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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服務 
使用簡介 

 
暨大計網中心諮詢組 

 2014.02 



電子郵件使用說明 

• 暨大目前有三個主要的電子郵件服務相關的系統: 
1. webmail (mail2000, <教職員生>@ncnu.edu.tw) 
2. cloudmail (gmail, <教職員>@mail.ncnu.edu.tw, <學生>mail1.ncnu.edu.tw) 
3. antispam (nopam) 

 

• 遵循個資法精神，系統上新建帳號的個人資訊,除帳號與姓名之外，身
份證字號、出生年月日、性別等都是隨意選填的資訊，不須修正。 
 

• 學生的email帳號為學號前面加一個小寫的s字母，例如學號為10012
3456，則登入帳號為s100123456, email位址為s100123456@ncnu.
edu.tw (webmail)及s100123456@mail1.ncnu.edu.tw (cloudmail)。 
 

• 學生處理信件請登入”學生cloudmail”網站。 
(若有信件寄至學生webmail信箱，系統自動將信件轉寄到學生cloudmail信箱， 請勿將cloudmail
的信箱再設定自動轉寄回webmail信箱，避免造成迴圈，用光信箱空間無法收信。) 

 

• 教職員可自由決定使用webmail或是cloudmail。 
(若使用cloudmail, 建議自行設定當有信件寄至webmail(<教職員>@ncnu.edu.tw)時, 自動轉寄
至教職員助理Cloudmail(<教職員>@mail.ncnu.edu.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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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使用說明  

帳號申請 

1. 申請教職員帳號請下載置

於暨大網站首頁->”行

政組織”->”館、中心”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法規表單”->表單”

下 的”電子郵件暨CCSE

RVER網域服務系統帳號

申請表(教職員工用)”填

寫, 經單位主管核章後送

交計網中心, 帳號建立完

成後, 計網中心將通知申

請者領取回覆表。 

2. 學生帳號由計網中心統一

建立, 無須個別申請。 

 



電子郵件使用說明  

第一次啟用 

1. 由暨大網站首頁->校園資訊系

統->電子郵件項目下點選”Cl

oudmail”進入 cloudmail 網

站。 

2. 請點選”學生Cloudmail”或”

教師職員助理Cloudmail”服

務圖示。 

3. 請點選”mail2000 Webmail”

圖示設定新密碼來進行啟用(新

生請輸入預設密碼, 新進同仁請

輸入回覆表上之密碼)。 

4. 新生帳號之預設密碼為民國出

生年月日(例:生日為民國80年8

月1日，密碼為800801)  。 

 

https://cloudmail.ncnu.edu.tw/


電子郵件使用說明  

忘記密碼 

1. 由 cloudmail網站點選”

忘記密碼”圖示->”進

入暨大Email CCSERVE

R CN密碼重設系統”。 

2. 請以教務系統之帳號(學

號前不必加上s)及密碼

登入”暨大Email CCSE

RVER CN密碼重設系統” 

3. 點選”重設EMail密碼”，

再設定新密碼。未來則

使用此密碼來使用”學

生 Cloudmail”或”教

師職員助理cloudmail”

服務。 

 



電子郵件使用說明  

忘記密碼 

1. 由cloudmail網站點選”

忘記密碼”圖示->”進

入暨大Email CCSERVER 

CN密碼重設系統”。 

2. 請以教務系統之帳號(學

號前不必加上s)及密碼

登入”暨大Email CCSE

RVER CN密碼重設系統” 

3. 點選”重設EMail密碼”，

再設定新密碼。未來則

使用此密碼來使用”學

生 Cloudmail”或”教

師職員助理 cloudmail”

服務。 

 



電子郵件使用說明  

教職員設定webmail信

件自動轉寄 

1. 登入webmail 。 

2. 點選”個人設定”->”

信件處理”->”自動

轉寄” 。 

3. 勾選”我要啟用信件

自動轉寄”。 

4. 在”電子郵件位址1”

欄位中填入要轉寄的

電子郵件位址, 如<us

er>@mail.ncnu.edu.

tw, 或其它慣用的em

ail address。 

5. 點選確定。 

 



電子郵件使用說明  

教職員設定webmail信

件自動轉寄 

1. 登入webmail 。 

2. 點選”個人設定”->”

信件處理”->”自動

轉寄” 。 

3. 勾選”我要啟用信件

自動轉寄”。 

4. 在”電子郵件位址1”

欄位中填入要轉寄的

電子郵件位址, 如<us

er>@mail.ncnu.edu.

tw, 或其它慣用的em

ail address。 

5. 點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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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使用說明  
登入cloudmail 

1. 點選”學生Cloudmail” 或”

教職員助理cloudmail”圖示->

進入”Cloudmail – 學生及校友

專用 mail1.ncnu.edu.tw”或Cl

oudmail – 教職員工助理 mail.

ncnu.edu.tw” 。 

2. 輸入帳號密碼 (忘記密請回到上

一頁, 再點選”忘記密碼”圖示, 

進行重設密碼) 。 

3. 第一次登入”學生Cloudmail”

或”教職員助理Cloudmail” , 

接受Google服務條款及隱私權

政策。。 

4. 登入”學生Cloudmail”或”教

職員助理Cloudmail”, 開始使

用日曆, 郵件, 雲端硬碟等服務。 

 



電子郵件使用說明  

登入cloudmail 

1. 點選”學生Cloudmail” 或”

教職員助理cloudmail)”圖示

->進入”Cloudmail – 學生及

校友專用 mail1.ncnu.edu.tw”

或Cloudmail – 教職員工助理 

mail.ncnu.edu.tw” 。 

2. 輸入帳號密碼 (忘記密請回到

上一頁, 再點選”忘記密碼”

圖示, 進行重設密碼) 。 

3. 第一次登入”學生Cloudmail”

或”教職員助理Cloudmail”, 

接受Google服務條款及隱私

權政策。 

4. 登入”學生Cloudmail”或”

教職員助理Cloudmail”, 開始

使用日曆, 郵件, 雲端硬碟等服

務。 

 

 



電子郵件使用說明  

登入cloudmail 

1. 點選”學生Cloudmail” 或”

教職員助理cloudmail)”圖

示->進入”Cloudmail – 學

生及校友專用 mail1.ncnu.e

du.tw”或Cloudmail – 教

職員工助理 mail.ncnu.edu.

tw” 。 

2. 輸入帳號密碼 (忘記密請回

到上一頁, 再點選”忘記密

碼”圖示, 進行重設密碼) 。 

3. 第一次登入”學生Cloudma

il”或”教職員助理Cloudm

ail”, 接受Google服務條款

及隱私權政策。 

4. 登入”學生Cloudmail”或”

教職員助理Cloudmail”, 開

始使用日曆, 郵件, 雲端硬碟

等服務。 

 



電子郵件使用說明  

登入cloudmail 

1. 點選”學生Cloudmail” 或”

教職員助理cloudmail)”圖

示->進入”Cloudmail – 學

生及校友專用 mail1.ncnu.e

du.tw”或Cloudmail – 教

職員工助理 mail.ncnu.edu.

tw” 。 

2. 輸入帳號密碼 (忘記密請回

到上一頁, 再點選”忘記密

碼”圖示, 進行重設密碼) 。 

3. 第一次登入”學生Cloudma

il”或”教職員助理Cloudm

ail” , 接受Google服務條款

及隱私權政策。。 

4. 登入”學生Cloudmail”或”

教職員助理 Cloudmail”, 

開始使用日曆, 郵件, 雲端硬

碟等服務。 

 

設定 



網路,電話/網路電話,E-mail有問題… 

計
網
中
心
電
子
服
務
系
統 

從校首頁的
這裡登入 

查詢維修進度按
這裡 

要報修按這裡 



電子郵件使用說明 

垃圾郵件過濾 
 
1. Nopam郵件過濾系統會攔

截外部寄來的垃圾信, 並每
天產生一封” 『濾擎_NO
PAM+』電子郵件防疫通
知”信, 內容包含一天內被
系統判為垃圾信的信件摘
要表。 
 

2. 使用者可透過信件摘要表
的超連結進行取回信件及
編輯白名單等操作。 
 

3. 使用者也可以直接登入No
pam郵件過濾系統(點選cl
oudmail的”NOPAM”圖
示) 。 
 

4. 檢視、回收信件及編輯黑
白名單。 

 



電子郵件使用說明 

垃圾郵件過濾 
 

1. Nopam郵件過濾系統會攔
截外部寄來的垃圾信, 並每
天產生一封” 『濾擎_NO
PAM+』電子郵件防疫通
知”信, 內容包含一天內被
系統判為垃圾信的信件摘
要表。 
 

2. 使用者可透過信件摘要表
的超連結, 進行取回信件及
編輯白名單等操作。 
 

3. 使用者也可以直接登入No
pam郵件過濾系統(點選cl
oudmail 的 ”NOPAM”
圖示) 。 
 

4. 檢視、回收信件及編輯黑
白名單。 



電子郵件使用說明 

垃圾郵件過濾 
 

1. Nopam郵件過濾系統會攔
截外部寄來的垃圾信, 並每
天產生一封” 『濾擎_NO
PAM+』電子郵件防疫通
知”信, 內容包含一天內被
系統判為垃圾信的信件摘
要表。 
 

2. 使用者可透過信件摘要表
的超連結, 進行取回信件及
編輯白名單等操作。 
 

3. 使用者也可以直接登入No
pam郵件過濾系統(點選cl
oudmail的”NOPAM”圖
示) 。 
 

4. 檢視、回收信件及編輯黑
白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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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資訊請參考cloudmail
網站的問題集 

http://webmail.ncnu.edu.tw/FA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