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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頁，共 56頁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組 製 

如何使用電子郵件？ 

一、使用瀏覽器 

Use browser 

https://mymail.tnua.edu.tw 

 

參考

手冊 

2 頁 

二、使用個人電腦收信軟體 

Use PC/Mac software 

Windows Mac OS X 

Microsoft Outlook 新增/變更帳號 

 

3 頁 

Mac Mail 新增/變更帳號 
23 頁 

三、使用行動裝置 

Use mobile 

Android iOS 

 Android 新增/變更帳號 

34 頁 

 iOS 新增/變更帳號 

44 頁 

 

一般設定資訊 

收件伺服器 寄件伺服器 

帳號類型 POP3/IMAP 帳號類型 SMTP 

使用者名稱 
xxx@xxx.tnua.edu.tw 

完整電子郵件 
使用者名稱 

xxx@xxx.tnua.edu.tw 

完整電子郵件 

伺服器主機名稱 mymail.tnua.edu.tw 伺服器主機名稱 cello.tnua.edu.tw 

伺服器傳輸埠 
995(POP3)   

993(IMAP) 
伺服器傳輸埠 465 

認證 密碼 認證 密碼 

SSL/TLS 是 SSL/TLS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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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頁，共 56頁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組 製 

一、使用瀏覽器 

步驟一 

開啟瀏覽器 

 

步驟二 

在網址列輸入 https://mymail.tnua.edu.tw 

 

步驟三 

 

輸入帳號：完整電子郵件如:xxx@xx.tnua.edu.tw 及密碼

 
（一般電腦瀏覽器登入畫面） 

 
（行動裝置瀏覽器登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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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頁，共 56頁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組 製 

二、使用個人電腦收信軟體 

使用個人電腦收信軟體 

Windows (第 3 頁) Mac OS X (第 23 頁) 

Microsoft Outlook 2007 

新增/變更帳號 

 Microsoft Outlook 2010 

新增帳號/變更帳號 

 Mac Mail 新增/變更帳號 

 

 

使用個人電腦收信軟體 

Windows 

 Microsoft Outlook 2007 新增帳號 
第 4 頁 

Microsoft Outlook 2007 變更帳號 
第 10 頁 

 Microsoft Outlook 2010 新增帳號 
第 14 頁 

Microsoft Outlook 2010 變更帳號 
第 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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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頁，共 56頁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組 製 

 

 Microsoft Outlook 2007 新增帳號設定 

步驟一 

請從「開始\ Microsoft Office\ Microsoft Outlook 2007」開啓 

 

步驟二 

點選「工具\帳戶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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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頁，共 56頁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組 製 

步驟三 

點選「電子郵件\新增」 

  

步驟四 

選點「Microsoft Exchange、POP3、IMAP 或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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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頁，共 56頁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組 製 

步驟五 

勾選「手動設定伺服設定或其他伺服器類型」

  

步驟六 

選點「Microsoft Exchange、POP3、IMAP 或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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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頁，共 56頁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組 製 

步驟七 

請輸入相關資訊，完整電子郵件帳號及密碼後，點選「其他設定」後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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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頁，共 56頁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組 製 

步驟八 

點選「進階」後，如圖輸入相關資訊 

 

（本圖為 POP3 設定） 

點選「進階」後，如圖輸入相關資訊 

 

（本圖為 IMAP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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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頁，共 56頁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組 製 

步驟九 

選擇外寄伺服器，外寄伺服器(STMP)需要驗證與內送郵件伺服器相同。 

 
 

步驟十 

點選「關閉」，完成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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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頁，共 56頁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組 製 

 

 Microsoft Outlook 2007 變更帳號設定 

步驟一 

請從「開始\ Microsoft Office\ Microsoft Outlook 2007」開啓 

 

步驟二 

點選「工具\帳戶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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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頁，共 56頁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組 製 

步驟三 

點選「電子郵件\變更\再選擇您的帳戶」

  

步驟四 

請輸入相關資訊，完整電子郵件帳號及密碼後，點選「其他設定」後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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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頁，共 56頁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組 製 

步驟五 

點選「進階」後，如圖輸入相關資訊 

 

（本圖為 POP3 設定） 

點選「進階」後，如圖輸入相關資訊 

 

（本圖為 IMAP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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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頁，共 56頁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組 製 

步驟六 

選擇外寄伺服器，外寄伺服器(STMP)需要驗證與內送郵件伺服器相同。 

 
 

步驟七 

點選「關閉」，完成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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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頁，共 56頁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組 製 

 

 Microsoft Outlook 2010 新增帳號設定 

步驟一 

請從「開始\ Microsoft Office\ Microsoft Outlook 2010」開啓 

 

 

步驟二 

點選「檔案\資訊\帳戶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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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頁，共 56頁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組 製 

步驟三 

點選「電子郵件\新增」 

 

步驟四 

選取「手動設定伺服器設定或其他伺服器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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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頁，共 56頁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組 製 

步驟五 

選擇「網際網路電子郵件」 

 

步驟六 

請參照下圖輸入相關資訊，完整電子郵件帳號及密碼後，點選「其他設定」，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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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頁，共 56頁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組 製 

步驟七 

點選「進階」後，參照下圖輸入 POP 相關資訊 

 

( 本圖為 POP3 設定 ) 

點選「進階」後，參照下圖輸入 IMAP 相關資訊 

 

( 本圖為 IMAP 設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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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頁，共 56頁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組 製 

步驟八 

選擇外寄伺服器，外寄伺服器(STMP)需要驗證與內送郵件伺服器相同。 

 
 

步驟九 

點選「完成」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電子郵件使用手冊 https://mymail.tnua.edu.tw 

--------------------------------------------------------------------------------------- 

---------------------------------------------------------------------------------------                                                                                                                                      

第 19頁，共 56頁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組 製 

 

 Microsoft Outlook 2010 變更帳號設定 

步驟一 

請從「開始\ Microsoft Office\ Microsoft Outlook 2010」開啓 

 

步驟二 

點選「工具\帳戶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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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頁，共 56頁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組 製 

步驟三 

點選「電子郵件\變更\再選擇您的帳戶」

 

步驟四 

請輸入相關資訊，完整電子郵件帳及密碼後，點選「其他設定」後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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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頁，共 56頁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組 製 

步驟五 

點選「進階」後，如圖輸入 POP 相關資訊 

 

（本圖為 POP 設定） 

點選「進階」後，如圖輸入 IMAP 相關資訊 

 

（本圖為 IMAP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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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頁，共 56頁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組 製 

步驟六 

選擇外寄伺服器，外寄伺服器(STMP)需要驗證與內送郵件伺服器相同。 

 
 

步驟七 

點選「關閉」，完成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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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頁，共 56頁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組 製 

 

使用個人電腦收信軟體 

Mac OS X 

 Mac Mail 新增帳號 
第 24 頁 

Mac Mail 變更帳號 
第 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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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頁，共 56頁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組 製 

 

 Mac Mail 新增帳號設定 

步驟一 

選擇「系統偏好設定」 

 

步驟二 

「Internet 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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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頁，共 56頁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組 製 

步驟三 

「加入其他帳號‧‧‧」 

 

步驟四 

「加入郵件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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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頁，共 56頁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組 製 

步驟五 

輸入完整電子郵件帳號及密碼 

 
需手動設定帳號，選擇「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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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頁，共 56頁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組 製 

步驟六 

收件伺服器資訊 

選擇 POP 或者 IMAP 方式收取信件 

本圖為 POP 設定方式(建議) 

 
（本圖為 POP 設定） 

收件伺服器資訊 

本圖為 IMAP 設定方式 

 

（本圖為 IMAP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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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頁，共 56頁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組 製 

步驟七 

寄件伺服器資訊 

參考下圖設定，輸入完整郵件帳號及密碼後，完成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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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頁，共 56頁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組 製 

 

 Mac Mail 變更帳號設定 

步驟一 

選擇「郵件」 

 

步驟二 

左上角「郵件/偏好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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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頁，共 56頁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組 製 

步驟三 

依先前設定選擇「帳號/POP(左方工具列)/進階」或「帳號/IMAP(左方工具列)/進階」 

POP 參考下圖設定 

 

（本圖為 POP 設定） 

IMAP 參考下圖設定 

 

（本圖為 IMAP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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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頁，共 56頁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組 製 

步驟四 

設定 SMTP 寄件伺服器 

「帳號/你的電子郵件帳號/寄件伺服器(SMTP)/編輯 SMTP 伺服器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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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頁，共 56頁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組 製 

步驟五 

選擇「進階」後，參照下圖設定帳號及密碼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電子郵件使用手冊 https://mymail.tnua.edu.tw 

--------------------------------------------------------------------------------------- 

---------------------------------------------------------------------------------------                                                                                                                                      

第 33頁，共 56頁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組 製 

 

三、使用行動裝置 

一般設定資訊 

收件伺服器 寄件伺服器 

帳號類型 POP3/IMAP 帳號類型 SMTP 

使用者名稱 
xxx@xxx.tnua.edu.tw 

完整電子郵件 
使用者名稱 

xxx@xxx.tnua.edu.tw 

完整電子郵件 

伺服器主機名稱 mymail.tnua.edu.tw 伺服器主機名稱 cello.tnua.edu.tw 

伺服器傳輸埠 
995(POP3)   

993(IMAP) 
伺服器傳輸埠 465 

認證 密碼 認證 密碼 

SSL/TLS 是 SSL/TLS 是 

   

使用行動裝置 

Android (第 34 頁) iOS (第 44 頁) 

新增/變更帳號 新增/變更帳號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電子郵件使用手冊 https://mymail.tnua.edu.tw 

--------------------------------------------------------------------------------------- 

---------------------------------------------------------------------------------------                                                                                                                                      

第 34頁，共 56頁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組 製 

 

使用行動裝置 

Android 

Android 新增帳號設定 

第 35 頁 

Android 變更帳號設定 

第 4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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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頁，共 56頁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組 製 

 

Android 新增帳號設定 

步驟一 

選擇「電子郵件」 

 

步驟二 

參照下圖設定電子郵件帳號及密碼，「手動設定」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電子郵件使用手冊 https://mymail.tnua.edu.tw 

--------------------------------------------------------------------------------------- 

---------------------------------------------------------------------------------------                                                                                                                                      

第 36頁，共 56頁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組 製 

步驟三 

選擇 POP3 或者 IMAP 方式收取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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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7頁，共 56頁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組 製 

步驟四 

本圖為 IMAP 參考設定方式，請輸入完整帳號密碼 

 

（本圖為 IMAP 設定） 

本圖為 POP 參考設定方式，請輸入完整帳號密碼 

 

（本圖為 POP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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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8頁，共 56頁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組 製 

步驟五 

寄件伺服器設定 

參考下圖，請輸入完整帳號密碼 

 

步驟六 

郵件檢查頻率設定可參考以下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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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頁，共 56頁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組 製 

步驟七 

帳號名稱及外寄郵件顯示設定，可參考下圖 

「下一步」完成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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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0頁，共 56頁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組 製 

 

 Android 變更帳號設定 

步驟一 

選擇「電子郵件」 

 

步驟二 

右上角「選項/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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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頁，共 56頁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組 製 

步驟三 

依序操作內收設定及外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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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頁，共 56頁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組 製 

步驟四 

本圖為 IMAP 參考設定方式，請輸入完整帳號密碼 

 
（本圖為 IMAP 設定） 

本圖為 POP 參考設定方式，請輸入完整帳號密碼 

 
（本圖為 POP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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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3頁，共 56頁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組 製 

步驟五 

寄件伺服器設定 

參考下圖，請輸入完整帳號密碼，”下一步”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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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4頁，共 56頁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組 製 

 

使用行動裝置 

iOS 

iOS 新增帳號設定 

第 45 頁 

iOS 變更帳號設定 

第 5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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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5頁，共 56頁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組 製 

 

iOS 新增帳號設定 

步驟一 

選擇「設定」 

 

步驟二 

選擇「郵件、聯絡資訊、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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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 

選擇「加入帳號」 

 

步驟四 

選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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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五 

參考下圖設定，輸入完整郵件帳號及密碼，「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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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六 

選擇 POP 或者 IMAP 方式收取信件 

本圖為 IMAP 設定，請輸入完整郵件帳號名稱及密碼，儲存 

 

（本圖為 IMAP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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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圖為 POP 設定，請輸入完整郵件帳號名稱及密碼後「儲存」 

 

（本圖為 POP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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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七 

設定完成後「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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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S 變更帳號設定 

步驟一 

選擇「設定」，「郵件、聯絡資訊、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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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 

選擇您的郵件帳號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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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 

設定「進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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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 

參考下圖設定 

下圖為 POP 設定方式 

 

下圖為 IMAP 設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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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五 

設定寄件伺服器，選擇「SMTP」 

 

步驟六 

選擇主要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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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七 

參照下圖設定，輸入完整郵件帳號及密碼後，完成設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