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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更換為何更換電子郵件系統電子郵件系統為何更換為何更換電子郵件系統電子郵件系統
由於現有電子郵件系統無法有效防堵病由於現有電子郵件系統無法有效防堵病
毒與垃圾郵件，以及許多同仁的帳號被
盜用後 對外濫發垃圾信 使得本校的盜用後，對外濫發垃圾信，使得本校的
電子郵件服務系統經常被各大信箱業者
列入黑名單，因此本校發出的信件遭到
封鎖而被退信，無法正常寄送到收信者封鎖而被退信 無法正常寄送到收信者
信箱，影響同仁收發信件的權益。



優點優點優點優點
為了提供正修教職同仁更好的電子郵件服務為了提供正修教職同仁更好的電子郵件服務
有以下主要優點:
無限容量的信件儲存空間
高安全性防毒與防垃圾信件的機制高安全性防毒與防垃圾信件的機制
結合Google雲端服務的整合功能



正修正修Google AppsGoogle Apps，簡稱，簡稱GcloudGcloud((新信箱新信箱))正修正修Google AppsGoogle Apps，簡稱，簡稱GcloudGcloud((新信箱新信箱))

 http://mail gcloud csu edu tw http://mail.gcloud.csu.edu.tw



原先的電子郵件信箱原先的電子郵件信箱((以下稱為以下稱為舊信箱舊信箱))原先的電子郵件信箱原先的電子郵件信箱((以下稱為以下稱為舊信箱舊信箱))

 http://mail csu edu tw http://mail.csu.edu.tw



時程時程時程時程
圖書資訊處預計於104年4月15日（三） 將圖書資訊處預計於104年4月15日（三），將
舊信箱主機停止，改由Gcloud信箱全面取代
電子郵件服務電子郵件服務。

 104年4月15日當天，舊信箱將無法收信、寄年 月 日當天 舊信箱將無法收信 寄
信、登入、查看舊信件…等操作。



寄給舊寄給舊信箱信箱的信件不遺漏的信件不遺漏寄給舊寄給舊信箱信箱的信件不遺漏的信件不遺漏
若是您希望寄給舊信箱的信件不要遺漏若是您希望寄給舊信箱的信件不要遺漏，
您僅需要申請一個與舊信箱名稱相同的

信箱Gcloud信箱。
例如: 原先的舊信箱名稱為例如 原先的舊信箱名稱為

andy@csu.edu.tw
所以需申請 個正修G l d新信箱  所以需申請一個正修Gcloud新信箱: 
andy@gcloud.csu.edu.tw



電子郵件服務轉移到Gcloud電子郵件服電子郵件服務轉移到Gcloud電子郵件服
務後，不需要通知我的親朋好友，告知
他們我的電子郵件帳號已經更動 也不他們我的電子郵件帳號已經更動，也不
需要更改名片上的E-MAIL。

前提是，您必須申請一個與舊信箱帳號
相同的Gcloud信箱帳號相同的Gcloud信箱帳號
(申請方式：訊息網>圖書資訊>Gcloud
信箱申請信箱申請)。



例如 若您的舊信箱為andy@csu edu tw或例如，若您的舊信箱為andy@csu.edu.tw或
andy@mail.csu.edu.tw，遷移至Gcloud信箱後，
您就能繼續在 @ 信箱上您就能繼續在andy@gcloud.csu.edu.tw信箱上
收到寄給 andy@csu.edu.tw或y@
andy@mail.csu.edu.tw的信件。



在4月15日後 一個Gcloud信箱帳號將在4月15日後，一個Gcloud信箱帳號將
有三組電子信箱位址

 例如：我的帳號為andy@gcloud.csu.edu.tw
 andy@gcloud csu edu tw andy@gcloud.csu.edu.tw
 andy@csu.edu.tw
 andy@mail.csu.edu.tw



GcloudGcloud上的上的電子郵件電子郵件帳號分類帳號分類GcloudGcloud上的上的電子郵件電子郵件帳號分類帳號分類
官方的電子郵件帳號官方的電子郵件帳號
自訂名稱的電子郵件帳號
單位系所的電子郵件帳號



11官方的電子郵件帳號官方的電子郵件帳號1.1.官方的電子郵件帳號官方的電子郵件帳號
 k+職工編號@gcloud csu edu tw k+職工編號@gcloud.csu.edu.tw
(例如: k9999@gcloud.csu.edu.tw)
完成到校手續，取得職工編號便擁有
無須申請無須申請
未來學校通知、傳遞訊息主要的管道
務必優先使用



22自訂名稱自訂名稱的電子郵件帳號的電子郵件帳號2.2.自訂名稱自訂名稱的電子郵件帳號的電子郵件帳號
帳號名稱是您自己取的帳號名稱是您自己取的
例如andy@gcloud.csu.edu.tw
須自行線上申請
 104月2月25日已開放申請 104月2月25日已開放申請
須與之前舊E-MAIL帳號名稱相同
正修訊息網>[圖書資訊]>[Gcloud信箱
申請]申請]



自訂帳號信箱申請方式自訂帳號信箱申請方式自訂帳號信箱申請方式自訂帳號信箱申請方式



官方帳號官方帳號//自訂帳號的迷思自訂帳號的迷思官方帳號官方帳號//自訂帳號的迷思自訂帳號的迷思
官方的電子郵件帳號(k+職工編號官方的電子郵件帳號(k+職工編號

@gcloud.csu.edu.tw)與自訂名稱的電子
郵件帳號 例如 @郵件帳號(例如andy@gcloud.csu.edu.tw)
是兩個不同的信箱

以前舊信箱的信4/15後只會寄自訂名稱
的電子郵件帳號信箱裡，不會寄到官方的電子郵件帳號信箱裡，不會寄到官方
的電子郵件帳號信箱裡。
您官方的信箱裡的信 也不會寄到自訂您官方的信箱裡的信，也不會寄到自訂
帳號的信箱裡，反之亦同。



33單位系所的電子郵件帳號單位系所的電子郵件帳號3.3.單位系所的電子郵件帳號單位系所的電子郵件帳號
請各單位指定一位同仁代表該單位提出請各單位指定一位同仁代表該單位提出
申請

此信箱代表一個單位，非個人
需紙本申請需紙本申請
申請表單請至[圖資處網頁]-->[表單下
載] [資訊服務表單下載] [網路技術載]-->[資訊服務表單下載]-->[網路技術
組]-->[14.單位電子郵件帳號申請表]下
載



電子郵件服務轉移至電子郵件服務轉移至GcloudGcloud電子電子
郵件信箱之前郵件信箱之前 月月 日之前日之前 我我郵件信箱之前郵件信箱之前(4(4月月1515日之前日之前))，我，我
需要做什麼事需要做什麼事??需要做什麼事需要做什麼事??
若您已持有舊有信箱帳號者，且也想繼若您已持有舊有信箱帳號者 且也想繼
續收到寄給舊信箱的信件，就立即申請
一個與舊信箱帳號相同的Gcloud信箱帳個與舊信箱帳號相同的Gcloud信箱帳
號。
(申請方式 訊息網>圖書資訊>G l d(申請方式：訊息網>圖書資訊>Gcloud
信箱申請)



電子郵件服務轉移至電子郵件服務轉移至GcloudGcloud電子電子
郵件信箱之前郵件信箱之前 月月 日之前日之前 我我郵件信箱之前郵件信箱之前(4(4月月1515日之前日之前))，我，我
需要做什麼事需要做什麼事?(?(續續))需要做什麼事需要做什麼事?(?(續續))
若您是持有舊有信箱帳號者，但不想繼若您是持有舊有信箱帳號者 但不想繼
續使用舊有信箱位址，請改用"k+職工
編號@gcloud csu edu tw信箱"。編號@gcloud.csu.edu.tw信箱 。
(k+職工編號@gcloud.csu.edu.tw信箱無
須自行申請 各位同仁 完成到校手續須自行申請，各位同仁一完成到校手續
後，圖資處網路組就已經自動幫您建立)



電子郵件服務轉移至電子郵件服務轉移至GcloudGcloud電子電子
郵件信箱之前郵件信箱之前 月月 日之前日之前 我我郵件信箱之前郵件信箱之前(4(4月月1515日之前日之前))，我，我
需要做什麼事需要做什麼事?(?(續續))需要做什麼事需要做什麼事?(?(續續))
 持有舊有信箱帳號者，若您想要保存舊有
信箱的信件，請自行於4月15日前完成舊
信件的移轉備份。
切記 切記 舊有信箱主機將會(切記、切記！4/15舊有信箱主機將會關
閉。)

 若您使用Outlook、Live Mail之類郵件軟體，
因為您平時已經將信件收到您所使用的電
腦 您 做 的腦硬碟中，所以您不需要再做舊信件的移
轉備份作業。



電子郵件服務轉移至電子郵件服務轉移至GcloudGcloud電子電子
郵件信箱之後郵件信箱之後(4(4月月1515日之後日之後)) 我我郵件信箱之後郵件信箱之後(4(4月月1515日之後日之後))，我，我
需要做什麼事需要做什麼事??需要做什麼事需要做什麼事??
使用瀏覽器收發郵件者，要從

h // l l d d / 網頁登入http://mail.gcloud.csu.edu.tw/ 網頁登入，
操作信件的收發。

從校首頁的右上角，有一個 紅色邊框
的信封圖示的信封圖示



電子郵件服務轉移至電子郵件服務轉移至GcloudGcloud電子電子
郵件信箱之後郵件信箱之後(4(4月月1515日之後日之後)) 我我郵件信箱之後郵件信箱之後(4(4月月1515日之後日之後))，我，我
需要做什麼事需要做什麼事?(?(續續))需要做什麼事需要做什麼事?(?(續續))
使用Outlook、Live Mail郵件軟體者，需
要重新設定O l k L M l中的信要重新設定Outlook、 Live Mail中的信
箱帳號，改用Gcloud信箱帳號。



操作教學操作教學操作教學操作教學



如何登入如何登入 GcloudGcloud電子郵件信箱電子郵件信箱??如何登入如何登入 GcloudGcloud電子郵件信箱電子郵件信箱??

從校首頁的右上角 有一個 紅色邊框從校首頁的右上角，有一個 紅色邊框
的信封圖示，用滑鼠左鍵按下，瀏覽器
即會開啟連接到登入頁面即會開啟連接到登入頁面

 http://mail.gcloud.csu.edu.tw/p g



帳號帳號帳號帳號
 k+職工編號@gcloud csu edu tw k+職工編號@gcloud.csu.edu.tw

(如:k9999@gcloud.csu.edu.tw)
或或
自訂帳號@gcloud.csu.edu.tw@g
(如:andy@gcloud.csu.edu.tw)

 注意：記得要輸入”@gcloud csu edu tw”。 注意：記得要輸入 @gcloud.csu.edu.tw



預設密碼預設密碼預設密碼預設密碼
您的身分證字號前八碼 再加一個@您的身分證字號前八碼，再加一個@

( 第一碼英文字須大寫，例
如 @如 Q1234567@ )

 100年度2月前到職教職員密碼則為：您的年度 月前到職教職員密碼則為：您的
身分證字號前五碼，再加一個@ ( 第一碼
英文字須大寫，例如Q1234@ )英文字須大寫，例如Q1234@ )

自訂帳號@gcloud.csu.edu.tw 信箱密碼統
為您的身分證字號前八碼 再加 個一為您的身分證字號前八碼，再加一個@ 

(第一碼英文字須大寫，例如 Q1234567@)( @)





密碼安全密碼安全密碼安全密碼安全
密碼修改過後 請緊記您的密碼密碼修改過後，請緊記您的密碼
密碼長度不要少於8位
密碼複雜度

1)有大小英文字母1)有大小英文字母
2)有阿拉伯數字
3)有特殊符號3)有特殊符號



GcloudGcloud信箱密碼變更信箱密碼變更GcloudGcloud信箱密碼變更信箱密碼變更
操作步驟:操作步驟:

http://gapps.csu.edu.tw/passwd.php
第一次登入者，請立即登入更改密碼，
以維護個人信箱安全以維護個人信箱安全

密碼變更過後，請緊記您的密碼



Web MailWeb Mail與與OutlookOutlook收信軟體兩種收信軟體兩種Web MailWeb Mail與與OutlookOutlook收信軟體兩種收信軟體兩種
使用方式，建議使用哪一個方式使用方式，建議使用哪一個方式??

建議使用Web Mail的方式。因為直接登建議使用Web Mail的方式。因為直接登
入即可使用，也不需要特定一部電腦，
才可以收發信件 此外 也不需要繁瑣才可以收發信件。此外，也不需要繁瑣
的設定，電腦中毒後不怕信件/信箱密
碼外洩。



備份備份舊舊信箱上信箱上的信件的信件備份備份舊舊信箱上信箱上的信件的信件
請自行備份移轉信件請自行備份移轉信件
將舊伺服器中的個人信件備份到Gcloud信箱
此備份信件操作之有效性將會在 當天失此備份信件操作之有效性將會在4/15當天失
效

平常使用Outlook、Live Mail等收發信件者就
不需要此步驟了

以下操作只是幫你備份舊信件而已
操作步驟:操作步驟:

http://gapps.csu.edu.tw/mail4.php



使用使用自訂帳號自訂帳號的電子郵件帳號的電子郵件帳號使用使用自訂帳號自訂帳號的電子郵件帳號的電子郵件帳號
信箱收取信箱收取官方官方的電子郵件帳號的電子郵件帳號
信箱的信信箱的信
操作步驟操作步驟:
http://gapps.csu.edu.tw/mail8.phpp g pp p p



如何透過如何透過OutlookOutlook郵件軟體收發郵件軟體收發如何透過如何透過OutlookOutlook郵件軟體收發郵件軟體收發
GcloudGcloud電子郵件信箱的信件？電子郵件信箱的信件？
操作步驟

htt // d t / il5 hhttp://gapps.csu.edu.tw/mail5.php



使用原csu edu tw、mail csu edu tw結尾的MAIL位址寄信使用原csu.edu.tw、mail.csu.edu.tw結尾的MAIL位址寄信

以xxx@csu edu tw或以xxx@csu.edu.tw或
xxx@mail.csu.edu.tw為寄件人

操作說明:
http://gapps csu edu tw/mail6 phphttp://gapps.csu.edu.tw/mail6.php

 注意：必須在4月15日之後才可進行
該項操作該項操作

 但若不進行該項操作設定，也不會影
響服務轉移後信件的接收。



Q&AQ&AQ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