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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電子郵件對於現今的企業而言，提供了非常方

便的溝通工具，而為了幫助企業解決電子郵件的管

理問題，本論文提出並且實作了一個以 SMTP 為基

礎的電子郵件管理系統，其功能包括流量控管、郵

件備份、內容過濾、郵件分類、自動回覆和統計分

析等。在我們的架構下，無論企業使用何種電子郵

件伺服器，此郵件管理系統都能夠正常運作，不需

依賴特定的郵件伺服器。而針對郵件分類的部份，

我們以 N-gram 表示法為基礎，設計了一個中英文

郵件皆可適用的分類演算法，不但能用在電子郵件

分類上，亦可用於一般文件分類，經過測試後，證

明此分類演算法準確率可達 80%以上，並且具有學

習機制，來修正和調整其分類結果。 

關鍵詞：電子郵件管理、內容過去、郵件分類、自

動回饋 

 

Abstract 
 

The phenomenal growth of Internet accesses has 
made e-mail an essential  communication  tool of an 
enterprise.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nd implement an 
e-mail management system, which is based on SMTP 
protocol. The system is designed to resolve the content 
filtering, mail classification, automatic reply, analysis, 
auto feedback and statistics. Every company can 
utilize the proposed system without changing their 
mail server infrastructure. Moreover, we devise a 
N-gram based algorithm, which can be applied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mails. This algorithm not only 
can be used in classifying e-mails, but also can be 
used in classifying other documents. The result of our 
simulation shows the accuracy of this algorithm can 
reach up to 80 percent and above. Also, the 
classification results can be revised or adjusted by the 
learning mechanism. 
Keywords: Mail management、Content filtering、Mail 
classification、Auto feedback 
 
1. 前言 

 
隨著網際網路的快速發展，電子郵件已經成為

企業日常運作不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在企業中所扮

演的角色，除了是內部的溝通橋樑之外，同時也是

企業與外部進行各種業務往來的重要管道。在許多

企業之中，電子郵件已漸漸具備正式公文的性質，

使其從單純的通訊工具進而轉變成企業的一項重

要資產。在這樣的演變下，企業之檔案資料的管理

重點，已不僅限於原來的紙張文件，更包括所有進

出企業的電子郵件。然而電子郵件的應用越廣泛，

其潛在的問題越多，舉例來說： 

 

 電子郵件的流量過大，影響企業的網路效能。 

 企業的機密文件容易洩露。 

 電腦病毒的危害。 

 電子郵件伺服器易成安全的漏洞。 

 垃圾郵件的各種問題。 

 管理電子郵件的耗時費力。 

 

以上都是當前企業管理者必須面對的重要課

題，其中以如何有效管理企業的電子郵件資產最為

困難，類似的問題不只存在於企業的電子郵件管

理，一般的文件管理也面臨同樣的困境。 

另外，文件分類是根據文件的內容或是主題給

定類別的一種工作，其目的在於對文件進行分門別

類的加值處理，使得文件易於管理和利用。文件分

類亦可將非結構化的資料轉換成結構化的資訊，可

進行進一步的分析。傳統的分類工作需要用到大量

的人力，不僅耗去了許多時間，不同的人也會做出

不同的結果。在大部分電子郵件管理的相關研究

[2,6,7,9]中，其郵件分類的功能通常針對垃圾郵件、

管理個人郵件或是自動回覆等特殊目的，不易協助

企業對往來之電子郵件做更詳細的分類。且並未考

慮中文郵件的分類問題，故本論文彙整電子郵件管

理系統與中文文件自動分類方法[8,10,11]，使企業

處理電子郵件更加便利。 
在中文分類問題中，由於中文書寫單位是

「字」，故中文文章只有「字」界線，而沒有「詞」

的界線。中文斷詞方法通常有詞庫(Lexicon)比對、

語料庫(Corpus)分析和 N-gram 表示法等。 
詞庫比對和語料庫分析都需要大型的詞庫和

複雜的斷詞系統，需耗費大量的時間做斷詞的工

作，且有可能因詞庫的不完全而造成其無法被擷取

出來的情形。因此我們選擇了 N-gram 表示法來擷

取郵件中的中文詞彙，但 N-gram 擷取方式會有無

意義之詞彙數量過多的缺點，我們的演算法也針對

此問題做了調整和改善，並配合類似 tf-idf 的權重

計算方式找出文章中的關鍵詞。 
 



2. 中（英）文郵件分類演算法 
 

我們參考了各種中文和英文的文件分類方法，

加以改進與合併後，提出了一個不論中文或英文文

件皆可適用的分類演算法，而本系統之郵件分類功

能亦可由此演算法加以實現。這個演算法共可分成

四個主要的部分－（一）從郵件的主旨、內文和所

有附件檔之檔名中擷取其關鍵詞。（二）根據已分

類之訓練資料找出各類別的關鍵詞。（三）比對郵

件和類別的關鍵詞來替郵件分類。（四）新增訓練

資料時類別的重新訓練。 
 

2.1 郵件關鍵詞 

 
我們使用 N-gram 表示法來擷取郵件的中文詞

彙，並配合類似 tf-idf 的權重計算方式來找出其中

的關鍵詞。而使用 N-gram 表示法有以下幾個優點： 

 
 不需使用詞庫比對或是複雜的斷詞系統來做

中文斷詞，因此減少了許多在中文斷詞上所耗
費的時間。 

 可以節省建立、擴充和維護詞庫或語料庫時所
需的人力及時間。 

 避免有重要詞彙因為未被詞庫網羅而造成其
無法被擷取出來的情形發生。 

 
但 N-gram 的擷取方式最大的缺點便在於無意

義之詞彙的數量過多，所以我們的演算法也針對這
方面的問題做了一些調整與改善。 
 
中文詞彙的擷取 

 
假設現在有一個如圖 2.1（a）所示的中文語句

要處理，首先我們會根據一些常見且較不可能為關
鍵詞之代名詞、介係詞或連接詞（例如：“我們”、“以
及”、“對於”、“他”、“的”、“之”…）等將其分割，
如圖 2.1（b）所示，以期能減少一些無用的詞彙。
接著我們便設定一個最大N值（Max N），然後從N=2
開始，依序取其分割後各段之 2-gram、3-gram…，
直到N=Max N為止，而所有這些拆解出之詞彙的聯
集，便是我們初步的中文詞彙集合，如圖 2.1（c）
至圖 2.1（e）所示。也就是說，如果以TSi表示Max 
N=i的詞彙集合，而Sj表示其j-gram的詞彙集合，則： 

 
}2|{ ijSTS ji ≤≤=  

 
一封郵件的中文部分在經過上述之初步拆解

後，會存在著許多無意義的詞彙，所以我們另外訂
定了一個最小詞頻的限制（Min F），然後從TSMAX N
之內把在全部郵件中出現之總次數（包含在目前 

郵件中出現之次數）小於 Min F 的所有項目刪
除，這樣做的目的便是希望能盡量過濾掉那些無意
義的詞彙，而其剩餘的項目也才是最後的中文詞彙
集合。 

 

圖 2.1 中文詞彙的初步拆解範例 
 

詞彙在郵件中的權重 
 
若我們以 f 代表某個詞彙在一封郵件中出現

的次數，以 d 代表有出現過這個詞彙的郵件數，而
D 為全部郵件的總數，w 為此詞彙在這封郵件中的
權重，則 w 的 tf-idf 計算法可用下列式子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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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我們的演算法中，中文詞彙是以 N-gram
的拆解法取得，所以可能會有許多無用卻常常出現
的詞彙存在。為了解決這樣的問題，我們把 idf 取
log 的部分去除，希望藉此增加 idf 的強度，使得出
現機率較小的詞彙能有更高的權重，其修改後的權
重計算方式如下： 
 

d
Dfw ⋅=  

 
擷取郵件關鍵詞的流程 

 
郵件關鍵詞的擷取可分成以下幾個步驟： 
 

i 將郵件的主旨、內文和各附件檔之檔名分成中
文和英文兩個部分，同時去除其中的標點符號
和空白，且順便利用中英文的不同和這些特殊
符號把郵件內容截斷，若有單一中文字或是單
一英文字母的片段，便將其一並去除。這個步
驟完成後，中文部分會是一個個的語句，而英
文部分則已是個別的詞彙。 

ii 用中文詞彙的擷取的初步拆解方式處理所有
的中文語句，然後統計其初步拆解結果之中文
詞彙以及前一步驟分出之英文詞彙在目前郵
件出現的次數，並隨之更新郵件資訊庫中各詞
彙在所有郵件出現的總次數和總郵件數，更新
完這些資訊後，如果是中文詞彙則還必須做如
中文詞彙的擷取所述之最小詞頻檢查。 

 
iii 以詞彙在的郵件中的權重計算方式，計算郵件



之全部中英文詞彙的權重，然後依據我們事先
定好的門檻值（Threshold），將小於門檻值的
詞彙去除，而剩下的就是此封郵件的關鍵詞集
合。 

 
2.2 類別關鍵詞 

 
在擷取類別關鍵詞之前，必須要有已分類好的

訓練資料，以供各類別收集相關的詞彙資訊，然後
才能從這些類別的詞彙資訊中找出其關鍵詞。我們
用前一節所描述之方法，找出每一筆訓練資料的所
有關鍵詞以及其在此訓練資料中出現的次數，接著
依圖 2.2 的方式歸納整理出各類別的詞彙集合。在
圖 2.2 中，關鍵詞下方的數字為其在所屬訓練資料
中出現的次數，而一個類別的詞彙集合，便是由屬
於此類別之所有訓練資料的關鍵詞所構成，對每個
類別來說，我們必須統計其各個詞彙在此類別中出
現的次數和郵件（訓練資料）數，以供接下來的類
別關鍵詞擷取之用。 

 

 
圖 2.2 類別詞彙的收集範例 

 
 假設Ti代表一個詞彙，Cj代表一個類別，且共
有n個類別。我們用fij表示Ti在Cj出現的次數，dij表
示Ti在Cj出現的郵件數，Dj表示Cj的總郵件數，而
wij則為Ti在Cj的權重。在On-line模式的權重計算
上，我們考慮詞彙出現的集中度，若Ti集中出現於
某幾個類別，而不是平均出現於所有類別，則Ti在
其較常出現的類別便會有較高的權重，其算法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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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模式） 
 

而對於Off-line模式，我們除了考慮以上的集
中度之外，還參考詞彙在類別中出現的平均度，若
Ti平均出現於Cj的所有郵件，並非只集中出現於Cj
的某幾封郵件，則Ti在Cj便會有較高的權重， 

如以下式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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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line 模式） 
 
最後，我們為類別關鍵詞也訂定一個門檻值，

希望能夠藉此留下較有分類價值的詞彙，避免分類
結果受到不重要之詞彙的干擾。在各類別中，其權
重符合門檻值要求之詞彙的集合，便是此類別的關
鍵詞集合。 
 
2.3 郵件與類別之比對 

 
我們的分類演算法使用線性分析的方式來比

對郵件與各類別間的相似度，以找出與要分類的郵
件最相近之類別。首先，假設有m個詞彙，其分別
為T1, T2, …, Tm，以Ti表示之，還有n個類別，其分
別為C1, C2, …, Cn，以Cj表示之，並以Dj代表Cj的總
郵件數，以E代表要分類的郵件。接下來，如果Ti屬
於Cj的關鍵詞集合，則cij等於Ti在Cj的權重，否則cij
便為 0，同樣地，若是Ti屬於E的關鍵詞集合，則ei等
於Ti在E的權重，否則ei便為 0。此時，E和Cj可分別
用向量（Vector）e＝（e1, e2, …, em）以及向量cj＝
（c1j, c2j, …, cmj）來表示，而E與Cj間的相似度Sim
（E, Cj）之計算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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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之相似度的計算方式主要是以郵件向量

（e）和類別向量（cj）之內積（Dot Product）為基
礎，但由於各類別向量的長度差異可能會影響到比
較時的公平性，所以我們決定將其做正規化
（Normalization）之處理，使得所有類別向量的長
度皆相同。可是另一方面，每個類別的郵件數通常
都不同，也就是說，郵件出現在各類別的機率本就
不一樣，因此若是每個類別向量的長度皆相同，則
亦有不公之處，於是我們再另外以類別的郵件數之
函數（ jD ）為其加權，讓郵件數較多的類別能有
較高的優先權。在這樣的計算方式下，其得到的數
值愈大，則表示相似度愈高，所以對郵件E而言，
只要求得Sim（E, C1）至Sim（E, Cn）之間全部的值，
然後取其最大者即為E所屬之類別。 

 
2.4 類別的重新訓練 

 
當類別被刪除或是其訓練資料有增加時，我們

就必須更新類別的詞彙資料並執行類別的重新訓
練。在本系統之中，類別的重新訓練可分為兩種－
（一）刪除所有的類別關鍵詞，然後重新計算各類
別所有詞彙之權重。此種方式主要用於刪除類別或
是加入多筆訓練資料（包含手動加入整理好的訓練



資料以及 Off-line 模式的學習機制）之時。（二）僅
刪除可能變動的類別關鍵詞，接著針對這些可能變
動的詞彙重新計算其權重。其主要應用在只新增一
筆訓練資料（On-line 模式的學習機制）之時。 
 

 
圖 2.3 新增單筆訓練資料之類別重新訓練 

 
圖 2.3 是在只新增一筆訓練資料（E）至某一

類別（C）的情況下，On-line 模式和 Off-line 模式
兩種不同的權重計算方式之類別重新訓練的比
較。On-line 模式的計算方式只需要重算新增的訓練
資料之所有關鍵詞在各類別的權重，而 Off-line 模
式則除了要重算跟 On-line 模式相同的資料外，還
要重算此訓練資料所屬類別之全部詞彙的權重，兩
者相較之下，On-line 模式要更新的資料比 Off-line
模式要少得多。 
 
3 郵件分類與訓練學習機制 
 
3.1 郵件分類與自動回覆之運作流程 
 

郵件的分類與回覆可分成 8 個步驟，如圖 3.1
所示： 
 

 
圖 3.1 郵件的分類與回覆之運作流程 

 
郵件處理系統之自動回覆模組可以選擇其回

覆信件的方式，而回覆方式共有兩種，一是透過電
子郵件伺服器，一是自行回覆。若是透過電子郵件
伺服器，自動回覆模組就可以省下查詢 DNS 和失
敗重試等工作的時間。如果是自行回覆，則可確實

知道信件的回覆狀態，讓管理者能得到更多的資
訊。 
3.2 郵件分類的訓練與學習之機制 

 
圖 3.2 可分成兩個部分來看，下半部為用整理

好之訓練資料做類別的訓練，上半部為管理者回饋
的學習機制。這兩種方法都可以協助我們調整類別
的特徵，讓分類結果能夠更加符合管理者的需求。 

圖 3.2的下半部是屬於郵件處理系統的工作範
圍，共有 5 個步驟： 

 
 步驟 1－由郵件剖析模組讀取所有的訓練資

料檔案並解析其內容。 
 步驟 2－郵件剖析模組將解析出的全部訓練

資料皆轉交給關鍵詞擷取模組處理，而這些解
析出的內容不會被儲存到資料庫。 

 步驟 3－關鍵詞擷取模組把每一筆訓練資料
的所有關鍵詞都依其類別儲存至資料庫之中。 

 步驟 4－關鍵詞擷取模組通知類別訓練模組
進行重新訓練的工作。 

 步驟 5－類別訓練模組從資料庫中取得重新
訓練全部類別所需的資訊，訓練完後並將結果
存回資料庫。 

 

 

圖 3.2 類別的訓練與學習之運作流程 
 
 圖3.2的上半部是屬於Web管理系統的工作範
圍，共有 6 個步驟： 
 

 步驟 1 至步驟 2－使用者介面自資料庫中讀取
一封已分類但未確認類別之郵件，然後將此封
郵件交由管理者進行類別確認的工作。 

 步驟 3 至步驟 4－管理者確認其類別之後，使
用者介面便將結果存到資料庫，並將此封郵件
的關鍵詞全都依其所屬類別歸類。 

 步驟 5－使用者介面通知類別訓練模組進行
加入單筆訓練資料的類別訓練工作。 

 步驟 6－類別訓練模組從資料庫中取得加入
此封郵件之類別訓練工作會用到的相關資
訊，訓練完後並將結果存回資料庫。 
上述之管理者回饋的學習機制我們稱之為

On-line 模式，除此之外，本系統還另外提供了一種
Off-line 模式的回饋機制，兩者間的差異有二： 

 
I. 類別訓練的時間點和工作模組不同－Online



模式的回饋機制如圖 3.9 的上半部所示，它在
步驟 5 至步驟 6 中利用 Web 管理系統的類別
訓練模組，針對管理者已確認完的郵件做即時
的處理，也就是說這封郵件的特徵會立刻反映
在下一次的分類行為上，但這樣的運作模式也
相對增加了郵件確認所需的時間和本系統的
負荷；而所謂 Off-line 模式的回饋機制，其郵
件類別的確認方式就如 Online 模式之步驟 1
至步驟 4 一樣，只是它省略了步驟 5 至步驟 6
的過程，並將類別的重新訓練工作改由郵件處
理系統中的類別訓練模組定時地去整批執
行，管理者可將執行的時間點設定在電子郵件
進出的離峰時段，以避免影響本系統的效率，
但這種運作模式就無法在下次分類立即反映
出類別已確認之郵件的特徵。 

II. 類別關鍵詞的權重計算方式不同－在 On-line
的學習模式中，由於必須立即做類別特徵的更
新，因此我們用了跟 Off-line 模式不同的權重
計算方式，使得在每加入一封郵件時，需要重
新計算的資料量較 Off-line 模式少，但分類的
準確率也較差。而 Off-line 的學習模式所用的
權重計算方式則相反，分類的準確率較高，但
每加入一封郵件時所需重新計算的資料量也
較多。 

 
4 實驗結果 
 

為了進行郵件分類的實驗，我們從 Yahoo 奇摩
的新聞中收集了 2449 篇平均長度為 550 個中文字
(即 1100 個字元)的報導，作為分類實驗中的郵件樣
本。 

針對此樣本進行測試實驗，每筆測試資料之分
類結果的前三名都會被記錄下來，並且測量其實驗
的統計數據。在我們的分類實驗中有以下幾種參
數：訓練資料數=2449-測試資料數=1224；Max 
N(N-gram 表示法之最大 N 值)=2；Min F(郵件的中
文詞彙之最小詞頻)=5；郵件關鍵詞門檻值=100；類
別關鍵詞門檻值=0.7(On-line 模式)或 0.02(Off-line
模式)；學習機制=No；類別郵件數加權=Yes。以上
各種參數之等號後面的值，是它們各自的預設值。
我們分別測試各種情況下On-line模式和Off-line模
式的分類結果。 

由表 4.1 和表 4.2 的實驗數據我們可以知道，較
大的 Max N 對分類的準確率並沒有太大的幫助，且
會使得資料量大幅增加(原始詞彙代表中文部分尚
未機過 Min F 篩選的詞彙集合)，郵件分類所需的時
間也會增加，故以 Max N=2 來擷取郵件的中文詞彙
較為恰當。 

 
表 4.1 Max N 對郵件分類之影響-1 

Max N 郵件詞
彙總數 

郵件平
均原始
詞彙數 

郵件平
均詞彙
數 

郵件平
均關鍵
詞數 

4 1216779 821.9 261.6 1121.8
3 698607 578.5 245.4 111.5 
2 217812 297.8 190.5 78.4 

 

表 4.2 Max N 對郵件分類之影響-2 
Max N On-line

模式第
一名命
中率
(%) 

Off-line
模式第
一名命
中率
(%) 

On-line
模式前
三名命
中率
(%) 

Off-line
模式前
三名命
中率
(%) 

4 84.08 82.04 94.78 95.35 
3 83.67 83.02 94.69 95.18 
2 82.37 82.61 94.53 94.94 

 
 表 4.3列出了類別郵件數加權對分類結果的影
響，就準確率方面來說，此方法的結果跟取較大的
Max N 類似，只使準確率略為提升，但因為類別郵
件數加權並不會增加分類時的負擔，因此我於郵件
分類演算法中仍然繼續採用此種加權方式。 
 

表 4.3 類別郵件數加權對郵件分類之影響 
類別郵
件數加
權 

On-line
模式第
一名命
中率
(%) 

On-line
模式前
三名命
中率
(%) 

Off-line
模式第
一名命
中率
(%) 

Off-line
模式前
三名命
中率
(%) 

Yes 82.37 94.53 82.61 94.94 
No 82.29 94.37 81.96 95.1 

 
 表 4.4 為起始訓練資料=612 時，學習機制使用
與否的命中率比較。在使用學習機制的情況下，確
實能夠提高分類的準確性，雖然提高的程度有限，
但最重要的是這種學習的方式可隨時根據管理者
之行為模式調整其類別的特徵，使分類結果更具可
信度。 
 

表 4.4 學習機制對郵件分類之影響 
On-line 模式 Off-line 模式 

學
習
機
制 

第一名
平均命
中率
(%) 

前三名
平均命
中率 

學
習
機
制 

第一名
平均命
中率( 

%) 

前三名
平均命
中率
(%) 

Yes 80.89 92.92 Yes 82.85 93.36 
No 77.68 91.07 No 80.29 92.92 

 
5 結論 

 
有鑒於電子郵件對企業而言的重要性日益增

加，且其每日進出的數量又太過龐大而使得管理不
易，所以本研究提出了一套完整的管理架構及方
法，主要目的便在於協助企業將郵件管理的工作自
動化，以節省在時間和人力上可能耗費的成本。在
經過系統實作與實驗模擬的過程之後，我們亦證明
了本研究所提之架構和方法在實際應用上確實可
行。 

我們的電子郵件管理系統具備了跨平台的能
力，不會受限於用戶端作業系統及電子郵件伺服器
的種類，這樣的特性可彌補許多相關研究在這方面
的不足之處。除此之外，本系統還結合了諸多與郵
件管理有關的功能，例如流量控管、郵件備份、內



容過濾、和統計分析等，讓企業管理者可以更直接
地監控各種往來的電子郵件。 
 另一方面，為了更有效地幫助企業管理電子郵
件，我們設計了一個擁有學習能力的郵件(文件)分
類演算法，已藉此達到郵件自動分類和回覆的目
的。透過這個演算法，本系統可將接收到的郵件一
管理者所訂定的類別執行自動分類的工作，然後再
根據各個類別之行為定義，決定是否要自動回覆以
及回覆的內容。當分類結果不正確時，本系統亦可
隨時針對各類別的特徵進行校調，使未來的分類結
果能夠更加符合企業的要求。 
 

本研究往後還有以下幾個可發展的方向： 
 

 整合病毒掃描的功能，以便清除電子郵件中帶
有病毒的附件檔以及具有高度危險性的
Script。 

 建立分散式的資料庫架構，即使是一個擁有多
個子公司的企業，我們仍然可以將其所有的電
子郵件加以集中管理。 

 利用資料探勘（Data Mining）的技術分析已
分類的電子郵件，從中發掘出有價值的知識以
供企業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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