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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mbra 郵件系統使用者手冊 



內容大綱 

• 操作介面說明 

• 收發郵件 

• 連絡人 

• 匯出 & 匯入外部連絡人 

• 行事曆 

• 搜尋功能 

• 喜好設定 

 

 社交工程演練 



操作介面說明 



工具列 

資料夾 

操作介面說明 
功能列 



操作介面說明 

目前所選擇的信 

回覆郵件 
回覆寄件人與所
有副本收件人 郵件轉寄 



操作介面說明 

收信 (重新整理) 

將郵件移至某資料夾 

刪除郵件 
(或按 Delete 鍵) 

郵件會自動被移到
垃圾郵件資料夾 



操作介面說明 

將選取的郵件在新標籤頁開啟 
(與點選郵件兩下的效果相同) 

列印郵件 

標記 (標籤) 郵件做分類 
與 Gmail 的標籤分類功能類似 



當方框呈現綠色時，表示
可將郵件拖曳至此 

操作介面說明 

郵件可使用滑鼠拖曳方式
搬至垃圾桶或其它資料夾 



排序列上點選滑鼠右鍵，可選擇不同
排序方式 (系統預設使用日期排序) 

操作介面說明 



若將檢視改成最下方閱讀窗格，或關
閉閱讀窗格，排序列就會自動展開 

操作介面說明 

展開後的排序列，可直接點選不
同項目進行排序；呈現小三角形
符號，表示當下以此項目做排序 

檢視可切換預覽方式 



游標移至寄件人的位置，會
自動顯示寄件人的郵件地址 

操作介面說明 

此時點選滑鼠右鍵，可以
過濾出此寄件人寄來的信 



游標在郵件上點選滑鼠右鍵
會顯示快速功能 

操作介面說明 

郵件會被自動搬移
到垃圾郵件資料夾 

顯示郵件檔原始內容 
(郵件標頭等資訊) 

選擇「新篩選條件」會自動將寄件
人及主旨帶入編輯篩選條件的視窗 

可快速編輯新的篩選條件 

核選方塊可以選擇一到多封郵件 
進行搬移或刪除等動作 

(按 <Ctrl> + <Shift> + a 可全選郵件) 



游標移至右上方的顯示名稱 
會顯示自己的完整 Email 地址

及郵箱空間使用率 

操作介面說明 

快速搜尋列可以選擇要搜尋「郵件」、「連絡人」或「約會 (行事曆)」 
輸入欲查詢的資訊後，再點選放大鏡圖示 (或直接按 ENTER 鍵) 

登出 Webmail 



操作介面說明 

有兩種 Webmail 模式提供切換，從「喜好設定」的登入選
項做選擇並儲存設定後，再重新登入即可。 

 

 

 

 

 

進階 (Ajax) 模式： 
 界面較圓滑美觀，常見的瀏覽器都支援，但某些格式的郵件內
 容或功能操作，會因瀏覽器不同而被限制，或無法正常運作。 

 

標準 (HTML) 模式： 
 界面為標準 HTML，常見的瀏覽器都支援，較不會有功能及顯
 示上的相容性問題。 



收發郵件 



1. 點選郵件 

2. 新郵件 

收發郵件  寄信-新增電子郵件 



將郵件儲存至草稿夾 
(系統預設每30秒會自動儲存) 

可選擇使用 HTML 或純
文字格式編輯郵件內容 

收發郵件  寄信-編輯郵件內容 

可直接將欲加入附
件的檔案拖曳至此 

點選會顯示密件
副本欄位 

可選擇優先順序的標示 
(即重要性標示，預設為正常) 

傳送郵件 

可從電腦上的
位置選擇欲加
入附件的檔案 



可以個別下載
附件檔案 

使用下載所有附件 
系統會將所有附件壓縮成一個 zip 檔 

點選郵件兩下會展開
郵件至新頁籤 

收發郵件  收信 



連絡人 



連絡人功能裡的元件，分為「連絡人」、「連絡人群組」與
「連絡人資料夾」。說明如下： 

 

 連絡人 
一般的連絡人，建立時可以編輯顯示名稱、Email、聯繫電話、地址…

等連絡人資訊。 

 

 連絡人群組 
可將多個已存在的連絡人，或不存在的 Email，整合成一個連絡人群組，
群組名稱使用中英文皆可，這是一個多收件人的代表名稱，並不是一個 

Email 地址。 

 

 連絡人資料夾 
可建立同階層或多階層的不同資料夾，用來分類連絡人及連絡人群組的
資料，方便未來維護與管理。 

 

連絡人  說明 (一) 



 連絡人與連絡人群組可以直接放在收件人、副本或密件副本做使用，
直接輸入中文或英文的關鍵字，系統就會自動帶出已存在的資料。
(如下圖範例) 

 

 

 

 

 

 

 

 連絡人資料夾，是用來分類管理連絡人與連絡人群組的資料用，就
像一般的資料夾一樣，所以不能當作收件人。 

 

 圖示上有明顯區分，連絡人與連絡人群組是人頭圖示，而連絡人資
料夾是資料夾圖示。(人頭圖示可以當寄送對象，資料夾圖示則不行) 

連絡人  說明 (二) 



連絡人  新增連絡人 

在連絡人功能內 
點選「新連絡人」 

編輯完成
後按儲存 

編輯連絡人資訊 

可調整顯示
名稱的格式 

可選擇要將連絡人
放在哪個資料夾 



連絡人  新增連絡人完成 

點選連絡人 
右方會顯示連絡人資訊 



連絡人  新增連絡人群組 

設定群組名稱 

可以搜尋已建立的連絡人 
將搜尋出的連絡人個別新增或一次

全部新增至左邊的群組成員 

可選擇要將連絡人群組
放在哪個資料夾 可以自行輸入存在 (或不存在) 的連絡人 Email  

直接新增至左邊的群組成員 
(多個 Email 要使用逗號分隔) 

編輯完成
後按儲存 

選擇「連絡人群組」 

在連絡人功能內 
點選箭頭下拉選單 



連絡人  新增連絡人群組完成 

圖示不同！ 
多人頭圖示：連絡人群組 
單人頭圖示：連絡人 

反灰圖示表示手動新增的群組成員 
(非透過搜尋連絡人加入的成員) 

藍色圖示表示透過搜尋
連絡人加入的群組成員 
(通常為已存在的連絡人) 



連絡人  新增連絡人資料夾 

選「新連絡人資料夾」 

點選連絡人資料夾旁的下拉箭頭 
(或在連絡人資料夾上點選右鍵) 

或點選新連絡人旁的下拉箭頭 

選「連絡人」 
(此為資料夾圖示，而非人頭圖示) 

設定新連絡人資料夾名稱 

可選擇資料夾顏色 

可選擇要建立在
哪一層資料夾下 

編輯完成
後按確定 



連絡人  新增連絡人資料夾完成 

連絡人或連絡人群組與郵件相同 
也可以使用拖曳的方式搬至其他資料夾 



連絡人  管理-連絡人與連絡人群組搬移 

可搬移至指定資料夾 

在連絡人或連絡人群組上
點選滑鼠右鍵選擇「移動」 

先點選連絡人或連絡人群組 
再點資料夾移動按鈕 

也可以直接選擇要移動至哪個資料夾 



除了一般的新增連絡人群組之外，也可以透過連絡人的顯示
界面，將選取的連絡人加入已存在的群組，或直接新增一個
連絡人群組。 

連絡人  管理-快速加入至連絡人群組 

在連絡人或連絡人群組上點
選滑鼠右鍵，選擇「連絡人
群組」，再選擇已存在群組
或新增「新連絡人群組」 

先點選連絡人或連絡人群組，再
點選「動作」按鈕，然後選擇

「連絡人群組」，再選擇已存在
群組或新增「新連絡人群組」 



 個人建立的連絡人與連絡人群組，一般直接放在預設的「連絡人」
資料夾下即可。 

 若有大量的連絡人與連絡人群組，建議使用連絡人資料夾做分類，
未來才方便做維護、管理與查詢。 

 下圖為一個分類範例，在系統預設的「連絡人」資料夾下，建立
「工作」、「親友」、「連絡人群組」三個資料夾，然後在「連絡
人群組」的資料夾下，再建立「工作」與「親友」兩個資料夾。 

連絡人  管理-連絡人分類 (一) 



 所有的連絡人已先分類建立在「工作」與「親友」這兩個資料夾。 

 連絡人1~4是工作上的連絡人，連絡人5~8則是親友連絡人。 

連絡人  管理-連絡人分類 (二) 



 「連絡人群組」資料夾只是用來區分群組的資料，底下並沒有直接
放連絡人資料，實際的資料是使用「連絡人群組」資料夾下的「工
作」與「親友」做分類。 

連絡人  管理-連絡人分類 (三) 



 連絡人1,2為工作上的主管，所以於「工作」資料夾建立 “主管” 群組。 

 連絡人3,4為工作上的同事，所以於「工作」資料夾建立 “同事” 群組。 

連絡人  管理-連絡人分類 (四) 



 連絡人5,6為私人的朋友，所以於「親友」資料夾建立 “朋友” 群組。 

 連絡人7,8為家人與親戚，所以於「親友」資料夾建立 “家人親戚” 群組。 

連絡人  管理-連絡人分類 (五) 



匯出 & 匯入外部連絡人 



匯出 & 匯入外部連絡人   

 本郵件系統支援 CSV 檔的匯入，但必需要使用 UTF-8 

編碼格式的檔案。 

 

 

 以下內容分別針對 Outlook 2010、2007、2003 、 

Express 版與 Gmail 的匯出連絡人做介紹。 



匯出 & 匯入外部連絡人  匯出(Outlook 2010) 



匯出 & 匯入外部連絡人  匯出(Outlook 2010) 



匯出 & 匯入外部連絡人  匯出(Outlook 2010) 



匯出 & 匯入外部連絡人  匯出(Outlook 2007) 



匯出 & 匯入外部連絡人  匯出(Outlook 2007) 



匯出 & 匯入外部連絡人  匯出(Outlook 2007) 



匯出 & 匯入外部連絡人  匯出(Outlook 2003) 



匯出 & 匯入外部連絡人  匯出(Outlook 2003) 



匯出 & 匯入外部連絡人  匯出(Outlook 2003) 



匯出 & 匯入外部連絡人 匯出(Outlook Express) 



匯出 & 匯入外部連絡人 匯出(Outlook Express) 



匯出 & 匯入外部連絡人  匯出(Gmail) 



匯出 & 匯入外部連絡人  匯出(Gmail) 



匯出 & 匯入外部連絡人  匯出(Gmail) 



使用記事本(Notepad)
開啟檔案 

在匯出的 CSV 檔案
上點選滑鼠右鍵 

匯出 & 匯入外部連絡人  匯入連絡人 

(轉換 UTF-8 編碼格式) 



使用另存新檔 

編碼使用「UTF-8」 

類型使用「所有檔案」 
點選完成後儲存 

匯出 & 匯入外部連絡人  匯入連絡人 

(轉換 UTF-8 編碼格式) 



匯出 & 匯入外部連絡人  匯入連絡人 

喜好設定 

匯入/匯出 

點選瀏覽以選擇剛
才所另存的 UTF-8 
編碼之 CSV 檔案 



點選匯入
即可完成 

可選擇欲匯入的連絡人資料夾 
(自行建立的連絡人分類資料夾也可以) 

選擇自動偵測 

匯出 & 匯入外部連絡人  匯入連絡人 



行事曆 



行事曆   

直接點選「新約會」會開啟約會 (會議) 編輯視窗 
(預設會自動帶入當下的日期時間) 

點選「今天」 
行事曆會以顏色標示出當天日期 

切換至上個月 切換至下個月 

切換行事曆檢視模式 



行事曆  新約會 (會議) 

設定主旨 

設定出席者 

設定開始與結束時間 

被邀請的出席者 
是否忙碌的狀態會顯示於此 

(若非內部使用者，則不會顯示) 編輯約會 (會議) 內容 

儲存並關閉後，會寄出邀請通知郵件給出席者 
(若無設定出席者，則不會發送邀請，表示個人行程) 

設定地點 

勾選「全天」後，就只能
選擇日期，無法編輯時間 

顯示/隱藏調度程序 (狀態列表) 

設定多久前提醒 

顯示類型 選擇要建立在哪個行事曆 

例行性會議、固定的行程
可設定重複 (週期) 



也可以直接在日期上點選滑鼠左鍵兩下 
會直接開啟快速新增約會視窗 

(快速進入的是「新約會」，非「新增全天約會」) 

在欲新增約會 (會議) 的日期點
選滑鼠右鍵可選擇「新約會」 
(新增全天約會只能設定日期，

無法設定時間) 

行事曆  新約會 (會議)-快速新增 (一) 



已進入「快速新增約會」
後，若還想編輯細部資訊，
可以點選「更多詳細資
訊…」 

行事曆  新約會 (會議)-快速新增 (二) 

快速新增約會的編輯
方式同之前的新約會 



搜尋功能 



 右上方的快速搜尋列，選擇搜尋對象後，例如郵件、連絡人、約會 

(行事曆)，再輸入關鍵字就可以進行搜尋。 

 

 輸入關鍵字搜尋時，中文字至少要兩個以上，若只輸入單一個中文
字做搜尋，系統僅會找出顯示名稱從左邊開始第一個字符合的內容。
(例如：顯示名稱為「連絡人」，若只輸入「絡」會找不到此項目，
如果輸入「連」就會找出此項目，或輸入「絡人」也可以找得到) 

 

 在快速搜尋列選擇搜尋對象後，也可以直接點選右邊的放大鏡圖示，
會直接進入進階搜尋頁面。(搜尋郵件常使用) 

搜尋功能  說明 



搜尋功能  進階搜尋-郵件 

可在此輸入關鍵字 
(下方選擇的各種篩選條件也會顯示於此) 

輸入完搜尋條件後 
點選「搜尋」或直接按「ENTER」 

基本篩選條件 

已接收自：篩選寄件人 
已傳送到：篩選收件人 
傳送日期：篩選日期 
附件：篩選附件 
大小：篩選郵件大小 
狀態：篩選其他進階條件 
資料夾：針對指定資料夾搜尋 

可視需求搭配邏輯條件 
點選按鈕後，邏輯符號就會顯示於搜尋列 



搜尋功能  進階搜尋-連絡人 

連絡人建議直接以關鍵字搜尋 
中文搜尋則建議輸入兩個字以上 

輸入完搜尋條件後 
點選「搜尋」或直接按「ENTER」 



搜尋功能  進階搜尋-約會 (行事曆) 

輸入完搜尋條件後 
點選「搜尋」或直接按「ENTER」 

可在此輸入關鍵字 
(下方選擇的各種篩選
條件也會顯示於此) 

基本篩選條件 

可針對日期、附件及
不同行事曆進行篩選 

可視需求搭配邏輯條件 
點選按鈕後，邏輯符號就會顯示於搜尋列 



喜好設定 



設定語言 

喜好設定編輯
完成後要儲存 

喜好設定  一般 (一) 

搜尋選項 

Webmail 模式切換 



喜好設定  一般 (二) 

其他選項 



可設定 IMAP 或 POP3 
接收外部信箱的郵件，

例如 Gmail 或 
Yahoo … 

喜好設定  帳戶 

設定帳戶名稱 

設定發信時的顯示名稱 

勾選後可編輯信件回覆
的地址與顯示名稱 



自動檢查新郵件的間隔時間 

預設搜尋郵件的位置 

顯示郵件的其他
細項設定 

喜好設定  郵件 (一) 

以 HTML 或純文
字顯示郵件 



收到郵件時自動轉寄一份到指定的 Email 
(可勾選是否保留本機收到的原郵件) 

讀信回條設定 

喜好設定  郵件 (二) 

收到郵件時的系統提示 
(支援與否會因瀏覽器而有差異) 



設定撰寫郵件之字型與字體大小 
也可設定成使用純文字 

編寫郵件的其他設定 

喜好設定  郵件 (三) 

回覆或轉寄郵件時是
否要包括原郵件內容 



喜好設定  郵件 (四) 

個人信箱的黑名單 
符合的 Email 會被自動
移動到垃圾郵件資料夾 

個人信箱的白名單 
符合的 Email 一律都會

被當作正常郵件 



新增篩選條件 

喜好設定  篩選條件(郵件規則) (一) 

可針對接收或發送的郵件進行條件比對 
符合條件者會自動執行指定的動作 

(一般比較常針對收到的郵件進行處理) 

特殊篩選條件 



可以有多條篩選
條件(郵件規則)，
透過『+ 』、『-』

來新增或刪除 

喜好設定  篩選條件(郵件規則) (二) 

符合上述條件者
執行指定的動作 最常用的就是

將郵件分類移
至不同資料夾 

設定條件名稱 

可設定任何一個條件或所有
條件符合才執行動作 

單一條件的比對方式 

單一條件的比對對象 

單一條件的比對內容 



編輯簽章內容 

設定簽章名稱 
(因為可以有多個簽章，所以每
一個簽章必須給予一個名稱) 

喜好設定  簽章(簽名檔) 

可使用純文字
或 HTML 編輯

簽章內容 

設定預設編輯新郵件或
回覆與轉寄郵件時，要

使用哪個簽章 



指定時間自動回覆 

啟用自動回覆訊息 

喜好設定  外出(自動回覆) 

編輯自動回覆
訊息的內容 

針對與自己不同網域的寄件人 
可以編輯不同的自動回覆內容 

自動將行事曆把指定
的時間做標示 



收件人欄位輸入關鍵字時，系
統會自動帶出聯絡人或常發送
的 Email，再輸入逗號，系統就
會自動以第一筆資訊完成輸入 

啟用此功能後，系統會判斷發送的 Email 
如果不存在個人建立的連絡人，就會新
增至「連絡人」的「電子郵件連絡人」 

 
 
 
 

喜好設定  連絡人 



行事曆預設設定 

喜好設定  行事曆 (一) 

回應邀請後自動刪除
邀請通知郵件 



約會 (會議) 提醒的設定 

喜好設定  行事曆 (二) 

新增約會時，系統會自動帶入
當下時間當作起始時間，加上
此設定的時間，即為結束時間 

設定工作週及上班時間 



設定是否讓內部使用者
看到行事曆狀態的權限 

喜好設定  行事曆 (三) 

設定是否使用快速新增
約會功能及顯示時區 



選擇要匯入的檔案
及目的地進行匯入 

喜好設定  匯入/匯出 

可針對帳戶(郵件)、行事曆、連絡人進行匯出 
(可以指定欲匯出的資料夾或進階條件) 



Webmail 的操作，系統有提供多種快
速按鈕，可參考捷徑內的快速鍵。 

喜好設定  捷徑 



社交工程演練 



• 教育部每年約5月 及 9月進行社交工程演練。 

 

• 以偽冒公務、個人或公司行號等名義發送
惡意郵件給演練對象，郵件主題分為政治、
公務、健康養生、旅遊等類型，郵件內容
包含連結網址或word附檔。 



社交工程信件標題(範例) 

信件類別 信件標題 

生活 【必看瘋傳】一個高階主管在台積電【賣命癌症過世後給大家的啟示】 

科技 改變孩子一生的5個習慣 

知識 關於蚊子的一些事 

美女 瑜珈女神性感誘惑 史上最辣開球沒有之一 

美容 呼吸就能瘦 美女中醫示範腹式呼吸法 

旅遊 【驚奇景點】聽說最近台灣很紅！最受國際矚目的台灣旅遊奇觀登場 

財經 央行打房下一波？ 專家：桃園、新竹恐遭殃 

時事 提早規劃財務 年初退休最省稅  

健康 看清這10點，讓你果汁喝得更安心！ 

新奇 智利政府認證：確有UFO！詭異飛行器不是戰機！ 



電子郵件的社交工程攻擊-人性弱點 

 好奇  
 利用重大新聞或流行事件  

 

 憐憫  
 引誘使用者發揮憐憫之心  
 

 貪婪  
 利用人們貪小便宜的心態 
 

 恐懼 
 利用使用者對安全威脅的恐懼，慫恿不知情的 使用者

安裝間諜軟體。 



啟用預覽視窗等同「開啟郵件」 



Webmail 



Outlook 2010 



Outlook 2007 



結論 

• 不開啟不明帳號之信件及鏈結 

 

• 勿使用公務信箱開啟非公務信件 

 

• 關閉預覽視窗避免誤擊社交工程信件 



Thank  You 

Q &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