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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永春高中  
新生啟用學生在校帳號 操作手冊  

2016.04.13  Kewi 製作版 

 

新生及家長須知： 

1. 本校注重培養學生數位學習與應用之能力，並提供學生專屬之 e 化服務（電

子信箱、雲端硬碟、線上成績/出缺勤/獎懲查詢、學校免費 wifi、LearnMode

學習平台、線上題庫練習系統等諸多陸續新增之資源）。我們鼓勵學生能善

加利源資源，多元創意學習。學生家長亦可透過線上成績/出缺勤/獎懲查

詢系統，隨時主動掌握並瞭解貴子弟在校學習狀況與表現，有家長您多一

份的關心與督促學習，相信貴子弟能更加成長茁壯。 

2. 學生專屬 e 化服務，基於個資保護及隱私尊重，因此需先啟動專屬帳號，

才能使用相關 e 化資源，並請妥善保管帳號密碼，切勿外流與借用，避免

相關個資隱私洩漏。 

3. 啟動帳號流程四步驟： 

    填寫基本資料   取得帳號啟動碼   填入啟動碼，啟用帳號 

 其他延伸服務功能啟用設定 

4. 學生需先備有個人常用之電子信箱（強烈建議 gmail 信箱），始能註冊資料並

收件取得啟動碼，將來個人密碼遺失，也將寄信之註冊時所填寫之信箱。 

4-1. 若智慧型手機上已有綁定 google 帳號或信箱(格式：google 帳號  

     @gmail.com)，則建議以此信箱進行帳號註冊，較能第一時間取得啟動 

     碼。盡量避免使用 yahoo、pchome 等信箱，以降低信件延遲或阻擋之 

     可能性。 

4-2. 若尚未有個人電子信箱或 gmail 信箱者，可先至 https://goo.gl/WyNSZP 

     進行免費申請與註冊。註冊完畢後，建議妥善保管帳密並直接綁定在 

     個人智慧型手機帳號內。 

 

操作環境檢測： 

1. 強烈建議使用桌上型電腦或筆記型電腦。 

2. 確認網路連線正常。 

3. 建議採用 Google Chrome 瀏覽器。 
※ Google Chrome 免費下載安裝 https://goo.gl/j2Y8Ig 

 

 

 

限本校「在學狀態」學生始能啟動帳號，畢業/轉學/休學等皆會刪除帳號 

 

 

https://goo.gl/WyNSZ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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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帳號註冊與啟用 

■ 步驟一：開啟瀏覽器，輸入網址 http://smail.ycsh.tp.edu.tw，進入帳號註冊起 

始頁。 

 

 

 

 

■ 步驟二：點選左側「取得啟動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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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三：請將個人資料，謹慎、正確填寫。  

 

      提醒事項： 

1. 非本校在學狀態之學生（含非本校生），系統會自動阻擋註冊。 

2. 「學號」一共有 8 位數字（不含英文）。 

3. 「身份證字號」，英文字母請開頭大寫。若僅有居留證或護照號碼者，

需個案協助處理。（請電郵至 tory@ycsh.tp.edu.tw 提供你的班級座號、

姓名、學號、出生日期、居留證或護照號碼，將由本校系統管理師查

驗身份無誤後，回覆處理方式。） 

4. 「出生日期」格式為「民國年月日」，一共 6 位數字。 

5. 「e-mail」：若智慧型手機上已有綁定 google 帳號或信箱 

          (格式：google 帳號 @gmail.com)，則建議以此信箱進行帳 

          號註冊。若尚無電子信箱者，可先至 https://goo.gl/WyNSZP    

          免費申請一組 gmail 信箱。 

6. 「請重覆填寫一次 e-mail」：請再次輸入一次與「e-mail」欄位相同之電 

                        子信箱，請務必正確輸入。 

 

 

 

 

 

 

 

 

 

https://goo.gl/WyNSZ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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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四：接下來系統約 5 分鐘內自動寄出你專屬的啟動碼至你所填寫之電 

           子信箱內，請去收信並抄下啟動碼數字內容。        

 

 

 

 

     提醒事項： 

1. 此啟動碼，僅為啟動個人帳號專屬使用，無法分享給他人使用。 

2. 若於步驟三資料填寫時，誤植錯誤之電子信箱，請重新返回步驟三重新

填寫完成。 

3. 部分電子信箱（例如：yahoo、pchome 等），可能會誤判該封啟動碼信件

為垃圾信件，因此隔離到垃圾郵件區。若於收件匣內未收到，請至垃圾

郵件區找找看。 

4. 部分電子信箱，會較晚才會收到信件。若數十分鐘尚未收到，建議請回

到步驟三重新進行（目前經測 gmail 信箱收件速度較佳，故建議以 gmail

信箱註冊為宜） 

 

 

 

 

■ 步驟五：點選左側「帳號啟動頁」，將右側資料（含啟動碼）正確填寫完畢。 

（學號、身份證字號、出生日期、e-mail 內容請與步驟三內容一致） 

 
 

 

 

 

 

 



 

5 
 

■ 步驟六：若成功完成上述步驟，此時畫面上會出現帳號啟動成功之資訊。 

           接續下個單元，將介紹 google 與本校帳號的結合設定方式。 

    

 

      說明： 

    因本校有加入 google 提供教育機構單位享用教育資源功能（依現階段而

言，例如有：google classroom、google site、google form、無容量空間上限之 gmail、

google drive、youtube、相簿…等等。但相關服務的更動或終止，仍依 google 公

司而定），因此本校在校學生完成學校帳號啟動後，將一併啟用上述 google 服

務，各位同學可以直接用學校帳號（s 學號@smail.ycsh.tp.edu.tw）、密碼（預設值

為個人身份證字號，開頭英文字母大寫）登錄 google 相關平台。 

 

 
 

 

【服務使用須知】 

1. 請妥善保管學校個人帳號及密碼，於公用電腦使用後，務必登出帳號，並

勿將帳密提供或透露給他人使用，如因個人因素造成個資洩，需自行承擔

負責，不得歸咎校方。 

2. 請遵守智慧財產權、google 服務使用條款等相關規定，若因非法使用或企

圖侵入破壞，遭到檢舉或發現，經查證屬實，需自行承擔相關責任，絕不

寬代，請務必留意與配合。 

3. 學生得免費使用前述相關 e 化服務，但本校無保管及備份學生雲端資料之 

責，本校保有相關 e 化服務管理之權力。 

 4. 當學生不具本校「在學狀態」之身分時，帳號將一律刪除(停用)，亦不協 

    助保留相關資料，請自行提前備份處理。 

 

 

■帳號 
s 學號@smail.ycsh.tp.edu.tw 

（s 開頭 s 小寫） 

 

■密碼 
個人身份證（英文大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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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本校 google 信箱使用操作 

教學內容： 

本單元之操作教學，涵蓋下列： 

1. 設定個人 google 信箱(google 帳號@gmail.com)與學校信箱 

(s 學號@smail.ycsh.tp.edu.tw)結合。 

2. 基礎收發信件之教學。 

 

 

■ 步驟一：開啟瀏覽器，輸入網址 http://gmail.com 後，再登錄個人 google 信 

           箱帳號密碼。 

        提醒： 

1. 建議以手機上之 google 帳號登錄。 

  （忘記帳密 https://goo.gl/yBAEZl） 

2. 若無個人 gmail 信箱者，請直接依照 P4 說明，登錄本校帳密，並直

接調至 P10 頁接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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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二：點選如下圖所示之「設定」。 

 
 

 

 

■ 步驟三：點選如下圖所示之「新增您的 POP3 郵件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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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四：輸入自己專屬的本校電子信箱 ，輸入完畢後，按「下一步」。 

          （格式：s 學號@smail.ycsh.tp.edu.tw，開頭 s 小寫） 
 

 

 
 

 

 

■ 步驟五：請依下列說明，輸入正確資料，完畢後按下「新增帳戶」 

          使用者名稱：s 學號 （學號請正確輸入，共 8 位數字） 

          密碼：個人身份證字號（開頭英文大寫） 

           POP 伺服器：smail.ycsh.tp.edu.tw 

          「在伺服器上保留已擷取郵件的副本」，前方核取方框請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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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六：選擇「否（您可以稍後變更）」後，按下「完成」安扭。 

 
 

 

 
Kewi 老師補充說明 

    恭喜各位，到目前完成已經順利完成上述設定，如此便能在個人 gmail

信箱也能收到學校信箱的郵件，將來學校的一些重要通知，也就能第一時

間接獲。（現在個人智慧型手機上，幾乎都會有綁定至少一組 google 帳號，

這也是 Kewi 老師建議，將智慧型手機上的 google 信箱，設定成也能同時收

到學校信件） 

    不過，若你真的很不希望將個人 google 信箱與學校信箱結合的話，那

可改採直接在個人智慧型手機上，多增加一組 google 帳號（帳號格式：s 學

號@smail.ycsh.tp.edu.tw 、密碼：個人身份證字號，開頭英文大寫），如此好

處有下列： 

     享用無容量上限的 gmail 信箱 

     享用無容量上限之 google drive 空間（備份作業、手機照片、影片 

       等，超級好用） 

     享用 google 將來陸續提供的教育方案功能。（不得不稱讚一下 

google 公司，真的是佛心來的…讚！） 

    不過，Kewi 老師還是要提醒各位，雖然 google 提供給各位很方便且便 

利的功能，尤其是無容量的限制（一般若要購買 google 儲存空間的話，1TB   

$9.99 美元/每個月、 30TB  299.99 美元/每個月），還是要尊重並注意智 

慧財產權、google 服務使用條款等相關規定，不然抓到侵權等非法使用， 

需自行承擔責任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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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ail 使用簡易教學：寄信 
 

■ 步驟一：點選左側「撰寫」後，出現一個新的視窗。 

           收件者：請輸入對方（收件者）的電子郵件 

           主  旨：通常是填入簡易摘要之郵件內容，例如：你寄得這封信 

             件目的在向對方洽詢 OO 事情，則主旨可填入「請益 OO 事宜， 

             敬請回覆，謝謝！」 

           郵件內文：在主旨的下一欄位，有較大空間的文字方塊，供填寫 

             詳細完整之描述內容。基於郵件禮儀，應說明自己的身份，並不 

             應有用字用詞錯誤之發生。 

            如需附加上檔案，可點選下方「迴紋針圖示」，從本機端選擇電 

              子檔案（目前 gmail 限制附加檔案容量上限為 25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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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二：再次確認收件者、主旨、信件內容等是否正確，確認無誤後，按 

           下「傳送」按鈕即可。 

 
 

 

 
Kewi 老師補充說明 

    是不是覺得寄電子郵件非常的方便呢？（省去：買郵票貼郵票跑

一趟郵局或郵筒寄信）重點是對方可以非常快速收到信件。但 Kewi 老師還

是要提醒，對於較隱私的資料，還是要做好保護措施。（例如：請對方閱讀

完畢後，請儘速刪除該封郵件），以下補充幾點學生們常問的問題： 

Q1：我要如何改變郵件內文的字體、顏色、大小呢？ 

ANS： 

   在郵件下方「A 圖示」，裡頭就可以設定字體大小、顏色、粗體等。 

 
 

 

Q2：收件者旁，還有「副本」、「密件副本」，這有何差異？ 

ANS： 

     一般而言，郵件為「寄件者」與「收件者」之溝通，但有時候需要 

讓第三者知道（掌握）溝通的內容（處理的進度等），此時這位第三者就 

是「副本」了。舉例來說： 

    公司員工 Perter、Marry 承接專案經理 Kobe 所指派的任務工作，Peter 

和 Marry 非常積極的進行任務工作，但也想讓 Kobe 知道他們進行的狀況及 

工作進度，所以就可以把 Kobe 設定在郵件「副本收件人」。一般而言，副 

本收件人僅是被動知悉郵件內容，鮮少會干預寄件者與收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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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密件副本」又是做什麼用的呢？基本上功能與「副本」一樣，只 

是會隱藏其身份。舉例來說，Peter 寄信給 Marry，除了將 Kobe 放在副本」 

外，Peter 還想副本給經理 John，但又不想讓 Marry 及 Kobe 知道有副本給經 

理，這時候只需將 John 設定在「密件副本」即可。 

 

 

 
電子郵件的禮儀 

    電子職場禮儀顧問帕切特（Barbara Pachter）的著作《商業禮儀的要素》

（The Essentials Of Business Etiquette），提到了多點發送 e-mail 的禮儀，本文

整理 12 條注意事項如下。商場上注重發送電子郵件的禮儀，能讓你更專

業。 

1. 落標言簡意賅 

一封主標簡明、清晰的電子郵件，可在最短的時間內吸引收信人的注

意並迅速獲得回應。由於現在有許多電子郵件容易夾帶電腦病毒，所以標

示不清或是沒有主題、內文卻附帶檔案的電子郵件就很容易被忽視或直接

刪除。 

 

2. 使用專業的電子郵件名稱 

處理公務時，應該使用公司的電子郵件。若是公司沒有提供電子郵件，

或是自營業主，使用私人信箱時，應該選用專業名稱，例如與公司或產品

相關的名稱。帕切特建議，e-mail 最好用自己的名字，千萬避免使用像「baby」

或是「lover」這樣的字眼作為商務電子郵件的名稱。 

 

3. 按「回覆鍵」前，請再三思 

每個上班族都很忙，當他們經常收到與自己無關的 Email 時，漸漸地就

會忽略該寄件者的來信。帕切特說，按「回覆鍵」之前，請先確定每個收

件人都和該信件內容有關。 

 

4. 使用專業的稱呼語 

千萬不要使用口語化、不規範的稱謂，像是「Hey you guys」、「Yo」或

是「Hi folks」。不正式的稱呼語讓人感覺很不專業、對方不被重視。 

 

5. 謹慎使用驚嘆語 

帕切特建議，在正式商業書信往來應儘量少用驚嘆語，除非想傳達高

興之意。如果在句子結尾加上一堆驚嘆號，會讓人感覺你是個情緒化且幼

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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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小心使用幽默 

在正式商務電子郵件裡，應避免使用風趣、滑稽的表達，除非你和對

方很熟悉，他也了解你詼諧的用意。否則，弄巧成拙反而得不償失。 

 

7. 不同文化的人說話與書寫 Email 的方式都不同 

文化的差異容易造成溝通上的誤解，尤其在書信往來時，因為彼此都

看不到對方的肢體語言。因此，在和不同文化背景的收件人溝通時，必須

考慮到這一點。帕切特說，針對東西方文化差異，必須有不同的回應方式。 

 

8. 回覆電子郵件，即使這封信件不是給你的 

帕切特建議，很多寄件人寄出電子郵件都希望收信人有回應。回覆每

封正式的商業郵件是一種好的禮儀。針對寄錯的信件，可以這樣回答：「我

知道您很忙，但我想這封信應該不是要寄給我的。所以，我回覆此郵件讓

您知道您必須寄給對的人。」 

 

9. 每封郵件寄出前一定要校對過 

從一封信件就可以看出一個人做事是否嚴謹與處理事情的態度。一封

錯字連篇的電子郵件會讓人覺得你很隨便。 

 

10. 最後加上電子郵件信箱 

許多人可能都有誤觸寄送鍵的經驗，如果那是一封寄給親友、不重要

的信件，是沒什麼太大的影響。但是如果這是一封正式商業信件，可能就

會產生負作用。所以帕切特建議，寫信時先將收件人的欄位留白，等信件

寫完、校對完之後，確定沒問題了，再填上寄件人的電子郵件信箱。 

 

11. 使用正式字體 

帕切特建議，正式商業電子郵件必須使用易讀的字體，如：Arial、Calibri

或是 Times New Roman。字體大小約 10～12，字體顏色最好是黑色。 

 

12. 電子郵件沒有所謂的機密 

電子郵件一旦寄出就沒有所謂的秘密了，所有的電子訊息都會留下「痕

跡」。所以，電子郵件裡只要寫上想讓對方看到的訊息即可，還有必須避免

任何會傷害到對方或是他人的字眼。因為電子郵件太容易被轉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