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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分析 
本研究欲探討垃圾郵件傳播過程中，發送者本身背景與其發送行為分析，

與所發送的垃圾郵件內容特性、以及接收者在收到垃圾郵件後所反饋的態度與

處理方式，因此，研究者期在本章文獻探討中，發現能適用於本研究之理論基

礎，並將過去相關研究文獻裡所探討垃圾郵件的定義、現況、傳播過程、種類

特徵及使用者心理與行為等之內容，作一彙整及評析。 

 

 

第一節  垃圾郵件相關定義與現況 

一、垃圾郵件的定義 

其實垃圾郵件(Spam)不算是現代產物，早在 1975 年，就正有垃圾郵件的報

導；1995 年 5 月，開始有所謂自動發送大量郵件的軟體設計，如 Floodgate；同

年 8 月，有數百萬個電子郵件地址在市面上販售（陳世煌，2004）。一直到近幾

年才對於這類郵件予以正式命名為垃圾郵件。 

 

對於垃圾郵件的意涵其實可以有不同的解讀。例如從 1997 年 Hoffman 在

網際網路郵件聯盟 (Internet Mail Consortium, IMC)的報告中，對於垃圾郵件的

陳述是「大量不請自來的商業電子廣告郵件」；2000 年 Turban 等人認為發佈垃

圾郵件是「沒有考慮接收訊息的適當性，而擅自分配訊息」的動作；2003 年中

國互聯網協會公告垃圾郵件是「沒有對收件人提出要求徵得同意的各種形式宣

傳性電子郵件，且收件人無法接收，甚至隱藏發送人身份、地址、標題等資訊，

或利用虛假的資訊源頭等」；2005 年臺灣通過了濫發商業電子郵件管理條例草案

中也說明：「未在郵件主旨標註『商業』、『ADV』等明確告示辨識語，且明知收

信人已拒絕接收還執意持續發送電子郵件的情形，都是垃圾郵件」；2006 年

ASRC 亞太垃圾郵件研究中心發表垃圾郵件是「通常具廣告性質，且收件者往

往對郵件內容不感興趣，特別是指那些用同樣內容，卻一次發出數萬甚至數十

萬封的廣告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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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為研究者彙整近年來各單位及研究者對於「垃圾郵件」所給予的操

作型定義，依年代整理如下： 

 

表 2-1 
「垃圾郵件」定義彙整表 

年代 研究者 定義陳述 

1997 
 Hoffman 

未經網路用戶許可而逕自發送之電子廣告郵件

稱為垃圾郵件(junk e-mail, spam；而濫發垃圾郵

件者稱為 Spammer)，一開始 IMC 採用的統一詞

彙是 UCE(Unsolicited Commercial E-mail)，但後

來考量UBE(Unsolicited Bulk E-mail)比較能代表

國際性的垃圾郵件問題，意即未取得接收者同

意，不斷發送給大量使用者的電子郵件，這個詞

彙包含了比較大範圍的傳播攻擊。 

2000 Turban, et al. 
Spam(or UCE)，被定義為「沒有考慮接收訊息的

適當性，而擅自亂分配訊息的動作」。 

2001 Gautthrronett S.& 
Drrouarrd E 

界定垃圾郵件通常是隱藏或偽裝身份的發信

者，一而再、再而三的反覆發送大量未經要求的

商業訊息。也就是說，垃圾郵件的定義為「大量

且未經同意而發送之商業廣告郵件」，但在相同

的報告中也表示，並非所有的商業郵件都是垃圾

郵件。 

2003 
American Direct  
Marketing 
Association 

沒有現存或先前的商業／個人關係或得到贊同

／許可，就發送未經同意的大量商業郵件到個人

電子郵件位址中的動作。 

2003 陳皓朋 

（一） 一大堆沒有經過篩選的廣告，同樣內容在

不同的討論區重複張貼。 
（二） 對使用者根本無用的郵件。 
（三） 沒有經過使用者主動要求，而向使用者發

送的電子郵件廣告、刊物或其他資料。 
（四） 沒有明確的收信、退信方法、發言人、回

信地址等的郵件。 

2003 

美國「控制不請自

來之色情暨商業

行銷郵件法」第一

條 

凡以商業廣告、商業產品或服務之行銷為目的，

而發送之電子郵件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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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中國互聯網協會 

（一）收件人事先沒有提出要求或者同意接收的

廣告、電子刊物、各種形式的宣傳品等宣

傳性的電子郵件。 
（二）收件人無法拒收的電子郵件。 
（三）隱藏發件人身份、地址、標題等資訊的電

子郵件。 
（四）含有虛假的資訊源、發件人、路由等資訊

的電子郵件。 

2003 李武耀 

所謂垃圾郵件 SPAM（Send Phenomenal Amounts 
of Mail）即是巨量廣告信或網路行銷郵件，藉由

郵件伺服器所提供的轉寄服務、免費信箱或是利

用發信軟體，寄給未經收件者授權同意的電子郵

件地址。 

2004 孫樹平 

指與內容無關，發送給多個收件者的郵件或張貼

物，而且收件者並沒有明確要求接受該郵件。也

可以是發送給與郵件主旨不相關的新聞組或清

單伺服器的同一郵件的重複張貼物。 

2005 

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認為垃圾郵件是「未經請求之商業訊息的通稱，

通常寄件者會將這些訊息發送給大量收件者」。

2005 Openfind 
垃圾郵件指的是：「一種利用公眾網路發送、不

請自來的廣告資訊，包括電子郵件。」 

2005 
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 

指發信人違反以下規定所發送的電子郵件皆稱

垃圾郵件：  
（一） 未在主旨標註為「商業」、「ADV」、「廣告」

等明確告示足資辨識。 
（二） 明知或可得知收信人已拒絕接收之後還執

意持續發送的電子郵件。 
（三） 主旨與寄件名稱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的

電子郵件。 

2006 
ASRC 亞太垃圾

郵件研究中心 

電子垃圾郵件，通常是廣告性質的，而且收件人

往往對郵件內容不感興趣。係指透過 Internet 所
寄出的垃圾郵件。特別是指那些用同樣的內容，

卻一次發出數萬甚至數十萬封的廣告電子郵件。

n.d. 
(Retrieved 

Nov.13, 
2006) 

CNET 網站字彙

寶典 

Spam 是指未經電子郵件收信者同意而大量寄發

的電子郵件，也有人將它翻譯為「大量郵件」。

Spam 通常是以商品廣告為內容，收信者最常收

到的又以色情，藥品，強身或美容，發財夢等一

類的廣告居多。Spam 和另一種也是以大量方式

發送的商業廣告電子郵件應該有所區別。兩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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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別在於有無經過收件者的同意。一般正派的行

銷業者在寄發廣告郵件時是以「加入型」（opt-in）
名單為基礎，也就是每個電子郵件地址都是經由

收件者事先同意加入收信名單；同時也會有「退

出」（opt-out）的機制，讓使用者可以自由選擇

不想收到廣告郵件。相較之下，spam 則是未經

收件者 opt-in，也就是不具收件者同意的基礎。 

n.d. 
(Retrieved 

Nov.13, 
2006) 

MAPSSM 

（一）與接收者個性和背景不恰當的訊息。 
（二）沒有經過接收者明確同意，且無法撤回。 
（三）在訊息發送與接收的過程中，明顯地使用

者的利益遠小於發送者。 

n.d. 
(Retrieved 

Nov.13, 
2006) 

SpamAbuse.net  

垃圾郵件指在網際網路上大量複製相同訊息內

容，迫使不願意接收的人接收之。簡言之，將一

份相同的電子郵件，未經收信人的許可，大量發

送給許多人，即使所謂的「spam」。 

n.d. 
Retrieved 

Jan.13, 
2007) 

Spamhaus 

“spam”就是指未經同意就發送的大量電子郵件

（UBE），所謂「未經同意」是指接收者並沒有

明確允許就發送，而「大量」指的一次發送同一

性質的眾多訊息。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由上述各種定義可以歸納幾項重點： 

（一） 垃圾郵件的意涵與時俱移 

綜觀各年代與研究者對於垃圾郵件的定義陳述，頗符合一般大眾認知，大

多認為垃圾郵件是「未經使用者同意」而發送的「大量」郵件，且大部分都具

有「商業性質」。基本上，過去十年對垃圾郵件的定義未有太大改變，但部分定

義仍無明確地區分垃圾郵件與非垃圾郵件，如：「與收件者背景及興趣不相符」

的電子郵件，有可能因個人的認知與情意態度上的差異，而有不同的判斷與決

策。 

 

個人的垃圾郵件管理尚屬單純，因個人可依據喜好與習慣來訂定判讀規

則，但若在企業組織，即須部署一套嚴謹的判讀郵件規則，才不會導致同樣一

封郵件訊息，部份員工認定為有用資訊而保存，但部份員工卻將之判定為一封

無意義的垃圾郵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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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垃圾郵件常用名詞 

1. 中文：垃圾郵件 

英文：“Spam mail”  or  “Spam”  or  “Junk e-mail” 

為最廣義的垃圾郵件的統稱。 

2. 中文：未經同意而發送的商業性電子郵件 

英文：Unsolicited Commercial E-mail (UCE) 

雖然商業性電子郵件不一定是每個人都不想看的內容，但大多數的垃圾

郵件是一大堆「沒有經過篩選」的廣告，漫無目的發送。 

3. 中文：未經同意而發送的大量電子郵件 

英文：Unsolicited Bulk E-mail (UBE) 

垃圾郵件常是同樣的內容，卻一次發出數萬甚至數十萬封的廣告電子

郵件，或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反覆發送，很可能直接塞爆使用者信箱，

或強迫使用者明顯看到強烈的行銷詞彙。 

 

（三） 本研究所擬定的垃圾郵件範圍 

研究者考量「發送者目的」以及「接收者的態度」進行總結定義：「主觀意

識不想接收的大量電子郵件中，多以商業意圖或非商業意圖發送，沒有經過接

收者明確許可、並使用偽裝不明來源手法發送，而使用者也無法使用退出機制

的垃圾郵件，且可能讓本身電子郵件溝通變成困擾的結果。」如圖 2-1 所示： 

 
圖 2-1 本研究之垃圾郵件定義 

       
 

 
【商業性 Spam Mail】 

 
例如： 

強迫行銷、詐欺 

【非商業性 
Spam Mail】 

例如： 
連鎖信、勸募信 

未經同意、
使用偽裝主
旨或來源、
且無法使用
退出機制的
Spam Mail

本研究之垃圾郵件範圍 

 主觀意識不想接收的大量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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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垃圾郵件之特性 

從前談到資訊安全的破壞、資訊環境的污染，多以網路病毒侵襲為主，而

近幾年興起的垃圾郵件，造成另一種網際網路使用者收發電子郵件行為的干

擾。幾年前，垃圾郵件頂多讓使用者感到不悅，但現在它已不只是雜訊，而是

成為耗損企業生產力與迫害個人資訊生活的嚴重問題（李欣茹，2003）。對於垃

圾郵件的處理議題，從過去技術尚不純熟時的「清都清不掉」，到現今雖有不斷

研發的新過濾技術，但卻仍「清都清不完」。不過病毒與垃圾郵件不同的地方是，

病毒多為人詬病，但垃圾郵件卻不一定人人不愛，對某些人而言，垃圾郵件可

能是有用、有趣或甚至能夠作為選購商品及服務的參考（張明正，2003；E 世

代公民對話誌，2006）。因此，垃圾郵件的篩選，還可能參雜主觀因素，對於

不同性別、工作職位、年齡、使用網路程度等不同屬性變項的使用者，在感受

垃圾郵件的困擾程度與處理面對的態度亦有輕重緩急的不同。 

 

垃圾郵件一開始只是在網路上的惡作劇，但後來演變成獲利導向的擾人推

銷工具（路透社，2006）。科技社會的快速演進之下，其實不單只有上網收發電

子郵件會遇到垃圾郵件這樣的干擾與攻擊，早在數年前行動電話開始普遍之

後，舉凡詐騙電話、廣告簡訊等，無疑也是資訊生活的干擾，Web2.0 興起之後

的個人論壇、部落格也開始受到被張貼垃圾連結的污染，這些張貼者企圖在網

站上安插誤導的連結，藉此干擾網際網路搜尋引擎的運作（Goodman, Heckerman,  

& Rounthwaite, 2005）。但在此研究中，討論的焦點乃針對「垃圾郵件」為主體

來作為收發雙方主要的研究探討。 

 

垃圾郵件過濾是富有挑戰及鬥智的技術領域，面對網際網路訊息的超載，

也帶起資訊傳播新生態以及資訊環保主義的興起（王宏德，2005）。但垃圾郵件

最難以掌控的特色，在於它總是不斷地變化，來適應與躲避各種新的攔阻方法，

即使過濾軟體工程師推陳出新阻擋垃圾郵件的方式，垃圾郵件發送者還是能找

出相對應的解套方法，使得雙方不斷共同演化，也越來越複雜。例如當初垃圾

郵件多為純文字的資訊類型格式，而後為了躲避關鍵字偵測機制而發展出影像

型態垃圾郵件，其主要在郵件內文中使用影像代替文字來顯示垃圾訊息（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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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2006）。另一方面，從前能夠明顯地由「寄件者」及「主旨」的欄位中判

斷來源是否為不明人士或不想接收的商業廣告郵件，但現今已會進行偽裝成親

朋好友名稱發送，誘騙使用者卸下警戒點選郵件（張漢宜，2004）。 

 

當垃圾郵件發送者意識到手法被拆穿之後，為求能夠讓所發送的垃圾郵件

順利通過防堵技術，進而持續在演變著，例如：當過濾機器開始採用關鍵字比

對技術針對某些詞彙加以封阻，於是發送者開始會在訊息內文字加上亂碼或是

拆解、組裝單字，比如說加入空格或符號（把 click 拆成 cli ck）或是漏拼字母

等(Norman Inc., 2006)；另一方面，當過濾機器開始能夠利用「發送帳號追蹤器」

去追溯回發送者所在位置，而發送者也開始懂得利用拋棄式帳號，當任務結束

即不再使用。 

 

三、國內外反垃圾郵件組織 

研究者收集整理了國、內外垃圾郵件相關機構與組織（附錄二），包含了國

家政府機關所設立的官方組織與研究中心、研發與銷售垃圾郵件過濾軟體的科

技機構、也有部分則是民間團體因應垃圾郵件問題而自發性組成的社群。在各

個單位中常定期或不定期有一些案例公告、研究報告及統計調查數據等資料，

以及使用者在社群中所分享的垃圾郵件經驗與處理方式等文章，皆是後續正式

進行內容分析研究的重要參考。 

 

（一）國內 

「政府機關」部分有包括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亞太垃圾郵件郵件中心、

中華民國網路消費協會、臺灣網際網路協會等，有些單位主要掌管垃圾郵件的

分析研究，而有些則是相關法條的設立等；在「科技機構」部分，有包括

Taiwan.CNET.com 科技資訊網、資安人科技網、賽門鐵克、Openfind 網擎資訊、

趨勢科技等，主要業務多是在做抑制垃圾郵件的科技研發及報導國內外垃圾郵

件攻擊情報的發佈；在「反垃圾郵件組織」部分，有包括垃圾郵件防治協會、

AntiSpam —臺灣 FTP 聯盟等，主要是偏於民間網際網路使用者自發性成立的討

論群組，討論個人受垃圾郵件攻擊的經驗、及分享處理方式技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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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外 

「政府機關」部分例如有美國聯邦貿易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及加拿大的顧客業務部門隱私權保護辦公室（Office of Privacy Protection 

Department of Consumer Affairs）等，提供認識垃圾郵件的指引及研究報告，以

及提供人民申訴與檢舉垃圾郵件的管道；「科技機構部分」部分，有 Spamhaus、

MAPS、SpamAbuse 等，「反垃圾郵件組織」部分也有許多反制垃圾郵件的個人、

群體、或是公司企業所組成的網站。 

 

第二節  垃圾郵件傳播的途徑與手法 

一、從「電子郵件傳播」到「垃圾郵件傳播」 

自從新科技的開發以來，傳播理論或模式都跟隨有了新的改變，需要一些

創新的工作型態或認知思考(Severin & Tankard,1995)。電子郵件的傳播，僅關注

正確的收信地址，至於內容及發送位址無明確的要求，然而在訊息承載空間有

限的情況下，理論上每個收訊者應都有自主性的選擇是否去接觸該訊息之可

能，但垃圾郵件卻可能造成訊息過載而擠掉其他傳遞而來的訊息，但技術結構

上還是允許發訊端自由單向的不斷傳播（林孟芃，2005）。在垃圾郵件傳播過程

中，每個環節皆有各自扮演的關鍵角色，垃圾郵件發送者期望藉助發送垃圾郵

件來營利，而中介者希望能夠嚴密控管與提升過濾成效，而接收者則會表現出

不同的態度與處理方式。 

 

若由 Dr. David K. Berlo 所提出的 SMCR 傳播模式來看（圖 2-2），資訊傳播

過程含有四大要素，分別為：來源（source）、資料（message）、通道（channel）、

接收者（receiver），垃圾郵件也是一種資訊的傳播，若套用 SMCR 模式來看，

來源即是「垃圾郵件發送者」、資料即是「垃圾郵件」、通道即是透過「電子郵

件」傳遞、而接收者即是「垃圾郵件接收者」；而 Moustakas, Ranganathan & 

Duquenoy(2006)提出一個垃圾郵件傳播過程的相關利害關係人分析圖（圖

2-3），說明有關垃圾郵件的重要關係人物有「發送者（如公司企業、非法的

Spammer）」、「政府」、「中介者(如網際網路服務提供者、使用者隱私權保護協

會)」、「接收者（電子郵件的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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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Berlo 的 SMCR 模式 

Note. From “Berlo’s (1960) SMCR Model of Communication”, by Letcher T., 2006, retrieved Mar. 8, 
2007, from http://www.uky.edu/CommInfoStudies/COM/teaching/courses/com252/visuals/smcr.html  
 

 
圖 2-3 垃圾郵件傳播過程及關鍵利害關係人 

Note. From “E-mail marketing at the crossroads: A stakeholder analysis of unsolicited commercial 
e-mail (spam)”, by Moustakas, E., Ranganathan, C. & Duquenoy, P., 2006, Internet Research, 16(1), 
pp.38-52 

若由 Dr. David K. Berlo 所提出的 SMCR 傳播模式來看（圖 2-2），資訊傳

播過程含有四大要素，分別為：來源（source）、資料（message）、通道（channel）、

接收者（receiver），垃圾郵件也是一種資訊的傳播，若套用 SMCR 模式來看，

來源即是「垃圾郵件發送者」、資料即是「垃圾郵件」、通道即是透過「電子

郵件」傳遞、而接收者即是「垃圾郵件接收者」；而 Moustakas, Ranganathan & 

Duquenoy(2006)提出一個垃圾郵件傳播過程的相關利害關係人分析圖（圖

2-3），說明有關垃圾郵件的重要關係人物有：「發送者（如公司企業、非法的

Spammer）」傳送垃圾郵件訊息給「接收者（電子郵件的使用者）」，在此過

程中將會有「中介者(如網際網路服務提供者、使用者隱私權保護協會)」來負責

掌管垃圾郵件的防護和過濾、以及接受使用者申訴被垃圾郵件危害的案件處理

等，而「政府」雖然在垃圾郵件傳播過程中沒有直接關係，但仍需要由其訂定

合適法規條例，協助改善垃圾郵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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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垃圾郵件傳播過程之關鍵角色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以訊息傳播角度來理解「垃圾郵件」，根本上其實是指一種在網際網路上應

該受封阻而未被封阻的訊息；特別是由發信人與收信人的角度理解，是一種「質」

的問題（林孟芃，2005）。過去對於垃圾郵件的實徵研究不多，算是一個新的領

域，但由於近幾年垃圾郵件造成電子郵件行銷強大的威脅之後，開始有研究者

意識必須開始著手研究如何辨識與阻擋垃圾郵件的必要性。 

 

如涂家綺（2006）「個人轉寄網路連鎖信之影響因素之研究」中，連鎖信也

是垃圾郵件的一種，其中多為探討使用者面對連鎖信的觀感與處理，仍較為欠

缺發信端的探討；林建邦（2004）「打個噴嚏大家都感冒-以病毒行銷觀點探討

電子郵件之散播」，現在傳播為求快、求便利，開始有了病毒行銷的手法，能夠

快速將訊息像病毒般擴散，其中一個傳播管道就落入垃圾郵件中。 

 

本研究為想探知垃圾郵件發送者的背景與行為，採用「內容分析法」來進

行，內容分析法本用於傳播學領域，後來才漸漸用至其他學科中，它是一種對

特定傳播者訊息分析的一種工具，取代以訪問人或要回答問卷，同樣能夠觀察

人類行為（Severin & Tankard, 1995），研究者將用內容分析法來檢查關於垃圾郵

件發送者的大量相關文件，以多角檢核法(Triangulation)瞭解傳播者的行為特性。 

 

垃圾郵件接收者 

(spam receiver) 

垃圾郵件發送者 

(Spammer) 

中介者 

如：垃圾郵件過濾

廠商、網路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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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m mail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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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垃圾郵件發送者特性 

在國內外尚無對於垃圾郵件發送者的深入研究，僅有一些雜誌媒體曾經對

垃圾郵件發送者有過簡短的匿名專訪資料，企圖瞭解他們的文化與知識背景、

及從事此行業的一些心路歷程等，如 Arthur(2005)訪談一名垃圾郵件發送者，其

目的除了金錢以外，期能藉由發送垃圾郵件來獲得很大樂趣，甚至在年僅 13 歲

時即第一次撰寫出專業的攻擊程式；另外，在 2005 年 O’REILLY 出版社推出一

本「垃圾郵件諸王紀」的圖書，書中內容主要對幾位同樣是匿名的垃圾郵件發

送者，探討其如何突破網路服務供商的封鎖線、內心所抱持的想法與所運用的

發送技術等，作深度採訪與故事陳述。 

 

國際反垃圾郵件組織 Spamhaus，定期會在官方網站上公布「垃圾郵件發送

者黑名單 Top 10」，甚至曾經宣達全球海量垃圾郵件的 80％就來自僅僅十個人

之手（表 2-1），他們皆來自不同國家、手段也各有不同，有人擁有完善的垃圾

郵件傳播系統、有人善於偽造文檔、也有人利用虛假的國外 ISP 來發送垃圾郵

件等等（Spamhaus, 2007）。 

 

表 2-2   
World Top 10 Spammer 

The 10 Worst ROKSO Spammers As at 11 January 2007 

Rank Photo Spammer or Spam Gang Country 

1  

 

Alex Blood / Alexander Mosh / AlekseyB / Alex Polyakov 
So many Alex & Alexey spamming! Alex Blood tied to Pilot Holding 
& bbasafehosting.com long ago, then Alex Polyakov posted he owned 
them. Massive botnet and child-porn spam ring, also pharma, 
mortgage, and more. May work with Kuvayev and Yambo. 

Ukraine 

2  

 

Leo Kuvayev / BadCow 
Russian/American spammer. Does "OEM CD" pirated software spam, 
copy-cat pharmaceuticals, porn spam, porn payment collection, etc. 
Spams using virus-created botnets and may be involved in virus 
distribution.

Russia 

3  

 

Michael Lindsay / iMedia Networks 
Lindsay's iMedia Networks is a full-fledged spam-hosting operation 
serving bulletproof hosting at high premiums to well known 
ROKSO-listed spammers. His customers spam via botnet zombies with 
spam payloads hosted offshore, tunneled back to his servers. 

United 
States 
California 



 

 20

4  

 

Ruslan Ibragimov / send-safe.com 
Stealth spamware creator. One of the larger criminal spamming 
operations around. Runs a CGI mailer on machines in Russia and uses 
hijacked open proxies and virus infected PCs to flood the world with 
spam. 

Russia 

5  

 

Amichai Inbar 
Full scale criminal operation. Spamming porn, illegal drugs and 
pump-&-dump stock using botnets. Partnered with many of the worst 
US and Russian ROKSO spammers. 

Israel 

6  

 

Pavka / Artofit 
A Russian gang who have been spamming for years. Started with porn, 
now into many types of spam, always via hijacked PCs. Part of a large 
criminal group involving ROKSO spammers Leo Kuvayev & Alex 
Blood. Also see "Yambo Financials" ROKSO.

Russia 

7  

 

Vincent Chan / yoric.net 
Vincent Chan and his Chinese partners have been sending spam for 
years. They mainly do pharmacy, and are able to send out huge 
amounts daily. The use a vast amount of compromised machines, for 
sending, hosting and proxyhijacking.

Hong 
Kong 

8  

 

Alexey Panov - ckync.com 
Spamming, spammer hosting, spamware peddlers. Author of the DMS 
spamware that uses hijacked open proxies and virus infected PC to 
flood the world with spam. 

Russia 

9  

 

Yambo Financials 
Huge spamhaus tied into distribution and billing for child, animal, and 
incest-porn, pirated software, and pharmaceuticals. Run their own 
merchant services (credit-card "collection" sites) set up as a fake 
"bank." 

Ukraine 

10  

 

Jeffrey Peters - JTel / CPU Solutions 
Convicted felon, hard-core spammer host, Peters is also behind a fake 
Russian "ISP" serving many criminal ROKSO spammers. Forged 
documents seem to be among his specialties. 

United 
States 
Florida 

 

Note. From “Spammer Top 10,” retrieved Nov.13, 2006, from http://www.spamhau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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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郵件只需透過僅少數人即可將全球資訊生活陷入干擾，尤其在經濟效

益的損害實為重大，Moustakas, Ranganathan, & Duquenoy (2006)整合了近年來各

家市調公司對於垃圾郵件造成經濟影響的數據描述： 

Gartner 評估現將近公司裡頭所接收的電子郵件有百分之五十都是由

spam 所組成的(Gartner, 2003)。 根據 Sophos 的統計數字，在 2004

年全球就有三百多兆的垃圾訊息，花費 1310 億元來解決(Coroneos, 

2004)。Jupiter Media Metrix 估算每一封垃圾郵件會降低一元美金的企

業生產力(Shiels, 2002)。 Ferris Research 發表每年每個員工平均花費

四千元美金在處理垃圾郵件的問題，在 2003 年總共就花了一百億元

美金(Krim, 2003)。 

 

由於網際網路與電子郵件信箱的易控性，使得許多想要快速致富的商人很

快形成一個有效率的行銷團隊，圖 2-5 呈現了整個垃圾郵件傳播過程中的「垃

圾郵件發送端」之相關人與發送方式的簡要說明（Sophos Whitepaper, 2005；施

懿玲，2006）： 

（一）郵件軟體提供者：販賣大量的軟體程式，例如「小偷軟體」等，來幫助

發送垃圾郵件活動。 

（二）保證送達服務提供者，則設計出能通過所有現有垃圾郵件過濾器的方法。 

（三）病毒程式撰寫者、駭客及網站服務侵略者提供了被綁架的匿名伺服器網

路，以之利用作為網站、垃圾郵件伺服器、代理伺服器及中繼轉信站等。 

（四）訊息追蹤，導引網頁連結及其他如”valid from”和”list removal”因應法令規

定（例如美國的 CAN-SPAM 法規）而生的特別服務，讓 Spammer 能夠測

量回覆率、隱藏發送垃圾郵件的主機、及維持一個看似符合法令規範的格

式。 

（五）郵件提供者利用機關名錄來攻擊，或其他如去擴展他們所擁有的收件者

及使用者名單。 

（六）防禦良好的主機服務提供濫發者隨機的網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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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垃圾郵件產業參與的相關人與發送方式 

資料來源：“The spam economy: The convergent spam and virus threats,” by Sophos , Sophos 

Whitepaper, May 2005, p.4. 

 

三、垃圾郵件發送手法 

濫發行為可以理解為由於這類訊息傳遞中，摻雜了經濟性動機或傳輸工具

的濫用，致使收訊端或第三方深受其害之情形（林孟芃，2005）。通常 Spammer

都會去購買 E-mail list，販賣者也是從網路獲取的，若使用者的電子郵件信箱地

址在討論群、某網站、聊天室等地方出現，就容易被抓到垃圾郵件的發送清單

中，業者只需隨即按下滑鼠，藉由一次發送成千上萬電子郵件的軟體發送出去

（FTC, 2002）。 

 

由於 SMTP 協定的天生缺陷，使得垃圾郵件發送者可以輕易地掩飾自己的

真實身份與行蹤位置，因此，需能清楚辨識發信者真實身份的技術才是治本之

道，不過對於現在橫行的僵屍網路垃圾郵件（Zombie Spam），即是在毫不知情

的情況下，透過「受到某些惡意程式碼感染的受害電腦」濫發垃圾郵件（Symantec, 

2007），而透過追蹤技術，常可能尋獲的也只是代罪羔羊。 

 

以下將個別陳述垃圾郵件發送者的獲取名單的蒐集方式，以及列出常見的

發送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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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名單蒐集方式 

垃圾郵件發送者大多採用非法的手段來獲取各個電子郵件使用的名單來

源，因為垃圾郵件有大量寄送的特性，因此需要龐大的名單。黃偉凌（2004）

認為垃圾郵件傳送者通常收集名單的方式為：潛入一些知名網站竊取其會員資

料、或是通過管道向特定人士購買用戶名單、還可能藉由觀察電子郵件使用者

的轉寄信或連鎖信中出現一串串的收件者名單而蒐集利用、甚至侵入網際網路

服務業者的網站來竊取其廣大的客戶名單；Openfind（2005）除了上述之外也

提到垃圾郵件發送者會在公開的網際網路上蒐集、或是他們本身直接產生電子

郵件位址；張漢宜（2004）則發現他們會利用大型入口網站的來探查會員資料，

或是直接上網查找哪些管道能夠購買名單等；各種名單蒐集方式彙整如表 2-3： 

 

表 2-3 
Spammer 郵件地址名單蒐集方式 

黃偉凌（2004） Openfind（2005） 張漢宜（2004） 

1. 網站註冊之會員資料 1. 從公開的 Internet 上蒐集
1. 運用搜尋軟體（大

型入口網站） 

2. 轉賣用戶名單 2. 利用網路活動蒐集 2. 上網買名單 

3. 蒐集名單販售圖利 3. 網路入侵蒐集  

4. 群組寄信、轉信名單 4. 直接產生電子郵件位址  

5. 連鎖信詐欺取得名單   

6. 賺錢詐騙網站取得名單   

7. 侵入 ISP 業者偷取客戶

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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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郵件發送手法 

垃圾郵件技術與活動情形層出不窮，如 Sophos Whitepaper 中所述，Spammer

會善用躲避、偽造的方式先混淆真正的寄送來源，來避開過濾軟體偵測，進而

再使用一些阻斷及攻擊手法讓使用者電腦失去效能，甚至綁架系統來干擾其資

訊聯繫功能。另外，更有一些偽裝成熟識朋友、或是號稱知名網站來進行詐騙，

誘引使用者輸入私密資料；以及在郵件裡插入隱藏的追蹤裝置，例如使用者無

法看見的圖片，一旦郵件開啟，Spammer 即能馬上確認此電子郵件信箱位址是

有效的。而 Openfind 也公布 Spammer 常會申請免費郵件帳號，等任務完成隨即

撤離，因此難以追蹤其真正行蹤。 

 

垃圾郵件已演化成看似「透過合法的身份、利用合法的管道」，各式各樣手

法的垃圾郵件目的多是為「利益」而來，甚至有些還帶有攻擊意味。 

 

將常見之垃圾郵件發送手法與目的整理如表 2-4： 

 

表 2-4 
垃圾郵件發送手法 

研究者 發訊者之手法 目的 

Sophos 
(2005) 

躲避 
利用短期存在的發訊來

源，開放式代理伺服器，

及偽造虛假的電子郵址 

不斷改變郵址，以免成為

黑名單被拒絕接收 

混淆 
隨機產生文字，阻礙垃圾

郵件過濾器，發動拒絕服

務攻擊以對付網路黑名單

使每一個電子郵件都是

獨一無二，避免被偵測 

失能 
直接攻擊垃圾郵件過濾

器，發動拒絕服務攻擊以

對付網路黑名單 

使自主過濾式及學習式

的郵件過濾器失效，阻斷

重要的反垃圾郵件來源 

綁架 

直接攻擊企業，如駭客利

用病毒來綁架其系統，及

誘騙釣魚的方式來損壞企

業或組織的名譽 

維持不會被封鎖的伺服

器，以發送大量郵件侵害

組織的信用及客戶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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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政雄

（2005） 

字典式攻擊 

挑選一些常見的英文名

字，重新組合，再將組合

過後的英文名字當作收件

者，全部一起寄出 

挑選擁有最多的使用會

員的電子信箱服務提供

者，如此「字典式攻擊」

的命中率會很高 

冒充朋友 
使用吸引人注意的字眼，

盡可能生活化，例如：您

好、對不起、緊急保密……

誘騙使用者以為是親朋

好友而放下戒心來開啟 

暗中窺探聊

天室 /討論

區 

潛入聊天室/討論群，觀察

是否有信箱地址出現在討

論區或聊天室的話 

用電腦自動搜尋取得使

用者電子信箱地址 

郵件裡插入

隱藏性追蹤

裝置 

 電子郵件收件者所看不

見的圖片-通常稱為「隱形

GIF」或「Web Beacon」 

一旦郵件開後，垃圾郵件

發送者就會知道此電子

信箱位址為有效 

主旨上插入

隨機的字串

或文字 

它們會用一些方式如在字

母間加上底線威_而_剛
（V_I_A_G_R_A） 

垃圾郵件發送者試著突

破過濾方式，讓自己的郵

件呈現出與其他郵件不

同的特色 

連鎖信 
收到連鎖信時都被告知要

將收到的訊息繼續轉寄給

其他朋友 

利用人「不寄會不安」的

心理幫忙發送 

Openfind
（2005） 

郵件來源 
偽造 對垃圾郵件來源進行偽造

讓郵件看起來為來自正

常的發送者 

申請免費郵

件帳號 

垃圾郵件業者會利用提供

免費郵件服務的廠商，或

經常「租借」不同 ISP 的

網絡上的時間 

將掛到一個 ISP 的網絡

上，發送數以百萬計的電

子郵件後撤走 

使用 Open 
Relay 主機

發送 

當一個郵件伺服器不管郵

件寄件者和收件者是誰，

而是對所有郵件進行轉發

（Relay） 

如此能夠允許任何人通

過該 SMTP 伺服器向任

何地址發送垃圾郵件 

 

綜合上述，研究者將垃圾郵件發送者之「收集名單方式」與「發送技巧」

彙整如圖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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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垃圾郵件發送者之名單收集及發送手法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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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垃圾郵件防制技術  

 近幾年除了一些資訊廠商試圖設計新的防禦垃圾郵件技術，在學術論文中

也有許多資訊相關領域的研究生也嘗試設計垃圾郵件防禦或過濾的實作系統，

比如葉采羚（2006）利用資料採礦與中文斷詞技術、而黃維（2004）以類免疫

系統法建置垃圾郵件過濾系統；另外，馮寶永（2005）、蘇士能（2004）兩位皆

針對中文欲改善垃圾郵件件過濾準確度的研究；陳秀松（2004）則設計了具使

用者回饋機制之個人化垃圾郵件過濾系統，以及廖書瑩（2005）利用 Repertory 

Grid 擷取出偵測垃圾郵件的分類知識，而李先育（2003）針對郵件內容的標題

及本文的字串來做過濾的實驗等。 

 

 但在現實資訊生活中發現，即使技術層面的不斷進步，研發設計日新月異

的過濾系統，但是垃圾郵件的數量仍未曾減退，有時落於治標不治本的追逐戰，

其所造成的困擾及危害仍層出不窮。因此已有部份研究者發現，欲改善垃圾郵

件問題，除了在設計系統時應對於垃圾郵件「訊息內容」需構思更精準的過濾

成效，而瞭解垃圾郵件發送者的「行為特性」以及關心使用者的認知、態度及

行為考量其回饋情形等也是重要的環節，多管齊下思慮才能更臻完善，未來甚

至可進一步思考技術是否能走向「讓真正想收到某些垃圾郵件類別的人收到」

(Weintraub, 2000)。 

 



 

 28

第三節  垃圾郵件的類別及特徵 

一、垃圾郵件的類別 

普遍常見的垃圾郵件中，大部分資訊除了色情、暴力、產品直銷、貸款廣

告等類別之外，甚至有許多垃圾郵件暗藏木馬程式，伺機竊取收件者帳號，也

將以收件者的電子郵件地址當作轉發垃圾郵件的跳板（陳瀚權，2005）。近年來

有許多研究者及垃圾郵件相關組織在設計問卷或提出調查結果報告書時，分別

列舉了垃圾郵件的類型，研究者在此主要以兩個面向「以主旨內容區分」（表 2-5）

及「以訊息類型區分」（表 2-7）來探討。 

 

（一）以「主旨內容」區分 

在主旨內容的類別名稱部分，有時可能夾雜相同的垃圾郵件情況但採用不

同的陳述語，且各地區所調查的最常見垃圾郵件多寡排名也可能有所不同。 

 

在表 2-5 中，可以看到不同資料來源中，個別呈現的常見垃圾郵件類別。

例如：美國政府機構 FTC 認為垃圾郵件主要為「企業機會」、「成人」、「財金」、

「產品直銷」、「健康」、「電腦/網路」、「休閒/旅遊」、「教育」；而亞太地區機構

ASRC 調查結果則是「減重美容」、「色情」、「其他廣告」、「商品促銷」、「電子

報」、「線上遊戲」、「光碟行銷」、「網站設計服務」、「資訊商品」、「金融理財」；

臺灣消基會研究則指出大部分類別為「情色」、「網路購物」、「投資理財」、「行

銷管理」、「瘦身美容」、「科技電腦」、「教育學習」、「消費美食」、「女性時尚」、

「娛樂嗜好」、「旅遊運動」、「生活指南」、「家庭健康」、「生活指南」。 

 

由以上結果可得知，在國內、外中的常見垃圾郵件類別，有些部分是重複

且相似的，故進一步將表 2-5 延伸分析，將性質相似的類別合併，訂定出一分

類架構，再將各研究者所陳述之垃圾郵件類別分別一一歸類，得到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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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以主旨內容區分」之垃圾郵件類型 

FTC 
 

（2002） 

ASRC 
 

（2003） 

Brightmail 
Inc. 

（2004） 

趙志宏 
 

（2005） 

E 世代公民

對話誌 
（2006） 

消基會 
 

（2005） 

企業機會 減重美容 產品 商業產品 情色 情色 
成人 色情 金融理財 金融服務 購物網站 網路購物 
財金 其他廣告 成人 詐騙騙財 直銷 投資理財 

產品直銷 商品促銷 網際網路 醫藥健康 產品資訊 行銷管理 
健康 電子報 健康 個人用途 金融理財 瘦身美容 

電腦/網路 線上遊戲 詐騙 成人色情 教育學習 科技電腦 
休閒/旅遊 光碟行銷 休閒 惡意程式 網路抽獎 教育學習 

教育 
網站設計

服務 
騙局  交友 消費美食 

其他 資訊商品 政治  
研討會訊

息 
女性時尚 

 金融理財 心靈寄託  其他 娛樂嗜好 
  其他   旅遊運動 
     生活指南 
     家庭健康 
     政治財金 

 

表 2-6 可以明顯地看出各類別的比重情形，發現「成人/情色」以及「金融

（投資）理財」是出現頻率最高的類別，即使在不同國家的調查情形都佔有高

比率；其次是「電腦/網路」、「醫藥健康」、「產品資訊」也是普遍常出現的類別；

而其他有些類別較為平均零星分布。 

 

有時可能因為調查對象往往會有如地區性、文化國情、年齡、職業別等變

項差異，因此對個人所接收垃圾郵件的類別有所影響。例如賽門鐵克的垃圾郵

件分析師劉子嘉曾在 2006 年 10 月份的 PC office 雜誌專訪上分享工作經驗，她

發現各國的垃圾郵件業者的傾向與流行大不相同，舉例來說，日本的垃圾郵件

有 80％以上與援交有關；而臺灣就流行「在家創業」或色情網站的廣告；美國

則是以零股交易或威爾剛等藥品廣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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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以主旨內容區分」之垃圾郵件類型分佈狀況 
 

FTC 
 

（2002） 

ASRC 
 

（2003）

Brightmail 
Inc.

（2004）

趙志宏

 
（2005）

E 世代公

民對話誌

（2006） 

消基會 
 

（2006） 

1. 心靈寄託   ◎    
2. 交友     ◎  
3. 休閒/旅遊/運動 ◎  ◎   ◎ 

4. 企業機會 ◎      
5. 成人/ 情色 ◎ ◎ ◎ ◎ ◎ ◎ 
6. 金融（投資）理財 ◎ ◎ ◎ ◎ ◎ ◎ 
7. 政治   ◎   ◎ 
8. 研討會訊息     ◎  

9. 個人用途（網路/
郵購新娘、證書販

售、壽險服務） 
   ◎  

 

10. 教育學習 ◎    ◎ ◎ 
11. 直銷 ◎ ◎   ◎  
12. 惡意程式    ◎   
13. 減重美容  ◎    ◎ 
14. 詐騙   ◎ ◎   
15. 電子報  ◎     
16. 電腦/網路 ◎ ◎ ◎   ◎ 
17. 網站設計服務  ◎     
18. 網路抽獎     ◎  

19. 線上遊戲  ◎     

20. 購物網站     ◎ ◎ 
21. 醫藥健康 ◎  ◎ ◎  ◎ 
22. 產品資訊  ◎ ◎ ◎ ◎  
23. 生活指南      ◎ 
24. 娛樂嗜好      ◎ 
25. 女性時尚      ◎ 
26. 消費美食      ◎ 
27. 行銷管理      ◎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研
究

者
垃圾郵件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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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訊息型態」區分 

在分析垃圾郵件內容特性的研究中，除了觀察主旨內容的類別，垃圾郵件

的訊息型態也為重點之一。傳統的「純文字」垃圾郵件，形式雖然是單純的文

字，但有時會提供一些超連結網址，或聳動、帶有強烈字眼的宣傳語等，透過

分析關鍵字資料庫比對技術，即能封阻一些垃圾郵件進入正常信箱；不過

Spammer 隨即研發影像型垃圾郵件，將所訴求的垃圾郵件內容（文字或圖片）

包裝成一影像檔，其所造成的頻寬浪費、與郵件伺服器的負擔更相形加重

（Run!PC，2007）。為解決此問題採以特徵比對偵測、邊緣偵測手法、圖片空間

偵測、光學字元辨識（OCR）等技術，將影像檔轉成文字檔再去比對過濾可疑

的垃圾郵件內容。Spammer 因應防制垃圾郵件的技術地不斷更新，也讓所發送

出去的垃圾郵件有更多精確躲避偵測的訊息型態出現。 

表 2-7 
「以訊息型態區分」之垃圾郵件類型 
訊息

型態 研究者 描述 解決方式 

文字 Sophos 
(2005) 

文字型垃圾郵件是最原始的垃圾郵件

內容，內含廣告宣傳語之外，還提供

超連結，但由於為閃避關鍵字核對技

術的封阻，開始直接把廣告文句變成

圖像，以避開傳統的文字模式的偵測

貝式過濾、關鍵字

核對 

HTML
影像 

RUN!PC
旗標資訊

月刊編輯

部（2007） 

影像垃圾郵件即為將廣告內容藏在影

像檔案中，取代傳統的文字廣告。 
 
舉例：利用潛意識行銷的觀念，透過

內嵌動態.gif 的圖片檔，如在相當短的

時間內會忽然閃過許多「B u y 」的字

眼，以暗示收件者購買垃圾郵件中推

薦的股票 

早期只要比對一下

檔名或是檔案大

小，或用光學文字

辨識（例如掃瞄）

等自動偵測色情影

像的技術，但現在

Spammer 已開始在

每個影像上加入黑

點干擾偵測 

語音 CNET
（2006） 

IP 語音傳輸（VoIP）不只是電話號碼，

也是 IP 位址。VoIP 會先收集許多 IP
位址，錄好一段廣告訊息，再一次將

VoIP 語音訊息送到成千上萬的語音信

箱中—就像發送垃圾郵件一樣 

VoIP 垃圾郵件如同

一般垃圾郵件具有

特定特徵，系統會

辨認、分析、過濾，

此類技術也能阻擋

來自特定號碼與 IP
位址的 VoIP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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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垃圾郵件的特徵 

圖 2-7 為日常生活中常見的垃圾郵件攻擊情形圖示，部分特徵能一眼清楚

辨識，例如「企圖拼湊電子郵件帳號」，在連續數封垃圾郵件寄件者名稱上都出

現類似的電子郵件帳號，易讓使用者誤以為是熟識朋友所寄來的電子郵件而卸

下警戒心點選連結打開；另一方面，「郵件主旨常充滿許多圖形符號」，在整個

電子郵件信箱列表中，不但容易被醒目、花俏的主旨內文吸引，也常有些聳動

意念宣傳手法，若使用者當下正巧對此商品或服務有興趣及需求時，就可能會

主動點選垃圾郵件；而在寄件年份欄位中常出現「不尋常的年份」部分，顯示

久遠或未來式的年代，例如「1955 年 12 月 14 日」、「2034 年 6 月 9 日」等；還

有一最常見特徵即是「相同訊息大量發送」的情形，造成使用者的電子郵件數

量大增，且有時還有與正常郵件夾雜的情形，造成使用者需要花費許多時間、

精力清理郵件匣；另外，尚有許多垃圾郵件的特徵是使用者無法在郵件列表中

一眼辨識的，例如隱藏在郵件中的病毒程式、或偽裝知名網站的手法等。 

 

 

 

 
 
 
 
 

 
圖 2-7 垃圾郵件特徵圖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企圖拼湊電
子郵件帳號 

主旨常充滿許
多圖形符號 

相同訊息
大量發送 

不尋常的年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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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垃圾郵件相關研究中心或學者專家進行研究時，常將「特徵」視為研

究重點，例如林俊宇在 2004 年的研究彙整出 10 種垃圾郵件普遍性常見特徵，

分別為「電子訊息」、「大量發送」、「未經請求」、「商業廣告」、「使用未經收件

人同意而收集的電子信箱帳號」、「毫無用處」、「任意發送」、「反覆的」、「包含

非法或是令人不愉快的內容」、「無法阻擋」、「匿名或偽裝」；在亞太垃圾信研究

中心則指出是「內容稀少」、「圖片化」、「減少連結 URL 以避免追查」、及「間

歇性、少量發」等；而 Young 則主要針對垃圾郵件發送者的特徵來陳述他們都

是「都抱有先進的科技能力與思維來進行侵害行動」、「多以非合法行動為傾

向」、「會和其他的 Spammer 共赴戰場」。 研究者將各研究者所陳述之垃圾郵件

特徵，整理如表 2-8：  

  
表 2-8  
垃圾郵件「特徵」陳述 

研究者 林俊宇（2005）
ASRC 亞太垃圾

信研究中心

（2004） 
陳秀松（2004） Young S. 

（unknown） 

特徵 
描述 

1. 電子訊息 
2. 大量發送 
3. 商業廣告 
4. 使用未經收

件人同意而

收集的電子

信箱帳號 
5. 毫無用處 
6. 任意發送 
7. 反覆的 
8. 包含非法或

是令人不愉

快的內容 
9. 無法阻擋 
10. 匿名或偽裝 

1. 內容稀少 
2. 圖片化（網址

寫在圖片中）

3. 減少連結

URL 避免追

查 
4. 間歇性、少量

發 

1. 將 同 樣 內

容，在未經過

收件人允許

的 情 況 之

下，大量寄給

許多人 
2. 郵件的內容

大多和收件

人無關或無

用的商業廣

告 
3. 沒有明確的

收件者、發件

者、退信地址

或退信方法 

1. 都抱有先進

的科技能力

與思維來進

行侵害行動 
2. 多以非合法

行動為傾向 
3. 會 和 其 他

spammer 共赴

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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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特徵彙整： 

（一） 從表 2-8 大致歸納出垃圾郵件的典型特質，多是「帶有惡意行為傾向」、

「總是大量地、重複地發送同樣內容的垃圾郵件」、「不請自來，未經

收件者同意而任意發送」、「內容大多對收件者是毫無用處」、「以商業

廣告為主」等為最常見的特徵現象。 

 

（二） 除了大量以外還「漫無目的」的發送，垃圾郵件常利用亂槍打鳥的方

式，來堵住總是有收件者會願意打開垃圾郵件。根據新聞局的調查，

52％的兒童及青少年曾經收到過色情及暴力資訊的垃圾郵件，因為電

子郵件尚未也無法明確的給予分級制度（陳翰權，2005）。 

 

（三） 主旨和寄件者誘引使用者打開，比如聳動或裝熟的話題：「老闆嚴重交

代事項」、「重要急件」、「大特價」、「嗨！好久不見」、「求救信」等，

容易讓接收者放下心防、或硬著頭皮冒險打開（Schryan, 2004）。 

 

（四） 具實際的垃圾郵件日誌檔中發現，垃圾郵件的發送數量會有明顯的特

定時間高峰期(Leisi, 2005)。 

 

 對於不同研究者所陳述的特徵部分稍有出入，比如林俊宇認為垃圾郵件是

「大量發送」，但在亞太垃圾郵件研究中心卻認為是「間歇性、少量發」；推測

由於垃圾郵件的攻擊模式不斷地轉變，且對於不同研究範圍對象即會有些不同

結果歸納。由於政府與 ISP 業者採取越來越多防禦措施、使用者也學習越來越

多防禦垃圾郵件技巧與素養，因此垃圾郵件發送者為了能夠繼續順利地通行於

電子郵件傳播當中，將可能有演變得越來越像「正常郵件」的趨勢（Run!PC，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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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使用者對垃圾郵件的認知與使用行為 
網際網路使用者因「垃圾郵件」問題，已讓個人收發 E-mail 的效率和可信

度品質降低。許多政府上游管理人員為了研擬垃圾郵件的解決方案，有時可能

相對忽略了使用者的權益，例如消基會（2006）在指導如何因應垃圾郵件的宣

導說明中：「不明垃圾郵件一律刪除」，以及網際網路協會反垃圾郵件推動委員

建議：「若要完全杜絕垃圾郵件，消費者可使用付費電子信箱」（教育部，2005），

但是當使用者無法自保作篩選訊息的動作時，需要購買防堵垃圾郵件的科技軟

體、或請求網際網路服務業者的協助，都因此可能進而變成加價於使用者付出

的成本（Moustakas, Ranganathan, & Duquenoy, 2006）。在垃圾郵件議題中，若能

瞭解使用者需求與行為，將能夠對資訊軟體廠商有效設計過濾規則，也能讓政

府機關訂定合適法條。 

 

關注在「使用者」面向的學術論文，主要有陳致成（2003）「網際網路使用

者對垃圾郵件之認知類型分析」，採用 Q 方法（Q methodology）設計了 60 個認

知陳述句讓使用者排列認同的順序，而這些陳述句也是本研究設計問卷的重要

參考來源。而從朱筱琪（2004）「個人管理電子郵件行為之研究」中，由管理電

子郵件的行為，可以提供延伸思考：使用者對管理「垃圾郵件」的態度、行為

又為如何，並將其研究的問卷題項與研究結果發現為基礎，研究者進一步將各

構念之內涵加以重整，以期能夠更接近使用者面對垃圾郵件時真正的想法以及

管理行為，使意涵更臻具體。而本研究主要欲探知使用者在面對垃圾郵件的情

境下，在心理層面會抱持何種態度，以及在行為層面會採用何種處理方式。 

 

一、態度層面 

    美國人相當注重個人隱私，反垃圾郵件人士認為自己受到垃圾郵件打擾，

但是美國人也尊重言論自由，發送垃圾郵件的人認為：「不可禁止人們表達意

見」，故而有些爭議（黃彥達，1999）。在各種資訊傳播的過程中，每一位訊息

接收者皆可能帶有迥然不同的認知與感受，本研究中所談及之垃圾郵件傳播過

程中的「接收者」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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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郵件議題除了「影響資訊通訊生活的通暢」之外，更有一些心理層面

問題，例如，需要花費許多時間和精力清理垃圾郵件、被強迫看到一些不雅垃

圾郵件文字與圖片，或是當自己國家垃圾郵件氾濫情形在國際報導中出現，甚

而讓使用者感到背負著污名。 

 

 態度是一個具有多重面向的複雜概念，時常被用來預測與解釋個人行為。

Allport(1935)將態度定義為「由經驗而來的一種心理與精神的狀態，這種狀態會

影響一個人對於事情與情境的反應」（朱筱琪，2004）。態度也常可能是由個人

的「意識」而來，在某情境下察覺到的意象、感覺或記憶（O’Sullivan, 1998），

例如垃圾郵件接收者在面對與處理垃圾郵件經驗中所累積觀察到的意象、感

受，甚至長久下來可能在腦中會產生一些既定的記憶與印象。 

 

 涂家綺（2006）用理性行為理論（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簡稱 TRA）

來瞭解：「個人態度（個人對某事物的態度）可能會影響到個人的「行為意圖」

（個人採取某特定行為的可能性），而個人的「行為意圖」又會影響其「行為」。

而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簡稱 TAM)是由 Davis 在 1986

年依據 TRA 所延伸出來的概念（圖 2-8），專門探討資訊科技的接受程度，依據

本研究對於使用者的探討方向，此模型當中談到「知覺有用性」與「知覺易用

性」是形成態度的關鍵，但對本研究來說，對於垃圾郵件的「易用程度」並非

重點，故不討論，主要藉由此模式證明「使用態度」會影響使用者的「意圖」，

最後影響使用者「實際使用的行為」；亦即，一位垃圾郵件的接收者在收到垃圾

郵件時所抱持的態度，會影響到其意圖，最後影響到實際在進行判讀與決策垃

圾郵件的種種處理行為。Gross (2006)綜合了一些美國垃圾郵件相關政府機關所

做的問卷結果，發現與驗證了不同機關單位的人員對垃圾郵件過濾的成效高低

有顯著不同的看法與期待。 

 
圖 2-8 科技接受模式架構圖：Davis(1989) 

外部變數 

知覺有用 

知覺易用 

使用態度 行為意圖 實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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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處理方式層面 

 此部份所要探討的使用者處理方式，主要為當訊息接收者收受到訊息時，

會因為個人的認知、情意而有不同的「判斷」與「決策」。E 世代公民對話誌(ALS) 

在 2006「E 世代公民 E-mail 使用意見調查報告」中指出部份使用者即使已認知

是垃圾郵件，但若看到有興趣或能夠提供為自己作為選許物品及服務的參考

時，還是會進行點閱的動作，比如購物網站的電子報、直銷產品、或網路抽獎

活動等。所以同樣一封不請自來的商業性電子郵件，如圖 2-9 中的數位雜誌及

百貨公司週年慶訊息，對於不同個人背景、特質與經驗的接收者來說，可能都

會有不同的處理方式，在傳播學中，此稱為「選擇性的認知」，意即「不同的人

對相同的訊息可以產生非常不同的反應」，因為沒有一個傳播者可以預設訊息會

對所有的接收者達到預期傳達的意義，或對所有接收者而言是同樣的意義

（Severin & Tankard,1995）。 

 
圖 2-9 使用者對同樣的垃圾郵件有不同的認知與判讀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網際網路使用者對於垃圾郵件都會有規避行為，雖然規避行為從前大多集

中於電視為主的傳統媒體，但現在亦可套用到垃圾郵件這類傳播媒體上，比如

產生的規避行為可能有：直接丟棄完全不看廣告郵件、或從一般郵件中將夾帶

的廣告文件移除，甚至是完全不看（蘇倍慶，2005）。Aycock 與 Fries(2006)認

為垃圾郵件發送者之所以能夠獲得攻擊入侵機會與金錢獲利，還是仰賴於垃圾

郵件接收者在收到垃圾郵件時，會抱持好奇或無知的心態來進行點選超連結與

閱讀的動作，並依據此相互關係推論出垃圾郵件發送者獲益的公式如下： 

效益＝寄件 ( ) 點擊閱讀過濾 PPP-1 ×××  

Is Spam Mail or Not? 

預先發送 後發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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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用者處理垃圾郵件的觀念與技巧 

 雖然使用者在面對垃圾郵件時會抱持不同的態度、或採取不同的處理行

動，但保護個人電子郵件的觀念及技巧之資訊素養為不可或缺；在國內外相關

組織皆有出版對於垃圾郵件處理的指引手冊，或是政府機關也頒佈相關法令政

策，目的是公布垃圾郵件之手法與特性；而部分單位也推行相關的研究計畫，

如臺灣網際網路協會在 2005 年曾執行「反垃圾郵件教育及處理」計畫，目標在

於透過大型活動及報導進行網路使用者、中小企業及廣告主反制濫發電子郵件

的教育宣導。以及舉辦垃圾郵件議題的學術或產業界會議，如國外每年皆會舉

辦的「電子郵件與反垃圾郵件會議（Conference on E-mail and Anti-Spam, 

CEAS）」，目的除了將垃圾郵件相關知識技能分享之外，會議論文也將是建立使

用者在判讀及決策時的認知與參考依據。表 2-9 為依據各研究者所提出之處理

垃圾郵件技巧彙整： 

表 2-9  
使用者處理垃圾郵件之基本技巧 

保護技巧 判讀技巧 決策處理 使用工具 
勿將信箱地址公

布在公開區域 
不開啟來路不明電

子郵件 
不要轉寄垃圾郵

件給其他人 
使用反制工具，白名

單、黑名單的設定 
在一般網站上刊

登訊息時，可以

用信箱分身 

即使是親朋好友寄

來的郵件也應確認

其內容及附件 

若不確定發送者

來 源 ， 不 要 回

覆，會讓寄件者

知道是有效地址 

開啟電子郵件附檔

時，應先用防毒軟體

掃毒後再開啟 

重要機密應避免

用電子郵件傳

輸，若真得有迫

切需要，需用加

密方式再發送 

不要點選廣告信內

的連結及網站，會

讓寄件者知道您信

箱是有效 

若明確知道發送

者來源，要求廣

告公司把自己移

出他們的郵寄名

單 

 

對於留有自己電

子郵件資料的重

要交易網站，應

經常檢查自己帳

號，提早發現是

否有異常 

收到任何以公司或

網站名義要求輸入

帳號密碼確認的郵

件，應提高警覺 

不購買垃圾郵件

中的廣告商品，

否則是鼓勵廣告

商繼續不斷寄發

垃圾郵件 

 

為私人的郵件建

立專屬的電子郵

件地址 

 檢舉廣告信，回

報垃圾郵件訊息

的情形給適當管

理機構 

 

資料來源：Openfind(2005)；邱瑩青（2006）；黃偉凌（2004）；交通部電信總局（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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