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il Server 版本 3.1.0 軟體更新內容說明 
 
 
 
適用型號 
               MS-6400、MS-6400+、MS-6410、MS-6410+、MS-6420、MS-6420+、MS-6430、 

    MS-6440、 MS-6440+、MS6440X、MS-6450、MS-6450+  
 
適用版本 

 3.0.9  
 

注意事項 
           

01 軟體更新之後，系統會自動重新開機，約 3 ~ 5 分鐘. 
02 更新前請先將HA狀態 改為停用 
 
 

 
 

   
   

 
 更新事項 
 ======================================================================================= 
  

    

系統狀態 
修正 [歷史記錄] 當搜尋日期範圍較大時，無法顯示問題 
修正 [歷史記錄] 中 rspamd 顯示成 spamassassin 問題 
新增 [郵件伺服器服務] 增加 [SMTP ( 25 / 587 ) 服務]、[個人雲服務]、 

[MegaRAID Storage Manager](僅相關支援機型) 設定與狀態資訊 
 
郵件伺服器管理 
基本設定 

修正 [每一封信件收件人數上限] 設定，必須大於 
 [郵件限制 > 收件者人數限制群組管理] 清單中最大值 

修正 避免郵件伺服器的主機、輸入無效網域名稱 
新增 郵件傳送接收的基本設定 > 增加可以分別開關 SMTP Port 25、587、465 的 

密碼驗證寄信功能 
新增 郵件傳送接收的基本設定 > 增加 [拒絕寄件者沒有符合 FQDN] 的選項開關 

 
 
 
 



 

 
進階設定 

調整 增加 [信件超連結位址] 設定, 統一提供給相關連結共用， 
包含: Webmail 行事曆邀請連結、Webmail 雲-硬碟共享連結、 
以超連結下載取代信件附檔連結、RTF 格式轉換後下載原始信件的連結 

 
郵件內容驗證設定 

修正 郵件驗證簽章在 OUTLOOK 顯示與設定大小不符合的問題 
修正 編輯儲存時，可能發生設定資料遺失的問題 
修正 上傳圖片會有遺失的問題 
修正 遇到特殊信件格式，會讓 [共用簽名檔] 與 [驗證簽章] 的字串變成亂碼， 

或是 [驗證簽章] 把 [共用簽名檔] 的內容覆蓋掉 
 
服務管理 

修正 Webmail 可能發生無法啟動的問題 
新增 郵件伺服器服務管理 > SMTP ( 埠號 25 / 587 ) 兩種服務的開關 

(6400 6400+ 6410 6410+ 6410X 機型不支援) 
新增 [WebMail 介面加密安全性] 選項開關 

 
郵件稽核及防護 
稽核條例 

修正 個資權重計算方式，重複的資料視為一筆，不再重複計算 
修正 當伺服器過於忙碌時，異常流量的統計判斷可能發生問題 
修正 郵件稽核被多人、或連續操作，導致錯誤卡住的問題 
修正 當高優先權條例與符合的條例，都有設定通知信時， 

通知信卻寄給高優先權條例非(非符合)的通知信收件者 
新增 自動處理方式，增加延遲寄信功能 
新增 [抄送副本] 增加通聯寄件者設定，無指定則依原通聯寄件者 
新增 [通聯寄件者與內文寄件者不同] 的條件 

 
郵件防火牆 

修正 SMTP 認證漏洞，當認證郵件的寄件者使用合法別名，被當作異常封鎖的問題 
調整 IP 阻擋清單 > 限制僅能建立子網路遮罩 Class B 以下 
新增 SMTP流量異常偵測，與封鎖日誌 
新增 WebMail 登入兩步驟驗證，支援封鎖、黑白名單 

 
IP 封鎖設定 

調整 IP封鎖共同設定 > 通知信寄送間隔單位改成分鐘，設定限制 3 ~ 1440 分鐘 
 
郵件加密 

修正 使用 PDF 加密可能遺缺圖片，ZIP 加密誤將信內嵌圖誤當附檔打包至 ZIP 中的問題 
修正 使用 PDF 加密內容會多出一些空格問題 
修正 使用 PDF 加密的純文字郵件，內容會不見問題 
修正 沒有附檔郵件，在延遲信件 或 稽核人員選擇加密後放行， 

會進行 ZIP 加密且寄送密碼通知信的問題 
 
郵件加密規則 

調整 密碼強度與管理者設定限制不符合時，僅警示、仍可選擇儲存 
 



 

 
郵件加密進階設定 

新增 [郵件加密密碼強度限制] 設定 
 
ShareTech Sandstorm 

新增 ShareTech Sandstorm 惡意程式過濾服務，提供基本設定、紀錄與隔離查詢 
 
郵件病毒過濾 

修正 郵件掃毒引擎 ClamAV 因為病毒碼無法更新等所造成長時間服務中斷， 
當故障排除後、仍無法正常啟用問題 

 
基本設定 

新增 [清除中毒郵件的附件內容] 功能選項 
 
垃圾郵件管理 
垃圾郵件防護 

修正 DKIM 驗證可能出現誤判的問題，並支援金鑰大小 1024(內定) / 2048 
新增 灰名單 > [每周執行] 增加跨日支援 

 
參考資料庫 

修正 SpamAssassin 啟用 [信件表頭附加註記] 時， 
在 [日誌查詢 > 郵件日誌 > 詳細 > 垃圾郵件分數來源] 有時會沒有資料顯示 

新增 內文連結過濾自訂黑/白名單 
 
垃圾郵件通知清單設定 

調整 垃圾清單信件內的清單主旨加寬 
新增 可自訂的 [垃圾郵件清單的內容提示] 

 
個人黑白名單設定 

修正 匯入大量個人黑白名單設定失敗問題 
 
使用者管理 
初始設定 

新增 帳號初值設定 > 增加 [聯動編輯共用聯絡人 - 姓氏] 設定， 
選擇在 [使用者管理 > 帳號管理] 編輯使用者姓名， 
是否聯動修改共用通訊錄群組中的聯絡人姓氏資料 

新增 是否允許系統所有使用者在 webmail 透過 Google 或 Microsoft  
所提供的線上預覽工具預覽文件 

 
帳號建立方式 

調整 啟用 AD 帳號整合，當 [自動同步共用通訊錄群組] 停用， 
不再刪除先前 AD 同步的通訊錄群組，當 [自動同步共用通訊錄群組] 啟用， 
通訊錄群組則會隨 AD 主機同步結果建立與刪除 

新增 匯入帳號別名檔 
 
 
 
 
 



 

 
帳號管理 

修正 編輯 shadow 檔匯入的帳號，被要求修改密碼才能套用 
修正 編輯使用這帳號，無法從特定 [聯絡人 - 共用通訊錄群組] 中移除(取消勾選)的問題 
新增 帳號最後一次登入或收信的時間 (pop3/imap/webmail/mail app) 
新增 匯出帳號別名，並取消帳號別名 3 筆的限制 
新增 帳號是否允許在 webmail 透過 Google 或 Microsoft 所提供的線上預覽工具預覽文件 

 
主從式架構管理 

修正 新增帳號又刪除後，此時在子機要再新增此帳號會出現錯誤 
修正 父子機時區不同時，可能導致轉移時間不一致的問題 
修正 主從服務可能占用過多記憶體的問題 
修正 未同步的部份: 公佈欄刪除日誌、自動回覆 HTML 格式、郵件規則紀錄 
調整 停用子機的警示，避免被誤認是執行暫停同步、造成停用後續問題 

 
 
轉移工具 

新增 自訂轉移，可設定被轉移的郵件帳號 / 密碼 
新增 本機轉移快速設定，可以針對本機不同網域單一或全部帳號轉移 
新增 匯入設定大量轉移 

 
系統管理 
網路設定 

新增 郵件伺服器 MAC > 顯示各介面卡 Lan、HA、iSCSI 的 MAC 資訊 
 
DNS 設定 

新增 DKIM 在 TXT 的記錄設定，增加支援前置字串 [._domainkey.網域名稱] 格式 
新增 代理的網域名稱，的 [主伺服器位址] 增加支援多筆設定 

 
logo上傳 

新增 雲-硬碟服務共享設定 
 
備份與裝置管理 

修正 當只選擇 [郵件備份] 類型時，不該出現 [備份模式] 選項 
修正 郵件暨紀錄備份設定，當垃圾郵件選擇不備份時， 

不會備份到被使用、管理者放行的郵件問題 
修正 當遠端空間不足時、就立即中斷備份 
修正 當完全系統備份的裝置、是服務中硬碟時，就不再針對該裝置做備份 
修正 顯示備份裝置剩餘空間可能有誤的問題 
修正 系統備份未備份到的:  

個人郵件規則、寄送名稱、公佈欄、行事曆等相關設定、狀態紀錄 
修正 完全系統備份未備份到的: 行事曆附加檔案資料 
修正 備份未支援主硬碟是 ext4 格式的問題 
新增 郵件備份失敗時，寄送通知信、內含錯誤訊息 
調整 未建立帳號前，系統備份將禁止立即備份與定時作業 
調整 遠端 SAMBA 掛載時，支援不同 SAMBA 版本自動偵測功能 
調整 當遠端剩餘空間比上次備份結果所用容量低時，就停止備份並發通知信 

 
還原帳號信箱 



 

修正 無法還原 FTP + 依日期備份的信箱 
 
高可用性 

修正 待命機未同步到 SSL 憑證檔案、行事曆附加檔案資料的問題 
修正 HA 服務模式下，重開機後可能發生服務未依 [服務管理] 自訂埠開啟的問題 
修正 HA 暫停同步時，部分設定資料仍繼續同步的問題 
修正 HA 服務模式下，資料可能發生同步不順利、甚至影響系統設定、紀錄儲存的問題 
修正 基本設定介面沒有做任何修改，卻可以進行套用的問題 
修正 HA 資料庫同步與系統資料庫最佳可能造成衝突的問題 
修正 HA 停用後，可能發生 STMP 通聯的主機名稱會與當前主機名稱不一致問題 
修正 待命機的過期訊息通知、不會消失的問題 
新增 增加資料庫同步多次失敗，會自動暫停同步並通知的機制與設定 
新增 增加顯示 資料庫同步狀態及紀錄、UPS 等資訊 
新增 當待命機狀態為不明或初始超過 30 分鐘的訊息通知 

 
系統管理 

修正 清除所有資料回復預設值，可能發生系統內定 SSL 憑證未建立的問題 
修正 回出廠可能發生卡住、不會重開機的問題 
調整 自動定時重新開機/關機設定，在高可用性服務中、 

主從式架構尚有子機未到達帳號轉移時間、備份相關作業運作中、 
刪除過期日誌中、資料表檢查/修復執行中，以上期間都會暫時失效 

 
測試工具 

新增 [Traceroute 偵測] 功能 
 
訊息通知 

修正 版本韌體自動更新結果通知，僅有繁體中文的問題 
調整 由高中低三種通知層級，更改為更多通知選項 
新增 寄送間隔時間 > 各項目增加可以 [只寄一次] 的選項 

 
硬碟檢測 

修正 硬碟檢測可能發生卡住的問題 
新增 針對 MegaRAID Storage Manager 機型，支援服務開關， 

提供下載 Windows Client 應用程式 
 
網站伺服器 

修正 網站伺服器匯出檔案失效的問題 
 
SSL 安全憑證 

修正 因使用系統預設 SSL 憑證，導致收發軟體重複提示安全性憑證無法驗證問題， 
新增 SSL 憑證資訊修改、重新簽發，CA 憑證產生、安裝下載 

 
不斷電系統 

新增 UPS 設定 > [網路不斷電系統伺服器 IP 位址/埠號] 可自訂 UPS 名稱 
 
 
 
 
 



 

 
日誌查詢 
郵件日誌 

修正 掛載遠端日誌無法下載郵件檔案的問題 
修正 詳細 [郵件內容驗證簽章] 設定 tip 的收件者不包顯示錯誤 
修正 郵件日誌查詢大量的紀錄時，導致系統忙碌，影響正常郵件處理程序 
修正 特定信件格式分析有誤，導致記錄到的寄件者資訊錯誤 
新增 詳細增加個資權重總得分與各項目的得分，與 [IP 位址反解驗證]、[內文連結過濾]  

的垃圾郵件處理方式 
新增 針對可能發生的信箱容量不足失敗，增加此搜尋條件，與詳細的收件者遞送狀態 

 
SMTP 日誌 

修正 特定寄件者格式解析顯示錯誤的問題 
 
事件日誌 

修正 當系統過度忙碌等狀況時，可能發生紀錄缺失問題 
新增 WebMail 用戶對延遲信的立即傳送，與取消傳送紀錄 
新增 [系統登入] 增加 Mail App 登入的事件 
新增 當 HA 服務發生型號/功能不相容等狀況時，HA 會被切換成停用狀態， 

增加此類變更的事件日誌 
 
使用者最後登入日誌 

新增 使用者最後登入日誌查詢，提供未登入/登入、日期範圍、帳號、登入類型等查詢方法 
 
日誌保留設定 

修正 刪除逾期郵件日誌可能記憶體不足問題 
新增 [系統狀態保留]項目，可設定首頁系統狀態的歷史記錄保留時間 

 
流量統計 
流量排行榜 

調整 搜尋條件、增加匯出功能 
 
POP3 流量排行榜 

調整 改為 [登入流量排行榜]，除了原有 POP3外，並增加 IMAP、Webmail、App 
 
統計報表 

修正 [寄件排行榜] 排除偽造本機的寄件者 
修正 個資報表的 [個資欄位流量排行榜]、[個資比對流量排行榜]，圖表內的中文亂碼問題 

 
POP3代理 

修正 可能發生未正確將代收郵件存放入指定信箱的問題 
 
SMTP代理 

新增 SMTP代理服務，提供基本設定與佇列管裡 
 
電子報 
退閱信箱 

新增 電子報建立時，可選擇的退閱信箱的設定 
 



 

 
 
Webmail 

新增 Webmail介面安全性風險性更新，包含對 XSS跨站點腳本攻擊 
 
登入 

修正 Chrome 瀏覽器自動填入問題 
新增 瀏覽器對新信通知啟用開關 

 
郵件 

修正 Edge/Chrome/safari 瀏覽器在寫信時，貼上圖片或完整網頁內容無效問題 
修正 Safari 下載附件檔問題 
修正 特定信件格式附檔名稱中文問題 
修正 線上預覽純文字附件檔(txt)，可能發生語系碼辨識錯誤問題 
修正 帳號寄信、未依收件者人數設定限制 
修正 信件搜尋特定字元('%','_','\')問題 
修正 寫信加入聯絡人超過 125筆後，欄位高度不正確顯示所有資料問題 
修正 特定郵件格式解析錯誤，造成無法正確顯示內嵌圖片與附件問題 
修正 Firefox 63 版之後介面顯示的問題 
修正 無法看到用 Thunderbird 郵件軟體所發出的會議郵件內容問題 
調整 寄件者格式遵循 outlook 模式剖析顯示 Email 
新增 對 SVG 圖片格式支援 
新增 支援對純文字信件檢視 
新增 PDF 類附件檔支援 [透過 PDF.js/瀏覽器預覽]，DOC 類附件檔支援 

[透過 Google/Microsoft Docs線上預覽] 
新增 回收郵件的功能，可在 [寄件備份] 及 [SMTP寄件保存] 使用 
新增 支援 S/MIME 的數位簽章信件 

 
雲-硬碟 

新增 雲-硬碟服務共享連結與下載介面 
 
聯絡人 

調整 取消匯入聯絡人，必需完整包含特定欄位(Email,Fax,MobilePhone,BusinessPhone) 
內容的限制 

 
行事曆 

修正 Mac OS 進入行事曆介面發生故障的問題 
修正 編輯行事曆視窗跑出 Webmail 視窗可視範圍外、無法關閉問題， 

新增按 [ESC] 鍵會將編輯視窗移回畫面中、並提示是否結束編輯 
修正 IE11 上傳附檔失敗問題 
修正 Outlook 發出的會議郵件，若受邀者 Email 最後有空白字元會導致解析錯誤 
修正 循環行事曆的提醒，一年後就不會再提醒通知的問題 
修正 使用 Enterprise佈景主題時，行事曆當天的底色不明顯，Tooltip 也未顯示問題 
調整 活動邀請連結統一參照 [信件超連結位址] 設定 
調整 行事曆預設時區，參照瀏覽器取得的地區 
新增 支援 Google 行事曆匯入與同步功能 
新增 針對特軟體行事曆提醒信需求，支援純文字格式內容 

 
 



 

 
電子報 

修正 刪除執行中的電子報任務之後，該任務仍然在背景執行寄送的問題 
修正 電子報寄信卡住的問題 
調整 如果連續三個收件者都在 SMTP 的 [end of data] 階段被拒收， 

同網域剩餘的其他收件者跳過不寄，直接算做失敗 
新增 電子報的暫停，退閱信箱功能，與 DKIM 支援 

 
設定 

修正 個人化規則 > 頁面消失問題 
調整 自動回覆 > 增加支援 html 格式與插入圖片設定 
調整 郵件規則 > 移除條件衝突限制 
新增 個人設定 > WebMail 登入兩步驟驗證，驗證碼傳送方式支援 Line、Email 
新增 個人設定 > 寫信寄件者設定 
新增 個人設定 > 隨打即搜(寫信-聯絡人)，增加關閉的選項 
新增 郵件規則 > 增加日誌紀錄(保留 7 天資料)，符合條件類型 

 
Mail App 

修正 手機 Mail App 看不到行事曆，和部分附件問題 
修正 信件搜尋特定字元('%','_','\')問題 
調整 寄件者格式遵循 outlook 模式剖析顯示 Email 
新增 支援 S/MIME 的數位簽章信件 

 
Outlook Connector 

修正 同步共用行事曆，與分享隱藏中行事曆本失敗問題 
修正 Server 端安全性問題 
修正 Oulook 新增的約會，同步到 server 端失敗問題 

 
其他 

修正 開機可能顯示 CF 容量已滿的錯誤警告 
修正 所有介面的快速帳號選單中，會出現申請尚未通過的帳號，自訂郵件位址， 

未驗證是本機有效帳號的問題 
修正 接受轉寄或抄送副本的信箱已滿，不要自動回覆告知原寄件者 
修正 CardDav/CalDav 使用外部網時可能會無法同步的問題 
修正 IPv6 格式判斷問題 
修正 對郵信件 header 的 message-id 格式相容 
修正 POP3認證階段，不再受 POP3 最大連線數的限制 
調整 對記憶體大於 8G 的設備支援與最佳化 
調整 管理介面上傳檔案限制最大 150 MB 
新增 增強管理介面安全性，對 XSS跨站點腳本攻擊 
新增 console 增加主硬碟是 ext4 格式的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