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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 如何登入Zimbra
• 使用介面說明
• 如何收發與管理郵件
• 資料夾與標籤的應用
• 如何使用過濾器
• 如何使用通訊錄

 個人的設定項目
 工作上的應用
 雙因素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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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登入Zim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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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啟瀏覽器視窗，輸入公司郵件位置

https://mail.iis.sinica.edu.tw/



使用介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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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位置

預覽視窗

郵件視窗

行事曆

郵件分類

目前位置
喜好功能



使用介面說明 - 顯示目前使用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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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收發與管理郵件
• 電子郵件可以作為單獨的郵件查看，也可以作為對話查看，並且查看郵件時，閱讀窗格可關閉，
也可以顯示在底部或顯示在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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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收發與管理郵件 - 郵件內容視窗
• 對話指標、標記指標、優先權指標、標記狀態、
寄件人、附件指標、主題、資料夾、郵件大小或
對話中郵件的數目、收件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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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收發與管理郵件 - 建立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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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收發與管理郵件 - 建立郵件(續)



資料夾與標籤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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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夾與標籤的應用(續)



如何使用過濾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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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過濾器(續)



如何使用通訊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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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通訊錄 – 建立聯絡人



如何使用通訊錄 –通訊錄匯入
1. Thunderbird /outlook 聯絡人匯出CSV

2. 登入Zimbra Web Client –> 喜好設定匯入與匯出匯入 ->選擇C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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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設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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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設定項目 - 簽名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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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設定項目 - 帳戶設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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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設定項目 -匯入與匯出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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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上的應用 - RSS新聞訂閱
• https://udn.com/rssfeed/latest?ch=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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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因素認證(1)
• Zimbra 郵件系統支援雙因素(2 Factor)的登入認證機制.
• 您可以自行設定是否啟用此機制. 設定方式請見後續頁.
• 一經開啟雙因素認證機制, 則不論透過哪一種收信Client, 都須使用雙因素認證登入或須修改設定.

• 支援雙因素認證的 Mail Client:
• 雙因素認證目前只支援各式瀏覽器(Web Browser), 是透過整合Google Authenticator APP 或 Microsoft Windows驗證器APP

等第三方軟體.

• 目前不支援雙因素認證的 Mail Client: 
• Outlook / Thunderbird / MAC 電腦上的郵件軟體 / 其他IMAP、POP3套裝軟體

• 手機或平板電腦上的郵件APP

• 對於以上不支援雙因素認證的應用程式, 須手動為其設定”認證金鑰”, 以取代原帳號的密碼來進行驗證. 設定方式請參閱
後續說明.

• 提醒您, 一旦啟用雙因素認證, 您所有裝置上的收發信軟體, 都一定要配合更改設定. 不論是公司內的或
是家裡的, 只要是您會使用到的PC、NB、行動電話、平板, 其上的收發信軟體與APP都要進行更改.  否
則會造成該台裝置無法收發信件, 同時會因該台裝置存取伺服器時, 因密碼錯誤太多次造成郵件帳號被
Lock. 敬請您多加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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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因素認證(2) – 安裝 APP
1. 手機先安裝好APP

Apple iOS  (Google Authenticator)
https://itunes.apple.com/app/google-
authenticator/id388497605#?platform=iphone

Android (Google Authenticator) Windows (驗證器)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
=com.google.android.apps.authenticator2

https://www.microsoft.com/zh-
tw/p/authenticator/9wzdncrfj3rj?act
ivetab=pivot%3Aoverview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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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tunes.apple.com/app/google-authenticator/id388497605#?platform=iphone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google.android.apps.authenticator2
https://www.microsoft.com/zh-tw/p/authenticator/9wzdncrfj3rj?activetab=pivot:overviewtab


登入Web Mail 介面
喜好設定帳戶帳戶安全性

雙因素認證 (3) – 設定啟用雙因素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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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因素認證(4) – 設定手機 APP
開啟手機APP (以iOS為例)
Google Authenticator 點選右上角新增帳戶
輸入電子郵件地址與剛剛產生的金鑰

完成後會產生一組金鑰，回到Web Client 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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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因素認證(5) –測試以 Web Client 登入

登入方式：
登入Web Client 輸入帳戶與密碼

點選[登入] 會提示需要輸入金鑰
開啟手機APP 上產生的金鑰
輸入後就可以登入了

26



雙因素認證(6) – 未支援雙因素的應用程式設定方式
有些應用程式沒有支援雙因素認證的須自訂一組認證金鑰

目前不支援雙因素認證的 Client:
• Outlook / Thunderbird / MAC 電腦上的郵件軟體 / 其他IMAP、

POP3套裝軟體
• 手機或平板電腦上的郵件APP

點選新增應用程式代碼, 自行輸入識別名稱 產生一組金鑰讓此應用程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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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因素認證(7) -未支援雙因素的應用程式設定, 以Outlook為例

以Outlook為例:
打開帳戶設定, 

將密碼欄位的值, 
從原本您帳號的密碼, 改為前頁
所產生出來的應用程式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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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因素認證(8) -未支援雙因素的應用程式設定, 以Android 郵件APP為例

將密碼欄位的值, 
從原本您帳號的密碼, 改為前頁
所產生出來的應用程式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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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因素認證(IOS) –以 “Mail”設定操作

利用P.30頁：雙因素認證(6) –
未支援雙因素的應用程式設定
方式所產生出來的

`應用程式密碼` 30



雙因素認證(IOS) –以 “Mail”設定操作

利用P.30頁：雙因素認證(6) – 未支援雙
因素的應用程式設定方式所產生出來的

`應用程式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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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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