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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這些鍵：1

1.快速移至收件匣

想要一開啟電腦就看到您的收件匣嗎？ 您可以試試以下步驟。

輸入 outlook 並按 Enter 鍵。

Outlook 開啟後，按以下按鍵以開啟新電子郵件訊息：

輸入收件者、主旨行並撰寫郵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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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進度

嗨，我只是想知道開會前有沒有需要幫忙的地方...

蕭艾迪



2.快速找出附件

想要附加最近使用過的檔案嗎？ 您不用特地搜尋這些檔案，只要在 [附加檔案] 功能表上就能找到
它們！

在任何 App 中儲存
檔案。

建立新郵件。1 2 按一下功能區的 
[郵件]。

3

按一下 [附加檔案]。4 在清單中選取最近儲存的檔案。5

+ NCtrl

打包清單.docx



3.[密件副本] 欄位在哪裡？

想要將電子郵件一次寄給多個人員嗎？ 您只要在 [密件副本] 欄位中輸入收件者電子郵件地址，收
件者就看不到其他收件者的地址，也無法回覆所有收件者。以下說明如何開啟 密件副本 欄位。

建立新郵件。 按一下功能區上的 
[選項]。

這樣就
大功告
成了！

1 2

[密件副本] 欄位就會隨即顯示。4

按一下 [密件副本] 
按鈕。

3

[密件副本] 欄位的顯示設定非常固定！ 什麼意思呢？ 這表示，如果您選擇顯示 [密件副本] 欄
位後，該欄位之後就會固定顯示在功能區上。如果您選擇隱藏 [密件副本 欄位]， 該欄位就會
固定隱藏。

+ NCtrl



4.刪除過時的自動完成地址

首先，輸入名稱，畫面上會顯示自動完成清單。

自動完成地址雖然很方便，但您可能不需要這個功能。以下說明如何刪除自動完成地址。

想要刪除所有自動完成建議嗎？ 您可以試試以下步驟。移至 [檔案] > [選項] > [郵件]。向下捲動
至 [傳送郵件] 區段。您只要按一下 [清空自動完成清單] 按鈕或取消選取 [自動完成] 選項，就可
以關閉這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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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右側的  [X] 移除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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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了解刪除及封存郵件的時機

[刪除] 和 [封存] 按鈕彼此相鄰。以下說明使用這兩個按鈕的時機。

VS刪除 封存

運作方式

是否會縮減信箱大小？

如果您按一下 [刪除] 按鈕，您的信箱整
體大小最後會有所縮減；換句話說，系
統會清空 [刪除的郵件] 資料夾。

郵件會移至...

[刪除的郵件] 資料夾。您隨時可以清空
當中的郵件。在某些情況下，您的 IT 部
門可能會為您清空該資料夾。

特殊之處

這個按鈕的功能就跟以前的 [刪除] 按鈕
一樣！ 簡單來說，這個功能會清除您的
郵件，最後將清除的郵件刪除 (除非您
復原刪除的郵件)。

按一下 [刪除] 按鈕會刪除郵件。

運作方式

特殊之處

您只要按一下就能保留郵件，不必費心
將郵件歸入資料夾或子資料夾。只要按
一下或點一下，郵件就會快速歸檔並安
全保存。

郵件會移至...

[封存] 資料夾。這只是另一個用於保留
郵件的資料夾。

是否會縮減信箱大小？

否。封存功能會保留您的郵件，不會
將郵件移除，也不會以任何方式縮小
您的信箱。

按一下 [封存] 按鈕會保存郵件。



按這些鍵：1

6.超快速搜尋捷徑

想要迅速找出某個人寄來的郵件嗎？ 不妨試試以下快速步驟。

輸入艾玫可搜尋包含「艾玫」這個字詞的所有郵件。3

+ ECtrl

輸入以下字詞可找出寄件者為艾玫的電子郵件。4

艾玫

您的游標會自動移至 [搜尋] 方塊。2

寄件者:艾玫

輸入以下字詞可找出寄件者為艾玫且收到日期是本週的電子郵件。5

寄件者:艾玫 收到日期:本週

輸入以下字詞可找出寄件者為艾玫且當中包含附件的電子郵件。6

寄件者:艾玫 包含附件:是



附註 您無法為所有電子郵件帳戶設定自動回覆。如果您無法使用此功能，請參閱 
https://aka.ms/alternativeAutoReply 以了解因應措施。

7.設定假期自動回覆

移至 [郵件]。 按一下 [檔案]。

這樣就
大功告
成了！

1 2

按一下此選項。4 輸入您的郵件內容，
然後按一下 [確定]。

5

按一下 [自動回覆]。3

這類郵件有很多種名稱： 休假回覆、「不在辦公室」訊息或自動回覆。以下說明如何設定這類郵
件，讓寄件者知道您不在辦公室。

您好，感謝來信。1 月 2 
日前我都不會進辦公室。



8.將郵件轉換成會議

收到要求舉辦會議的電子郵件往來書信嗎？ 以下說明如何將電子郵件轉換成會議。

開啟要轉換成會議的郵件。1 按這些鍵：2

這封郵件會轉換成設有出席者的會議邀請。[設定 地點]、[開始時間] 和 [結束時間]。
按一下 [傳送]，會議就設定完成了。

3

我一直在思考我們應該採取哪個選項？ 
安婕，妳覺得呢？ 選項 2 嗎？ 俊文？ 你
有什麼看法？ 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選。
祖安呢？ 你有什麼意見？ 我覺得各個選
項都有其優缺點...

收件者 邱安婕; 甘俊文; 唐祖安

RE: 決定？？？ + + RAltCtrl

robinpruitt@contoso.com

該做出決定了

會議室 1000

邱安婕; 甘俊文; 唐祖安



9.輕鬆切換 Outlook 介面

如果您需要從行事曆快速切換回郵件，不妨試試以下快速鍵。

+ 1Ctrl + 2Ctrl

...移至 [郵件]。 ...移至 [行事曆]。

+ 3Ctrl + 4Ctrl

...移至 [連絡人] ...移至 [工作]。



10.將個人簽名新增至郵件

在右側選擇要使用簽名的電子郵件帳戶。4

按一下 [簽名...]3

您可以選擇使用帶有花俏或樸素風格的簽名。無論您的簽名風格為何，請參閱以下說明，了解如
何建立簽名：

按一下左側的 
[新增]。

5

在 [新郵件] 底下，
選取您的簽名。

8輸入簽名的
名稱。

6 製作您的簽名。7

建立新郵件。1

+ NCtrl

按一下 [簽名]。2

robin@contoso.com

工作用簽名|

robin@adatum.com
robin@contoso.com

電子郵件帳戶:

包冠廷
總經理
Contoso, Ltd.



11.變更 Outlook 色彩

按一下 [選項]。

這樣就
大功告
成了！

2

選取其他佈景主題。4 按一下 [確定]。5

在右側找出 [Office 
佈景主題]。

3

第一次安裝 Outlook 時，您可能會覺得 Outlook 的色彩太鮮艷。如果您想突顯 Outlook 介面的
其他部分，請參閱以下說明，了解如何選擇其他色彩佈景主題。

這項設定會套用至您的所有 Office App。請注意，如果您變更了 Office 佈景主題，系統會一併
變更 Outlook、Word 和 Excel 等 Office App 的色彩。

按一下 [檔案]。1



12.找出您的 Outlook 網頁版網址

按一下 [資訊]，如果貴公司使用 Outlook 網頁版，
畫面上就會顯示網址。

這樣就
大功告
成了！

2

按一下該連結以查看 
Outlook 網頁版。

3 登入以查看當中
的內容。

4

貴公司可能會讓您使用 Outlook 網頁版。如果您不在辦公室，可以使用這個方式查看公司電子郵
件。以下說明如何找出 Outlook 網頁版的網址。

按一下 [檔案]。1

帳戶設定
變更此帳戶的設定或設定更多連線。

      從 Web 存取此帳戶。
https://outlook.office365.com/owa/...



感謝您閱讀本電子書！

本電子書對您有幫助嗎？ 歡迎告訴我們您對本電子書的想法。

提供意見給我們：

http://aka.ms/outlooktips-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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