代管的業者少說上百家，但卻良莠不齊，品質落差很大，其中，

真正專業且專營的電子郵件代管業者則是屈指可數，但只要用心尋找、比較，將公司的電子

郵件交給擁有堅實技術團隊和客服人員的專業郵件商代管，才是明智的選擇。 

 專業專營郵件代管業者 一般企業信箱網站業者 

公司信譽 累積多年經驗 還需查證 

技術能力 堅實技術團隊 尚需了解 

專業工程師 專注在郵件通訊系統 有些沒有工程師團隊 

客服專線 提供，且是專屬的客服 無客服／綜合各種業務的客服 

工作團隊 堅強 一人或非團隊 

產品開發 持續研發 既有規格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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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U-MAIL 企業信箱》值得企業信賴 

《U-MAIL 企業信箱》的背景 

項目 特色 說明 

品牌 專業郵件代管品牌 由伺服軟體研發公司—先進量子

公司，自行研發且自行經營。 

歷史 2001 年正式上線 專精於企業郵件代管服務已逾七

年，是國內早期投入該項服務的業

者，具有豐富的經驗。 

規模 逾千家企業用戶 經由會員用戶口耳相傳，相互介

紹，或從網路上蒐尋而來 

24 小時機房工程師 24 小時專人值班 安全性和穩定度高，速度快，不必

擔心有心人士入侵。 

免費鑑賞 提供企業實際移轉域名的

免費鑑賞 
實際體驗管理者/使用者介面，代

表高品質的產品不怕試用比較。 

WEBMAIL 功能齊全完整 不只 Web mail 功能齊備，還可支

援 outlook、outlook express。 

郵件追蹤查詢系統 全球首創，已申請專利 郵件一按傳送，即何查詢郵件的即

時寄送狀態，是已完成、失敗、待

傳，都會顯示和說明原因。 

掃毒 即時掃毒 獨家研發 CIS 高效能掃毒伺服系

統 

垃圾信防制中心 不亂擋 除了可擋 95％以上的垃圾信之

外，且不誤判，用戶不必再到垃圾

信箱匣「撈信」。 

可拋式信箱 不另收費 每信箱都可自行設定「可拋式帳

號」，避免信箱被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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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陸地區收發 《UHO 郵活通》 不必另外拉 IPVPN，也不必透過

特殊閘道，直接以 U-MAIL 獨家

提供的《UHO 郵活通》，與郵件

伺服器連線，不受防火牆攔檢封包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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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研發技術，長期專注在 Internet 通訊領域 

《U-MAIL 企業信箱》(http://www.u-mail.com.tw)是由致力於伺服通訊軟體領域多年之

UQER 先進量子公司所研發並自營的郵件線上服務系統，研發團隊由美國科羅拉多大學及台

灣科技大學之博碩士所組成，工程師陣容堅強，在郵件系統領域耕秐多年，專門服務企業用

戶，多年來的經驗讓 U-MAIL 深知企業需求，也持續開發企業需要的最新功能和介面。 

編制專業技術客服，全心服務企業用戶 

企業郵件的使用關乎企業經營的效率，U-MAIL 深刻了解這一點，因此，我們不想只是將

信箱賣給企業就算了，而是想給用戶全年的服務，讓用戶在使用過程中，有問題時不會求助

無門。 

從 2001 年經營之始，U-MAIL 即編制專屬的技術客服團隊，只要用戶遇有郵件使用上的問

題，電話一通，定以最快速度處理並回覆，這是 U-MAIL 對客戶的承諾，也是永遠不變的經

營理念。 

上千家企業的肯定，是不斷研發的動力 

 經營七年來，已有上千家企業、數萬名使用者體驗過 U-MAIL 強大的功能和高效率的服務，

其中包括有半導體及科技公司、貿易商、社團組織、廣告設計、傳媒等，從數百人的企業到

一人的小公司，都是服務的對象。 

指標客戶包括：台新金控 PayEasy 網站、國泰金控 TreeMall 網站、和泰汽車(TOYOTA

與 LEXUS 銷售及服務公司)、台灣國際造船(前身為中船)、安華機電(東元子公司)、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U-CAR 汽車網站、中華民國急重症護理學會、信紘科技

公司、曜嘉科技(技嘉子公司)、香港商生力啤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等等。這些客戶，

都足以說明 U-MAIL 肯定是最佳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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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U-MAIL 企業信箱》的優點和特色 

U-MAIL 的提供的服務模式 

針對企業用戶，《U-MAIL 企業信箱》提供六種服務模式，滿足企業訊息溝通的各種需求。 

一、企業郵件代管：  
企業只要擁有自己的公司域名(DOMAIN)，就可以在 U-MAIL 的郵件伺服器上開設公司

的信箱，使用所有《U-MAIL 企業信箱》所提供的功能，不必再為垃圾信、中毒、漏信、

誤擋信的問題所苦，也不用自架主機，省去自行維護和管理的成本。 

二、郵件備份服務 
您是否有下列的擔心： 

》擔心員工來來去去，公司與客戶往來信件也跟著流失。 

》苦於無法統一管理或稽核公司所有郵件進出的情形。 

》收發信儲存於個人電腦時，擔心電腦中毒重灌、硬碟毀損時，信件也跟著不翼而飛。 

》公司遇上法律糾紛，e-mail 往往成為重要的呈堂證供，保存它已是企業之要。 

》公司業務往來都記錄在 e-mail 裡，保存 e-mail，就可以掌握業務發展狀況。 

U-MAIL 郵件備份的特色： 

1. 無論使用 OUTLOOK / OUTLOOK EXPRESS 或 WEB MAIL，所有收發郵件均可備

份。 

2. 儲存在 U-MAIL 的備份主機，24 小時管理監控，不受個人電腦影響。 

3. 可彈性選擇收信備份、寄信備份、或收寄信均備份。 

4. 寄信備份可紀錄所有的收信人，包含副本(CC)和密本副件(BCC)。 

5. 收信備份可選擇以附件方式備份，或以郵件原文方式備份。 

6. 價格最優惠，每一個要備份的帳號，每年只需 NT$399，且不強制備份全網域所有帳

號，可依需要購買。 

三、代申請域名： 
無論是公司(.com.tw/.com/.net)、組織(.org)或個人(.idv)，如在申請信箱之前，尚未擁有自

己的網域名稱，沒關係，交給 U-MAIL，舉凡國內或國際域名，客服人員都會為您查詢

並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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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網站代管：  
「網頁空間」僅限存放一般 HTML 網頁和 U-MAIL 提供的 CGI 程式，如「表單轉寄至

郵件信箱的功能」。 

五、企業簡訊： 
U-MAIL 企業行動簡訊提供您與客戶間溝通和互動的快捷平台，在第一時間掌握商機，

提升企業競爭力。 

1. 簡訊傳送： 
在您的 e-mail 平台上，即可發送簡訊，將您想傳達訊息，在彈指之間以最快速度傳

送出去。 

2. 郵件以簡訊通知： 
您可以預設 mail 的條件，例如：設定主旨為「合約」、寄件人為「sonia」，符合條件

的 mail 即轉發至手機中。也就是說，當符合預設條件的 mail 寄到您的信箱時，即使

您正在峇里島享受海天一色的渡假風情，也能在手機簡訊中收到該封郵件，不會漏接

重要的客戶訊息或訂單。 

3. 行事曆通知： 
重要的行程不能忘，重要的客戶升遷想為他祝賀…，但人的腦力有限,，最輕鬆的方

式就是將重要事件記錄在郵件的行事曆中，時間一到，讓手機提醒您。 

4. 罐頭簡訊： 
年節、天侯變化、生日…，發一通快捷的祝賀簡訊，肯定讓人感到窩心。 

 

六、DNS 代管服務 
只要購買信箱，就可享有由 U-MAIL 提供，完全免費的 DNS 代管服務。 

由於穩定的 DNS 是郵件系統穩定的基石，由 U-MAIL 提供 DNS 代管服務，是您不二的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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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件與資訊安全 

關於信件的安全性問題，我們以「主機儲存」、「機房安控」、「網路安全」三大部份為您分析

U-MAIL 的優勢： 

主題 項目 U-MAIL 一般郵件系統 

郵件原始檔 加密儲存 明文儲存 

儲存方式 專用 Storage Server 本機檔案 

主機儲存

部份 

存取方式 郵件檔的索引與儲存體分開，需兩者

結合才能順利存取。 
只要侵入主機便可直接存取 

機房安控

部份 
IDC 機房門禁 1. 24 小時門禁，分為大樓門禁、樓

層門禁、機房門禁、機櫃門禁等

四道門禁。 

2.  固網 IDC 專用大樓，全棟為該固

網業者所有，沒有其它公司閒雜

人等。 

3.  大樓進出門禁，需已登錄的

U-MAIL 人員，經查驗身份證後，

並由機房網管人員確認才能進

出。 

4.  U-MAIL 租用機櫃之樓層機房，需

已登錄的 U-MAIL 人員，且事先

報備網管人員才能進出。 

5.  機房門禁，需 IDC 網管人員帶領

才能進出。 

6.  U-MAIL 專用機櫃需 IDC 網管人

員開啟才能接觸 U-MAIL 主機群。

1.  主機置於公司內，安全防

護低。 

2.  若租用一般 ISP 機櫃，與

他人共享機櫃，安全性低。

3.  一般 ISP 大樓為分租樓

層，進出人員複雜，像前

幾年汐止東帝士大樓火

警，Seednet 的 IDC 機房便

遭到波及而停機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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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郵件收發 1. 使用《UHO 郵活通》，資料內容

均加密處理，且以專用的通訊協

定傳輸，安全性更高一般的加密

傳輸，郵件於網路傳遞時不會被

有心人竊取或側錄。 

2. 公司內部傳遞不管是各分支

office 之間，或是同 office 之間，

都不會遭到竊取或側錄。 

SMTP/POP3 明文傳送 網路安全

部份 

主機對主機 

 

主機對主機的遞送，礙於一定要用

SMTP 通訊協定傳送，但用戶可以選

擇以 S-MIME 格式將內容加密，此為

用戶端加解密之功能，與郵件主機無

關，用戶必須另向數位 ID 業者購買

數位 ID，並裝設在其郵件軟體(如
outlook)中。 

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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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HO 郵活通 特殊地區唯一收發順暢的保證 

U-MAIL 獨家研發的《UHO 郵活通》，是免費提供給用戶的通訊輔助程式，下載使用者，如同

享有使用 VPN 的專線網路一般，也是目前可以確保 OUTLOOK 收發順暢的唯一解決方案。 
 
採用 UHO 的優點： 

1. OUTLOOK 郵件加密： 
帳號使用者一旦下載使用《UHO》後，無論在 SMTP/POP3 收寄信，所有郵件都得到加密

保護，在資訊安全上多了一層防護。 

2. OUTLOOK 收發順暢： 
OUTLOOK 郵件用戶在某些國家或區域網路上網時，常因防火牆干擾，造成收發不順，

時好時壞，《UHO》可以確保郵件資料封包不受干擾，收發更加順暢。只要您所在的上網

環境，線路正常、電腦正常，在此前題下，使用《UHO》可以解決大陸郵件收發不順的

問題。 

其他郵件業者是做不到的： 
目前有多家郵件業者企圖解決防火牆對郵件收發所造成的干擾，但都無法成功，有的搭配附

加軟體、有的更改 PORT、還有的在當地設置專用的主機，都仍無法克服這個棘手的問題，

況且自 2007 年 7 月起，這些特殊地區的防火牆已經進行全面的郵件內容檢查，無分國內國外，

因此絕大多數的郵件代管業者還會直接了當的回答「因為擋台灣的信，所以不太穩定，無法

解決」。 

惟有使用《UHO 郵活通》，一切都會變得不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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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AIL 垃圾信防治中心，多重狙殺垃圾信 

現代的電子郵件飽受垃圾信和病毒信侵略，《U-MAIL 企業信箱》設立的「U-MAIL 垃圾信防

治中心」，以雙重機制攔截垃圾信。 

一、 由 U-MAIL 的郵件伺服器(Mail Server)本身抵擋，擋信率超過九成五以上，用戶均能享

有不被汙染的信箱， 

二、 由使用者自行做內容管理設定，提供「黑白名單」、「垃圾信日報表」、「可拋式帳號」和

「選擇垃圾信分類匣」功能，在信件的管理上更加人性化。 

 

詳細說明如下： 

一、 由郵件伺服器(Mail Server)本身來擋─擋信率高 

1. 在郵件伺服器上的做法，是與各國際垃圾信防治組織合作，將被列為 spam IP(即所

謂專門發送垃圾信 IP)擋掉，從信件發送來源防堵。 

2. 獨創垃圾信陷阱(Spam-Trap) 

有了以上兩層狙殺垃圾信關卡，垃圾信擋信率高達九成以上。 

二、 是由使用者(user)自行做內容管理設定─人性化管理 

由於郵件使用者對於想接收或拒絕郵件的需求各不相同，因此「U-MAIL」設計了個人

化、人性化的管理機制。 

1.黑名單： 使用者可以透過黑名單再一次過濾掉個人不想要的 e-mail。 

2.白名單： 有些垃圾信郵件，對某些業務單位的人可能是值得參考的訊息；或

者，有些人的友人或商務對象愛濫發垃圾信，其 IP 已被國際垃圾信

防治組織列為 SPAM IP，所寄出的信便會進入垃圾信件匣中，但對

貴公司某同仁來說，又很想收該友人或商務對象的信件，此時即可透

過白名單設定，讓被判定是垃圾信的郵件重回自己的信箱中。 

3.可拋式帳號： U-MAIL 提供之可拋式帳號，讓企業使用者將 e-mail 留給非重要對象

時，只留「分身」，不留「本尊」，避免日後信箱收到一堆垃圾信而被

汙染，一段時間過後不想再收時，即可拋棄分身帳號，不再使用。 

4.垃圾信日報表： 垃圾信日報表是集合所有被判定為垃圾郵件的總表，每日發送一次到

使用者的信箱中，讓使用者自行確認日報表中是否有您想閱讀的郵

件，如果有，只要「打個勾」，就可將想要的那封郵件加入白名單或

移置收信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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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AIL 採用 CIS 內容檢查系統，阻絕病毒郵件 

CIS(Content Inspect System)是 UQER 所獨創，可以和任何防毒軟體的核心掃描引擎介接，

目前 U-MAIL 的 SMTP Server 與專門收取外部信的 POP3-C 系統都會將每一封進到 U-MAIL
的郵件送至 CIS 系統內檢查，只要該郵件內容藏有病毒，就會被 U-MAIL 阻絕於外，只有乾

淨無毒的郵件，才會存放至收信者的信箱內。 

即時病毒掃瞄和垃圾信檢查 郵件不漏接不誤擋 

由於 U-MAIL 的郵件伺服器為自行研發，其 MTA 收信主機能做到即時病毒和垃圾信檢查，

也就是當一封信寄至 U-MAIL MTA 主機時，在 SMTP 連線階段就會將病毒掃瞄與垃圾信檢

查同步完成，過程在離峰時間少於 300ms(0.3 秒)，尖峰時間也會在 1000ms(1 秒)內完成，只

要在此時被檢查認為郵件內容有問題，寄信方都會立刻得到我方回應的錯誤訊息，我們稱這

樣的機制為「即時郵件內容檢查」。 

U-MAIL 的「即時郵件內容檢查」與一般郵件代管業者的做法大大不同，由於其他業者多

半沒有自行研發郵件伺服器的能力，通常在架設一台收信主機之後，還必須另架病毒掃瞄的

Gateway 與垃圾信檢查 Gateway，以郵件轉寄的方式將收到的郵件轉寄到收信人的郵件主機，

由於每一個過程都是 SMTP 轉寄，都有信件遺失的風險，這也是為何當用戶表示沒收到信時， 
U-MAIL 在第一時間就可以確定，不是 U-MAIL 的郵件主機遺失的。 

以實體世界的寄信流程為例：如果您想從台北寄一封信到高雄，請專人送達，直接交給收

信人簽收，就不會遺失；但如果您是到郵局寄信，信件就會從您所在的台北某支局，被送至

轉信局，再分送到高雄的轉信局，然後分信到您想寄達的所在地支局，最後才送到您的收信

人信箱中，這一層層的轉信過程，都會提高「漏信」的風險。 

有些郵件代管業者的系統不穩定或效能不佳，即便一封信已送進代管業者的收信主機中，

但是當郵件太多時，由於必須排隊等待病毒和垃圾信掃瞄，還有轉寄，都造成「漏信」、「誤

擋信」等問題重重。 

全球首創「郵件追蹤查詢系統」 讓您隨時掌握郵件寄送的即時狀態 

您一定有過這樣的經驗，重要的電子郵件寄送出去了，對方遲遲沒有收到，也不知道發生

了什麼狀況，向 ISP 反應，也只得到「我們會請工程師查看看再回覆」的回應，有時，一等

就是好幾天，甚至石沉大海；不然就是要等到退信，才看到一堆不甚了解的說明。難道，電

子郵件系統就不能讓我們在線上查詢目前 mail 遞送的狀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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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很多國際快捷公司都提供「貨件追蹤系統」，讓民眾查看託送物品目前已經送到那裡

了，難道郵件不行嗎？答案是「可以的」，U-MAIL 為您做到了。 

郵件寄出去了 成功或失敗可立即自行查看 

一般的電子郵件，從您的 Web Mail 網站或是像 Outlook 這樣的郵件軟體寄出後，都會先送

至您使用的郵件伺服器中，經由排 Queue、解析收信人的郵件網域、連線至收信人的郵件伺

服器、最後才會將郵件傳送過去。如果中間有任何一個環節發生錯誤，郵件伺服器都會視狀

況重送、或不再重送，總之，寄信人都要等到收到系統的退信才會知道您寄送的郵件發生了

問題。 

有了郵件追蹤查詢，不用癡癡地等待系統退信，寄信人可以直接到 WEBMAIL 上按下

U-MAIL 獨家研發的郵件追蹤查詢鈕，馬上可以看到前一秒剛寄出的信，目前是否已成功寄

出，或是失敗，或是傳送中，所看見的都是即時狀態。 

「郵件追蹤查詢系統」之頁面呈現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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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用戶的專屬功能 

企業用戶對信箱的要求有別於個人用戶，不只系統穩定要高，群組和管理功能同樣重要，

有效運用，可以提升企業經營效率。 

管理者功能： 

U-MAIL 提供管理者 postmaster 帳號和密碼，登入之後，管理者

可自行新增/刪除使用者帳號、改變帳號名稱、更改使用者密碼、

設定使用者權限、群組管理、設定 DNS 紀錄、自動轉寄、自動

備分至某個信箱、可拋式信箱權限設定、全網域黑白名單、轉址

服務、線上續約、線上增購。 

web 檔案總管： 
檔案還在用隨身碟帶著走嗎？U-MAIL 檔案總管讓您走到那，檔

案就帶到那，與信箱共用 500MB 的大容量空間，只要有 Internet，
Web 檔案總管就是您大容量的隨身碟。 

網路芳鄰(分享)： 

在檔案總管之外，U-MAIL 新增網路芳鄰的功能，使用者還可將

文件、報告和檔案分享給同事和主管；倘若某位使用者在外出

差，急需一分公司文件時，公司內同事可透過網路芳鄰將文件分

享給出差同事，輕易取得。 

行事曆(分享)： 
行事曆不但可以記事、記錄行程和會議時間，每個周期固定要做

的事只要記錄一次就會自動 booking，同時可以設定以 e-mail 或

簡訊自動提醒，還可以將記事和行程分享給同事。 

群組通訊錄： 

可將員工或通訊錄內的名單做群組管理，便利內部寄信時只需要

選擇群組別，不用一一鍵入每一筆名單的 e-mail address，例如：

管理者可依 sales、cs、IT 或 ALL 等不同部門或全體同仁進行「連

絡人群組」分類，想 mail 給業務部同仁，只要在「連絡人群組」

中選擇「業務部」，即可一次發送完畢，不必一一點選。 

虛擬群組帳號： 

U-MAIL 系統提供群組帳號功能，企業主或管理者可以在系統內

自行設定群組帳號，如 sales@公司名.com.tw、hr＠公司名.com.tw
等，發送至此帳號的信件，會自動轉寄給所有 sales、hr 的群組

成員。 

可拋式帳號： 

只要管理者開放可拋式帳號的權限給使用者，每一個帳號都可開

設可拋式帳號，如同分身一般，舉例而言：sonia 的本尊信箱為

sonia＠aesop.com.tw，可拋式帳號為 sonia@himail.tw，則會自動

收進「本尊信箱」中，不用兩邊收信，不想用時隨時可拋，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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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真正信箱的使用，這也是避開垃圾信的方式之一。 

郵件追蹤查詢功能 
E-Mail 寄到收件人手上沒？還是卡在路途中？U-MAIL「郵件追

蹤查詢功能」，讓您寄信後不再「信音」全無，所有 U-MAIL 企

業用戶，都能立即享有這項全球首創的功能。 

總量管理彈性切割：

《U-MAIL 企業信箱》可由郵件管理者自行彈性切割運用，例如：

某公司申請八個帳號，總計 4000MB(4GB)的容量可供使用，但

不侷限一人使用 500MB，可依公司成員的職務需求進行切割，

例如：行政助理 200MB、一般職員 500MB、業務 1GB、中高階

主管 2GB，可自彈性彈調整。 

使用者權限管理 

郵件管理者可以針對公司內不同層級之郵件使用者設定不同的

存取權限，包括: 使用者密碼變更之權限、Web Mail 使用之權

限、POP3 收信之權限、SMTP 寄信之權限等，方便郵件管理者

控管。 

全域黑白名單管理 
垃圾信之黑白名單管理除了郵件使用者可以自行設定以外，但是

名單只對該使用者有效。郵件管理者可以設定對整個公司全部的

郵件使用者均有效的垃圾信之黑白名單，提昇整體之管理效能。

收信備份(選購)： 
郵件管理者可以自行設定，將每位使用者收到的郵件，備份到某

一個指定的電子郵件帳號中，做到收信備份的管理。 

寄信備份(選購)： 
郵件管理者可以自行設定，將每位使用者寄出的郵件，備份到某

一個指定的電子郵件帳號中，做到寄信備份的管理。 

企業行動簡訊(選購)
已購買簡訊點數的用戶，可由郵件管理者（POSTMASTER）自

行分配點數給公司同仁或主管，有被分配到的人才可以使用簡訊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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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AIL 超強功能一覽表 

一、郵件使用者功能 

 

  

 

 

 

 

 

 

 

 

 

 

 

 

 

 

 (以上功能與規格，U-MAIL 保留修改的權利) 

功能 U-MAIL 
即時防毒系統 高效能即時過濾 
垃圾信過濾 有，獨家三層防護技術 
信箱容量 每一帳號 500M 

單封信件容量 不限 
個人黑白名單 有 
垃圾信日報表 有 
企業行動簡訊 有(選購) 
Web Mail 語系 多國語言 
登入記錄查詢 有 

通訊錄群組寄信 有 
郵件追蹤查詢 全球首創 
可拋式帳號 有 
標籤式信匣 有 
多組簽名檔 有 

行事曆 可多人 
行事曆通知 可 e-mail 或簡訊通知 
自動回覆 有 
網路硬碟 有 
網路芳鄰 可分享/可讀寫 

POP3 支援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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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郵件管理者功能 

 

  

 

 

 

 

 

 

 

 

 

 (以上功能與規格，U-MAIL 保留修改的權利) 

功能 U-MAIL 
管理後台 網頁式，易學易用 

使用者帳號管理 自行新增/刪除/權限設定 
全網域黑白名單 有 
企業行動簡訊 自行配置點數給使用者 

容量管理 總量管理、彈性切割 
群組功能 有，5 個帳號送 1 個群組 
轉址服務 有，免費 

管理使用者密碼 可 
管理用戶 web 權限 可禁止/可開放 
管理用戶 pop3 權限 可禁止/可開放 

管理用戶外寄郵件權限 可禁止/可開放 
DNS 代管 免費 

自設 DNS 代管 A 記錄 贈送五組 
線上續約/線上增購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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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U-MAIL 企業信箱》的客戶服務 

速件辦理，一日內企業信箱即可收發 

 服務至上的《U-MAIL 企業信箱》，對所有申辦用戶都以最速件處理，只要在上班日將申請

表填妥後回傳或以 mail 回覆到客服信箱，客服人員會以速件處理，在確認身分和申請資料無

誤後，即以最快速度解決用戶的 DNS 等設定問題，力求快則六小時，慢則一日，即可正常收

發國內外郵件。 

技術客服，專人服務 

 U-MAIL 配置專屬的客服團隊，不與其他產品、事業單位和部門共用客服人員，隨時為企

業用戶服務，對用戶而言，形同貴公司專屬的一般。只要告知您遇到的問題，或是將錯誤訊

息 mail 至客服信箱，都會盡速為您解決，並主動回覆。 

 許多企業反應，去電知名的 ISP 或其他郵件代管業者，不是層層轉接，就是與其他產品共

用客服人員，常無法一說就明白問題的核心在那裡，或者是電話一轉再轉，等侯許久，即使

留下問題，也不知何時才會答覆，令人有求助無門的無奈。 

域名移轉之免費鑑賞 

有實力的產品，不怕比較和使用。《U-MAIL 企業信箱》是唯一主動讓用戶移轉域名並鑑賞

的企業郵件，企業只要填妥鑑賞表並將 DNS 設定完成，即可開始鑑賞 U-MAIL 強大的功能

和介面，為期一周，使用滿意後再付費，完全不須支付任何費用，一點都不必擔心買到不好

用的郵件，這是 U-MAIL 的實力見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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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企業自架郵件主機的三大決策迷思 

迷思一、企業的電子郵件，自架主機比委外代管，更具私密和安全性。 

這是錯誤的思維。  

 將 Mail Server 放在自己公司內，再由專人進行維護，除了軟硬體設備昂貴，日後自行維護

不易和成本高之外，還有一點就是私密與安全性都不及委外代管佳。 

 為什麼呢？專業的郵件代管業者，將主機系統放在 24 小時有工程師維護的 IDC 機房內，

嚴格的門禁，非一般人可以進入；若是有心人想入侵竊取公司郵件機密或破壞，恐怕對放在

自己公司的 Mail Server 下手，反而容易得多。 

 在郵件的安全上，像《U-MAIL 企業信箱》這樣專業的郵件代管業者，都有經過加密處理，

安全無虞。 

迷思二、公司有 MIS 人員，或有人懂電腦，請他們維護就好，不須委外。 

電子郵件系統看似簡單，其實不然。 

 自架主機要做到電子郵件能收能發並不難，但對企業而言，這是不夠的；由於電子郵件的

管理，比網站維護複雜且困難，又是高度專業的工作，應交給擁有專精電子郵件之技術團隊

的業者代管，MIS 人員反而可以專注於自己公司內部的 MIS 系統，提高企業整體效率，才是

明智選擇。 

自行維護的第一重困難：垃圾信、病毒信 

 由於現代的電子郵件飽受垃圾信、病毒信的侵略嚴重，自行管理的企業要擋得好並不容

易，且防毒防垃圾信的機制多是由 3rd Party 廠商提供，與郵件系統的整合問題都可能造成使

用上的障礙，當發生問題時，用戶得先自行判斷是那一環節出了狀況，才能尋求正確的廠商

負責，無形中增加更多成本；專精的代管業者可以讓企業主在這方面高枕無憂。 

自行維護第二重困難：漏信、亂擋信 

 再從《U-MAIL 企業信箱》的用戶使用經驗來看，很多企業都曾飽受漏信、亂擋信或公司

寄出的信被其他的伺服器拒收之苦，找到 U-MAIL 後終獲解決。這些企業多半是自己架設主

機或將郵件交給非專業的郵件代管業者而發生，在嘗試過種種失敗與不順利之後，決定交給

U-MAIL。 

 



7 

– 25 – 

 

自行維護第三重困難：網路管理 

一般人總以為，在公司現有的網路環境架上郵件系統就可高枕無憂，實則不然，管理公司

人員上網環境與管理郵件伺服系統是完全不同的 know-how，舉凡 DNS 的設定，從 MX 記錄

的設定、TTL 值的最佳化設定、IP PTR 記錄的設定等都需要高度的專業知識；防火牆的設定

與管理，例如公司內部使用者的網路存取控管與外部使用者控管，甚至差旅者或是分公司使

用者等，除了需對網路安全有全盤瞭解外，還需考慮到使用上的效率與最佳化；MTA 主機

的安全規範，針對像 Open Relay、Mail Account Explore、DoS Attack 等常見的駭客手法如何

有效防範；只有專業如「U-MAIL」才能幫您用最少的預算獲得完整的服務。 

迷思三、郵件收發有問題時，可以自行快速解決。 

並不盡然。由於郵件管理是高度專業且複雜的工作，交給專業的「U-MAIL」郵件業者代

管後，不只穩定度高，遇有任何大小問題，只要電話一通，立即為用戶處理，不必飽受郵件

問題之苦。 

《U-MAIL 企業信箱》配置有技術客服人員及專線，為企業用戶服務，遇有任何大小疑問，

電話一通，立即處理，處理速度和效率，用戶有口皆碑。 

 比起自行架設 Mail Server，若是出問題，有可能是硬體、也可能是系統或軟體，必須先追

查；若是硬體，報請電腦公司處理必須等待，軟體或系統亦是，嚴重的話，公司的電子郵件

系統在修復之前都處於有問題或停擺狀態，對於企業業務往來造成損失，這點不容小覷。 

 

綜合以上所述，企業郵件委外已是時代潮流，不但節省成本，使用也更順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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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錄 

聯絡方式 

電  話： 台北(02)2727-0885 
客服專線：分機 0 
業務專線：分機 168 
(服務時間：周一至周五 AM9:00~PM6:00) 

傳  真： (02)2726-9390 

客服信箱： cs@u-mail.com.tw 

SKYPE： u-mail6799 

MSN： msn@u-mail.com.tw 

U-MAIL 網站： http://www.u-mail.com.tw 

申購步驟 

來電申請： 

1. 客戶來電，由業務人員為您說明產品並報價 

2. 傳真或 E-MAIL 各項申請表格給申辦用戶。 

3. 用戶填妥申請表及用印後，將所有申請資料回傳，U-MAIL 立即為您申辦。 

4. 以 E-MAIL 寄發啟用通知，待 DNS 設定完成即可收發郵件。 

5. 用戶完成繳款後即可正式啟用。 

線上申請： 

1. 請進入《U-MAIL 企業信箱》網站(www.u-mail.com.tw) 

2. 點選「線上申請」，選擇「新用戶」，依步驟填寫資料，完成申請。 

3. 請登入 postmaster 帳號進行 DNS 設定，如不知如何設定，可來電，由客服人員協助完

成。 

4. 用戶完成繳款後即可正式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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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AIL 企業信箱》價目表 

一、信箱費用 

 年繳價 零購價(NT$) 

1~2 個帳號 1800 元/個 180 元/個/月 

5~24 個帳號 1000 元/個 100 元/個/月 

25~49 個帳號 900 元/個 90 元/個/月 

50 個以上 800 元/個 80 元/個/月 

註 1 首次購買設定費 600 元，第二年不須再付。 
註 2 免費 DNS 代管設定。 
註 3 免費網站轉址設定。 
註 4 以上價格均未稅。 

二、域名申請代辦費用(選購) 

項目 價格(NT$) 

域名代辦費 600 元 

域名移轉代辦費 1200 元 

註 以上價格均未稅。 

三、收寄信備份(選購) 

每一收寄信備份帳號價格(NT$) 

399 
註 1 收寄信備份之選購計價是以依需備份之帳號數而定，例如公司有

10 個帳號，其中有 2 個號帳需要收寄信備份，就須選購 2 個收寄

信備份帳號，共 NT$798。 
註 2 以上價格未稅。 

三、簡訊費用(選購) 

      價格 

通數     
原價 每通優惠價 總價(NT$) 

1000 通 3000 元 1.5 元 1500 元 

註 以上價格未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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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QER 先進量子》公司簡介 

研發 

《 U-MAIL 企 業 信 箱 》 為 UQER 先 進 量 子 公 司 研 發 之 產 品 。  

UQER 為一伺服軟體公司，研發團隊由美國科羅拉多大學與台灣科技大學博士群

領 軍 組 成 ， 發 展 重 心 為 大 型 網 際 網 路 通 訊 伺 服 軟 體 系 統 。  

產品 

UQER 除了《 U-MAIL 企業信箱》 線上服務之外，軟體產品包括有 AMITA Server、

AMITA Server for STMP Delivery、OMIS Server、U-MAIL Server，在 IP 通訊的大型應用

上各擅勝場；目前更積極拓展 IP 通訊平台的加值應用市場，舉凡大型、鉅量的即時、非即時

通訊應用領域，都是 UQER 努力的目標。 

而所開發之產品不管在穩定性、擴充性與安全性上，均獲得客戶極高評價，想進一步了解

UQER，可進入「UQER 公司網站」。 

參考客戶 

PayEast 流行購物情報誌／康迅數位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ayeasy.com.tw 康迅數位為台新金控關係企業 

國泰購物 treemall／神坊資訊股份有公司 
http://www.treemall.com.tw/神坊資訊為國泰金控關係企業 

和泰汽車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hotaimotor.com.tw/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發展中心 
http://www.dcb.org.tw/ 

                               

先進量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網址：www.uqer.com 

地址：台北市信義區忠孝東路五段 510 號 14 樓之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