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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antec Email Quarantine
基本內容

本章包含以下主題：

■ 什麼是隔離入口網站？

■ 登入

■ 在入口網站中導覽

■ 變更顯示的語言

■ 過濾要顯示的已隔離電子郵件

■ 檢視垃圾電子郵件

■ 搜尋電子郵件

■ 選取電子郵件

■ 釋放電子郵件

■ 刪除電子郵件

什麼是隔離入口網站？
Symantec Email Quarantine 可儲存防垃圾郵件服務懷疑為垃圾郵件或電子報的電
子郵件，藉此阻止可能的垃圾郵件到達一般電子郵件收件匣。電子郵件會在隔離入

口網站中保留 14 天，除非您選擇較快將其刪除。透過使用隔離入口網站與 Email
Quarantine 互動，可讓您檢視、接受和刪除已隔離的郵件、管理已攔截和已允許的
寄件者以及指定設定和喜好設定。管理員也使用隔離入口網站為其組織的電子郵件

收件者管理已隔離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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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設定隔離入口網站的方式，您可能會收到導向到隔離入口網站之電子郵件

的一般摘要通知。

■ 您可登入隔離入口網站並查看已偵測為垃圾郵件的電子郵件的日期和寄件者。

根據組織的安全政策，您可能能夠查看電子郵件主旨行並預覽電子郵件的文字。

預覽設備不允許您查看附件或內嵌影像。

■ 您可刪除不必要的電子郵件，或釋放需要的電子郵件至您的正常收件匣。您可

能能夠直接從摘要通知釋放電子郵件。

■ 如果您在多個地址收到電子郵件，您可以新增別名至隔離入口網站。然後，已

識別為垃圾郵件的所有電子郵件將到達同一個隔離入口網站帳戶。

登入
如果您擁有隔離入口網站的 URL、使用者名稱和密碼，則可登入。URL、使用者名
稱和密碼可能包含在傳送給您的歡迎郵件中，或者您可能已在隔離入口網站中註

冊。只要您登入就可能會提示您變更密碼。

登入隔離入口網站

1 按下您的歡迎郵件或摘要通知中的 URL。

2 輸入您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

3 按下「登入」按鈕。

隨即顯示隔離入口網站首頁。

附註：當您第一次登入時，可能會顯示「新帳戶」頁面。按下「傳送密碼給

我」按鈕。您的密碼將被傳送到您曾經登入的電子郵件地址。根據組織的安全

政策，系統可能會提示您定期變更密碼。您的組織可能已指定允許使用之密碼

類型的限制。

在入口網站中導覽
位於螢幕左側的隔離入口網站的功能表，顯示您可用來在執行不同任務的入口網站

中的區域之間進行移動的圖示。其預設為最小，使行動裝置使用者可以更輕鬆地顯

示入口網站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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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功能表

1 在入口網站首頁的左上角，按下隔離入口網站標誌左側的三個水平軸。功能表

隨即出現在頁面左側。

2 在該功能表上，按下適當的圖示以顯示所需的入口網站頁面：「首頁」、「核

准|攔截」、「設定」、「管理別名」、「管理帳戶群組」、「管理帳戶」或
「管理電子郵件範本」。

附註：假如使用者組織的隔離政策允許，Email Quarantine 使用者僅可以查看並使
用前三個入口網站頁面：「首頁」、「核准|攔截」、「設定」。剩餘四個頁面 (「管
理別名」、「管理帳戶群組」、「管理帳戶」和「管理電子郵件範本」) 僅對 Email
Quarantine 管理員可見。

變更顯示的語言
您可以變更隔離入口網站顯示的語言。

變更顯示的語言

1 在隔離入口網站首頁的右上角，請按下您的使用者名稱，以顯示入口網站支援

的語言清單 (以及顯示說明和登出的連結)。

對於行動使用者，在側面導覽面板中會顯示使用者名稱，以及您用來存取其他

隔離入口網站頁面的圖示。

2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取所需的語言。目前所有隔離入口網站內容都以所選的語言

顯示。

附註：管理員使用範本頁的控制項，來指定您從 Email Quarantine 接收的通知的語
言。

過濾要顯示的已隔離電子郵件
隔離入口網站的首頁會顯示已隔離的電子郵件清單。您可以控制清單中顯示的電子

郵件，方法是選取以下項目：

■ 過濾器：按下箭頭以選擇要為其顯示已隔離電子郵件的「所有網域」或一個特

定網域。管理員也可以選擇我的摘要以顯示他們自己的已隔離的電子郵件。

■ 電子郵件：按下「總計」顯示垃圾郵件和電子報，或按下「垃圾郵件」或「電

子報」圖示，顯示個別類型的已隔離的電子郵件。

■ 時間表：按下 14 天、7 天或 1 天的圖示，以選取顯示已隔離的電子郵件的時間
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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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垃圾電子郵件
當您登入隔離入口網站時，您將看到傳送給您的垃圾電子郵件。系統會顯示每封電

子郵件的寄件者和日期。根據組織的安全政策，您可能可以查看電子郵件的主旨。

附註：如果您的隔離入口網站帳戶包含來自多個電子郵件地址的垃圾郵件 (即，如
果您針對您的隔離入口網站帳戶設定了別名電子郵件地址)，則「收件者」欄將顯示
每封電子郵件傳送的目標地址。

排序清單

◆ 按下要做為排序依據的欄標題。欄標題中隨即會顯示箭頭，表示排序的方向。

定義每頁顯示的項目數目

◆ 按下「每頁郵件數」下拉式清單，並選取要在該頁面上顯示的電子郵件數量。

搜尋電子郵件
您可以在隔離入口網站中搜尋特定寄件者或特定主旨的郵件。根據組織的安全政

策，您可能可以檢視電子郵件的主旨行。如果是這樣，您可以在隔離入口網站中搜

尋主旨中具有特定文字的電子郵件。

搜尋電子郵件

1 在搜尋方塊，鍵入關鍵字 (或關鍵字的一部分) 以識別電子郵件的主旨行或寄件
者。此搜尋欄位不接受使用萬用字元。例如，如果搜尋 *，就只能找到主旨行
或寄件者名稱中包含 * 符號的電子郵件。

2 按下「搜尋」。即會顯示包含這個關鍵字的電子郵件。

選取電子郵件
當您想要刪除或釋放電子郵件時，可以選取個別郵件或一次選取一頁。

選取個別郵件

◆ 找到電子郵件並選取其左側的核取方塊。

一次選取一頁的電子郵件

◆ 選取清單頂端「寄件者」欄左側的核取方塊。該頁上的所有電子郵件隨即選

取。

根據組織的安全政策，您可能可以檢視電子郵件的文字內容。如果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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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電子郵件的內容

◆ 找出電子郵件以檢視並按下寄件者名稱。隨即顯示該電子郵件。您可以檢視電

子郵件的內容，並決定要釋放、刪除或不對郵件採取任何動作。

釋放電子郵件
當您釋放電子郵件時，它將傳送至您的電子郵件收件匣中。在隔離入口網站中該電

子郵件保持可見。您可以釋放個別電子郵件或一次釋放一頁。

附註：如果您擁有帳戶群組或具有別名的帳戶，則釋放其中一個別名或成員帳戶的

電子郵件時，電子郵件會釋放到原始收件者的收件匣，而不是您的收件匣。

注意：如果組織的安全政策禁止檢視隔離入口網站中電子郵件的主旨或內容，可以

讀取這些電子郵件的唯一方式就是將它們釋放到電子郵件收件匣。釋放含有潛在不

當內容的電子郵件時，請務必小心謹慎。一旦您釋放了這些電子郵件並在收件匣中

接收，後果將由您負責。

釋放隔離入口網站的電子郵件

◆ 進行下列其中一個步驟：

■ 選取要釋放之電子郵件左側的核取方塊，然後按下清單頂端的「釋放」按

鈕。

■ 如果組織的安全政策允許您預覽電子郵件，請透過按下寄件者詳細資料開

啟要釋放的電子郵件，並按下電子郵件頂端的「釋放」按鈕。

將會顯示「已釋放的郵件」確認訊息。您可以要求將寄件者新增到組織或您自己的

核准寄件者清單。

釋放隔離入口網站的多封電子郵件

1 選取要釋放之電子郵件左側的核取方塊，然後按下清單頂端的「釋放」。

將會顯示第一封所選郵件的「已釋放的郵件」確認訊息。

2 按下「繼續」。

將會顯示下一個「已釋放的郵件」確認訊息。

3 以此方式繼續，直到釋放所有的電子郵件。

附註：根據組織的安全政策，在每個「已釋放的郵件」確認訊息中，您可能可以要

求將寄件者新增到組織或您自己的核准寄件者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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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作用中摘要通知釋放郵件

如果組織已設定作用中摘要通知，摘要通知便會包含釋放垃圾電子郵件郵件的連

結，而不必登入隔離入口網站。

基於安全原因，您只能從作用中摘要通知釋放一次電子郵件。如此可防止惡意的使

用者多次釋放電子郵件，進而發動阻絕服務 (DOS) 攻擊。如果您需要再次釋放電子
郵件，可以從隔離入口網站執行這項作業。您也可以請隔離管理員幫您釋放。

在垃圾郵件通知電子郵件中，按下要釋放的電子郵件旁的連結。隨即會確認是否釋

放該電子郵件。

在下列情況下，無法釋放電子郵件：

■ 在隔離入口網站中已經釋放電子郵件。

■ 電子郵件已由您或隔離管理員從隔離入口網站刪除。

■ 電子郵件已過期。垃圾郵件會保存 14 天。

刪除電子郵件
根據組織的安全政策，您可能可以刪除電子郵件。刪除電子郵件時，它將從隔離入

口網站中移除。電子郵件可以個別刪除、一次刪除一頁或一次全部刪除。

如果組織的安全政策允許您刪除電子郵件：

刪除電子郵件

◆ 選取要刪除之電子郵件左側的核取方塊，並按下清單頂端的「刪除」；或者透

過按下寄件者詳細資料開啟要刪除的電子郵件，並按下電子郵件頂端的「刪

除」。

刪除一頁的電子郵件

1 選取「郵件來源」標題左側的核取方塊。該頁上的所有電子郵件隨即選取。

2 按下清單頂端的「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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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攔截

本章包含以下主題：

■ 管理您的核准和攔截的寄件者以及網域清單

■ 要求核准寄件者

管理您的核准和攔截的寄件者以及網域清單

附註：根據組織的電子郵件服務組態，您可能無法管理自己的核准和攔截寄件者清

單。在這種情況下，您不會在隔離入口網站中看到「核准的寄件者」和「攔截的寄

件者」標籤。

根據組織的電子郵件服務組態，您可能可以定義個人的核准和攔截寄件者清單，如

此便可以收到公司的攔截寄件者清單上的地址所寄的電子郵件，或設定其他動作。

■ 核准的寄件者清單是您想收到其電子郵件的網域名稱或電子郵件地址清單，即

使這些寄件者可能會遭到公用或公司攔截清單或其他垃圾郵件偵測方法的攔截。

■ 攔截的寄件者清單是您想攔截其電子郵件的網域名稱或電子郵件地址清單 (若在
一般情況下未遭防垃圾郵件服務掃描器攔截為垃圾郵件的話)。

您的組織可能已設定公司的核准和攔截寄件者清單。如果您可以管理自己的清單，

電子郵件服務管理員將指定是否以公司清單覆寫您的個人清單，或以個人清單覆寫

公司清單。如果您對於為什麼會收到垃圾郵件或為什麼無法收到正常郵件有任何疑

慮，請聯絡電子郵件服務管理員。

核准和攔截的寄件者清單上的項目可以是完整電子郵件地址或是網域，例如

jsmith@domain.com 或 domain.com。

個人核准和攔截的傳送者清單的項目數上限是各 3,00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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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不應在自己的核准寄件者清單中輸入您自己的網域名稱，這樣做可能會使您

容易從聲稱是您網域的來源收到垃圾郵件。

「核准|攔截」頁面是您用來攔截或核准電子郵件和網域的主要區域。不過，您也可
以從「首頁」頁面核准與攔截電子郵件和網域。

檢視核准和攔截的寄件者或網域

檢視核准和攔截的寄件者或網域：

■ 導覽至隔離入口網站左側功能表中的「核准|攔截」頁面，然後按下「核准」或
「攔截」標籤。

隨即顯示您清單上的現有項目，包括寄件者名稱或網域名稱、項目是否是完整

的電子郵件地址或網域、項目說明、核准層級以及新增項目的日期。

您可以按下欄標題來排序清單，並使用「每頁郵件數」清單變更單頁顯示的項

目數。

您可以利用下列方式尋找項目：

■ 搜尋特定寄件者。

附註：您可以使用部分比對：不需要輸入完整的電子郵件地址或網域。無法在

此搜尋欄位中使用萬用字元。輸入 * 萬用字元只會找到寄件者欄位中包含 * 符號
本身的電子郵件

■ 搜尋在兩個日期之間新增到核准或攔截寄件者清單的寄件者。

■ 捲動瀏覽清單的頁面。

搜尋之後再次檢視所有項目：

■ 在「核准」或「攔截」標籤 (視需要) 中，按下「清除搜尋」。

新增核准或攔截的寄件者或網域
您可以利用幾種方式，在個人的核准和攔截寄件者清單上新增項目：

■ 您可以在「核准」和「攔截」標籤中，手動新增項目至核准和攔截的寄件者清

單。

■ 在「首頁」上，您可以選取郵件並使用「核准」和「攔截」電子郵件圖示或「核

准網域」和「攔截網域」按鈕，來核准或攔截郵件寄件者或其網域。

■ 當您將垃圾郵件釋放到收件匣時，可以同時核准垃圾郵件的寄件者。您也可以

核准寄件者的網域，讓從該網域傳送的任何電子郵件都略過防垃圾郵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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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離網站入口的隔離管理員可以替您新增、編輯和刪除項目。

新增核准或攔截的寄件者或網域

1 導覽至隔離入口網站左側功能表中的「核准|攔截」頁面，然後按下「核准」或
「攔截」標籤 (視需要)。

2 按下「新增」。隨即顯示「新增網域或寄件者」對話方塊。

3 輸入寄件者的電子郵件地址或網域名稱以及說明 (需要)，然後按下「傳送」。

新項目隨即顯示在清單中。

電子郵件地址必須是具有有效網域名稱的完整地址，例如

broberts@shopping.com。部分電子郵件地址，例如 broberts@shopping，則
會視為無效。網域名稱可以是完整名稱 (例如 example.com) 或最上層的網域
(例如 .com 或 .uk)。子網域 (例如 name.domain.com) 也視為有效。無最上層
網域的部分網域 (例如 symantec 或 webcam) 則不是有效的。萬用字元 (*) 在
網域名稱中也不是有效的。

從首頁新增核准的傳送者

◆ 如果您從寄件者收到的電子郵件被識別為垃圾郵件，但此寄件者是您想要新增

到個人核准的寄件者清單的寄件者，請選取該電子郵件，然後按下「核准寄件

者」/「核准網域」。

該傳送者的電子郵件地址或網域即新增到您的個人核准的傳送者清單，且所選

電子郵件從隔離所釋放。

從首頁新增攔截的傳送者

◆ 如果您從寄件者收到的電子郵件被識別為垃圾郵件，且此寄件者是您想要新增

到個人攔截的寄件者清單的寄件者，請選取該電子郵件，然後按下「攔截寄件

者」/「攔截網域」。

該寄件者的電子郵件地址或網域隨即新增到個人攔截的寄件者清單，且所選電

子郵件會被刪除。

刪除核准或攔截寄件者或網域

附註：從核准和攔截的寄件者清單刪除郵件時，系統不會要求您確認是否刪除。

刪除選取的核准或攔截的寄件者或網域

1 導覽至隔離入口網站左側功能表中的「核准|攔截」頁面，然後按下「核准」或
「攔截」標籤 (視需要)。

2 找到相關項目，然後選取項目左側的核取方塊。

3 按下「刪除」。

14核准|攔截
管理您的核准和攔截的寄件者以及網域清單



刪除所有核准或攔截的寄件者或網域

1 導覽至隔離入口網站左側功能表中的「核准|攔截」頁面，然後按下「核准」或
「攔截」標籤 (視需要)。

2 選取左欄標題中的核取方塊。所有項目都會選取。

3 按下「刪除」

要求核准寄件者
如果來自特定寄件者的電子郵件一直被識別為垃圾郵件，但您仍希望收到電子郵

件，您可以要求將該寄件者新增至組織的核准寄件者清單。防垃圾郵件掃描程式會

略過核准寄件者清單上的寄件者所寄的電子郵件。

附註：電子郵件服務管理員可能已經決定不提供要求新增寄件者到核准清單的功

能。或者，電子郵件服務管理員可能已讓您管理自己的個人核准和攔截的寄件者清

單。在這種情況下，您可以自行新增寄件者到清單中。

要求核准寄件者

1 請導覽至「首頁」或「核准|攔截」頁面。

2 選取來自相關寄件者的電子郵件，然後按下「釋放」。

3 在「已釋放的郵件」確認中，按下「核准寄件者」。系統隨即會傳送電子郵件

給電子郵件服務管理員，要求將寄件者新增到組織的核准寄件者清單。管理員

可自行決定是否新增寄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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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本章包含以下主題：

■ 變更密碼

■ 設定通知頻率

■ 新增別名

變更密碼
基於安全原因，您應定期變更密碼。根據您組織的安全政策，隔離入口網站可能會

強制變更您的密碼。

變更密碼

1 按下左側功能表上的「設定」圖示。

2 按下「變更密碼」標籤。

3 輸入「原密碼」。

4 輸入「新密碼」。

5 在「重複輸入新密碼」方塊中，再次輸入新密碼進行確認。

6 按下「變更」。此時會顯示確認變更的郵件。

附註：隔離入口網站可能會強制要求您的密碼中使用數字和其他非字母字元，並且

可能會有其他密碼相關的限制。這些限制是為了確保密碼的安全，且不容易被猜到

或者破解。如需完整的詳細資料，請參閱組織「使用政策」的「密碼」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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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通知頻率
如果組織已啟用通知功能，您將會定期收到電子郵件通知，告知您有垃圾郵件遭隔

離入口網站保留。每個摘要通知僅列出自上次通知後隔離入口網站接收的電子郵

件。

根據隔離管理員設定隔離入口網站的方式，您可能可以變更收到通知的頻率。如果

「設定」頁面上顯示「通知」連結，即表示您可以變更這些通知的頻率。

附註：若要觸發傳送通知，您可能需要註冊並申請密碼。

變更通知頻率

1 按下左側功能表上的「設定」圖示。

2 按下「通知頻率」標籤。

3 選取「啟用通知」核取方塊。

4 在「通知頻率」下拉式清單中，選取一週中的一天或數小時中的一段時間。

5 在「通知傳送時間」下拉式清單中，選取一個時間。

6 按下「儲存」。

新增別名
如果您在組織內有多個電子郵件地址 (例如 john.smith@example.com 和
jsmith@example.com)，您可以將這些合併成單一隔離入口網站帳戶之下的別名。
合併別名意味著只需要一組隔離入口網站的登入詳細資料 (電子郵件地址和密碼)，
即可一併顯示所有垃圾郵件。

附註：您只能使用已由組織註冊的電子郵件地址作為別名。如果您為帳戶設定了別

名，隔離入口網站中的「摘要」頁面會同時顯示垃圾電子郵件的寄件者和收件者。

新增別名

1 按下左側功能表上的「設定」圖示。

2 按下「管理別名」標籤。

3 在「輸入電子郵件地址」方塊中，輸入要由此帳戶管理的其他電子郵件地址。

4 按下「新增」。會顯示確認郵件。您會在您的另一個電子郵件地址收到電子郵

件通知，要求確認是否要將此電子郵件地址設為別名。按下電子郵件中的 URL，
確認建立別名。在確認完成之前，此別名在隔離入口網站中會顯示成「待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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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別名 (僅入口網站管理
員)

本章包含以下主題：

■ 新增別名 (適用於管理員)

新增別名 (適用於管理員)
隔離入口網站管理員使用「管理別名」頁面檢視、新增和編輯組織的隔離使用者的

別名。如果您的使用者在組織內有多個電子郵件地址，您可以將這些合併成單一隔

離入口網站帳戶之下的別名。僅管理員可以檢視或存取「管理別名」頁面。如果您

組織的安全政策允許，個別使用者可以透過隔離入口網站「設定」頁面的「管理別

名」標籤管理其自己的別名。

新增或取代隔離使用者的別名

1 按下左側功能表上的「管理別名」圖示。

2 在「所有者」方塊中，輸入您想要新增其別名的使用者的電子郵件地址。

3 在「別名」方塊中，輸入由此帳戶管理的任何其他電子郵件地址。您還可以輸

入將取代使用者的現有別名的別名清單。

4 按下「新增」將別名新增至使用者的現有別名清單，或按下「取代」使用此處

輸入的別名取代現有清單。會顯示確認郵件。所有者會在另一個電子郵件地址

收到電子郵件通知，要求確認是否要將此電子郵件地址設為別名。按下電子郵

件中的 URL，確認建立別名。在確認完成之前，此別名在隔離入口網站中會顯
示成「待處理」。

「管理別名」頁面會顯示所有所有者及其相關聯別名的電子郵件地址。您可以按所

有者或別名進行搜尋。您也可以透過勾選頁面右側的方塊，再按下「刪除」圖示來

個別或成組刪除所有者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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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隔離使用者的別名

1 按下左側功能表上的「管理別名」圖示。

2 在「所有者」方塊中，輸入您要顯示其別名的所有者的電子郵件地址，並按下

放大鏡圖示以開始搜尋。

3 隨即顯示與該所有者相關聯的所有別名清單，以及有關別名處於作用中還是擱

置中狀態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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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帳戶群組 (僅入口網站
管理員)

本章包含以下主題：

■ 帳戶群組

帳戶群組
隔離入口網站隔離管理員可指定將個別隔離入口網站帳戶的垃圾郵件傳送給「帳戶

群組」的所有者。帳戶群組可讓您透過一個隔離入口網站帳戶檢視多個電子郵件地

址的垃圾郵件。個別帳戶的設定仍適用於這些個人的電子郵件，而且群組中的使用

者仍可以自行檢視和管理其垃圾郵件。

新增帳戶群組

1 按下左側功能表上的「管理帳戶群組」圖示。

2 在「所有者」方塊中，輸入您希望作為帳戶群組所有者的使用者的電子郵件地

址。

3 在「帳戶群組」方塊中，輸入您要指派到該群組的使用者的電子郵件地址並按

下「新增」。

如果已將使用者設定為帳戶群組的所有者，他們會收到一封通知電子郵件通知並要

求其確認。帳戶群組中的個別電子郵件地址使用者仍可以管理自己的垃圾郵件和帳

戶設定。如果使用者擁有帳戶群組，在該群組的隔離入口網站顯示的電子郵件與所

有者的電子郵件相比可能有不同的安全設定 — 這可能會影響他們是否能看到那些
電子郵件的主旨行及預覽或刪除它們。

您可搜尋並顯示關於帳戶所有者及其群組的資訊，也可以刪除個別所有者或群組成

員。若要尋找所有者或群組成員，請在適當的方塊中輸入所有者或群組成員的電子

郵件地址，並按下問號 (?) 圖示開始搜尋。若要刪除群組成員，請選取頁面右側的
核取方塊並按下「刪除」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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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帳戶 (僅入口網站管理
員)

本章包含以下主題：

■ 建立隔離使用者的帳戶

建立隔離使用者的帳戶
可手動在隔離入口網站的「管理帳戶」頁面上建立垃圾郵件隔離系統中的帳戶。您

一次可輸入或貼上最多 300 個地址到「帳戶」方塊，還可以指定建立帳戶後是否傳
送歡迎郵件給使用者，以及當其帳戶收到垃圾郵件時是否為您建立的帳戶啟用通知

郵件。您只能在您管理的網域內建立帳戶。

新增隔離使用者帳戶

1 按下左側功能表上的「管理帳戶群組」圖示。

2 在「帳戶」方塊中，輸入或貼上使用者的電子郵件地址。您一次最多可輸入

300 個地址。

3 選取適當的核取方塊，以在建立帳戶時傳送歡迎郵件並為建立的帳戶啟動通知

郵件。

4 按下「新增帳戶」。如果您新增了大量地址，預計處理會需要一些時間。

顯示隔離使用者的帳戶資訊

附註：根據您希望搜尋的範圍的廣度或窄度，您可以指定任何或所有搜尋條件。例

如，如果您僅指定「手動」為建立方式，則會顯示所有手動建立的帳戶。

1 按下左側功能表上的「管理帳戶群組」圖示。

2 輸入您要顯示其資訊的使用者的電子郵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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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從下拉式方塊中選取使用者的網域。

4 指定帳戶建立方式 (手動或任何方式)。

5 按下問號 (?) 圖示以開始搜尋。

刪除使用者的隔離帳戶

附註：刪除帳戶時，請注意這將完全移除任何保留的垃圾郵件，以及使用者所指定

的任何帳戶設定。最佳實務準則是通知使用者有關帳戶刪除事宜以免引起混亂。

1 按下左側功能表上的「管理帳戶群組」圖示。

2 指定一或多個搜尋條件以找出所需帳戶。

3 選取帳戶右側的核取方塊並按下「刪除」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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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電子郵件範本 (僅入口
網站管理員)

本章包含以下主題：

■ 使用範本通知隔離使用者

使用範本通知隔離使用者
管理員可使用範本進行各種常式類型的使用者通訊。您可以選取、顯示並自訂範

本：

■ 第一次 (使用者)

■ 許可清單使用者

■ 許可清單網域

■ 通知

■ 密碼重設

■ 使用率報告

■ 別名確認

■ 別名確認 (主要)

■ 別名確認 (從屬)

■ 預設別名

■ 新帳戶

您可指定將收到通訊之使用者的網域。您還可指定目標使用者的地區設定。範本預

留位置清單及其定義可協助您決定如何自訂範本以滿足使用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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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本編輯器提供一個已設定格式的環境供您用來輸入文字。您還可以直接在 HTML
來源檢視和工作。

傳送基於範本的電子郵件通知

1 按下左側功能表上的「管理電子郵件範本」圖示。

2 指定目標使用者的網域，從下拉式清單中選取所需的範本，選取目標使用者的

地區設定，然後按下「取得範本」。

範本編輯器隨即出現。

3 在範本中編輯變數欄位，以包括關於目標使用者的特定資訊。如果您不確定欄

位應包含哪些內容，請查閱範本編輯器右側的「電子郵件預留位置」清單。

4 完成編輯範本的變數欄位後，請按下「預覽」以查看已完成的電子郵件外觀。

5 如果您對電子郵件外觀感到滿意，請按下「套用」，然後選擇是將您的變更套

用至指定網域、所有網域還是所選網域。

6 按下「套用變更」以儲存變更。

24管理電子郵件範本 (僅入口網站管理員)
使用範本通知隔離使用者



疑難排解

本章包含以下主題：

■ 我沒有收到要我註冊和登入的電子郵件

■ 系統拒絕寄給我密碼重設訊息

■ 我釋放了電子郵件，但沒有在收件匣中收到

我沒有收到要我註冊和登入的電子郵件
如果您尚未收到任何註冊或登入詳細資料，可能的原因有兩個：

■ 您尚未收到任何垃圾郵件。

■ 隔離管理員決定不要建立個別隔離入口網站帳戶，而要以不同的方式管理垃圾

郵件。

不過，如果您想查看系統是否為您建立了帳戶，步驟如下：

1. 前往登入頁面。

2. 按下「是否忘記了密碼?」連結。

3. 輸入您的電子郵件地址。

4. 按下「要求密碼重設」。

如果您收到「電子郵件地址無效」錯誤訊息，表示您沒有隔離入口網站帳戶。如果

您認為自己應該有一個帳戶，請聯絡隔離管理員。

如果您收到一封密碼重設郵件 (傳送到您的電子郵件收件匣)，請按下內嵌連結來設
定您的密碼。當您登入隔離入口網站時，您將看到已為您隔離的電子郵件。如果還

沒有垃圾郵件重新導向到隔離入口網站，則會顯示「隔離系統目前無垃圾郵件」訊

息。

8



系統拒絕寄給我密碼重設訊息
當您要求密碼重設時收到「電子郵件地址無效」錯誤訊息，表示系統尚未為您建立

隔離入口網站帳戶。可能的原因有兩個：

■ 您尚未收到任何垃圾郵件。

■ 隔離管理員決定不要建立個別隔離入口網站帳戶，而要以不同的方式管理垃圾

郵件。

如果您認為自己應該有隔離入口網站帳戶，請聯絡隔離管理員。

我釋放了電子郵件，但沒有在收件匣中收到
電子郵件送達收件匣所需的時間取決於防垃圾郵件服務以外的多項因素，例如 Internet
延遲。請等候兩小時，然後再次釋放郵件。如果仍然沒有送到收件匣中，請聯絡隔

離管理員。

26疑難排解
系統拒絕寄給我密碼重設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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