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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課

1.知道如何申請yahoo信箱。                                      

2.認識E-mail的操作介面。

3.能學會使用E-mail收發信件。

你準備好了嗎？我們要進入「電子信箱傳訊息—電子信箱的申請與應

用」單元囉！

    歡迎來到「電子信箱傳訊息—電子信箱的申請與應用」單元。小

朋友，你知道網路除了提供學習、獲取新知以及娛樂的功能之外，還

可以為我們執行哪一些服務呢？你可曾想過，當你希望能夠將訊息傳

達給另ㄧ個人的時候，也可以利用網路來達到傳遞的功能嗎？你相信

網路也可以擔任郵差的工作，為人們傳送電子郵件嗎？這一連串的疑

惑你都可以透過這一個單元獲得解答。因此在這一個單元裡，你將可

以：

第十六課 16-1 建立我的電子信箱

   藉著網路媒介，使用者可以在網路上發表文章、網路日誌、相片或影

像分享，此外，人們可以透過網路創造一個屬於自己的聯絡方式，例如申

請個人電子信箱，英文稱作E-mail，來與他人進行網路上的交流與溝通。

   然而，電子信箱並不是垂手可得，它必須在網路上透過申請程序，才

能夠獲得一組帳號與密碼，一旦成為網站會員，就可以擁有一個專屬的電

子信箱使用。

   電子信箱的帳號與密碼就好像我們要進到遊樂園的「門票」一樣，每

一個人都要有一張門票才可以進入，透過這個帳號與密碼，你就可以盡情

地進入電子信箱，享用裡面所有收發信件的功能！

   小朋友，準備好了嗎？讓我們一起拿著門票進入電子信箱的世界嘍！

帳號：abc

密碼：****

=

第十六課 電子信箱傳訊息 16-1 建立我的電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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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

   進入Yahoo奇摩首頁，點選右上        方圖示。

【步驟二】

   此時會出現登入帳號與密碼的頁面，如果你還沒有申請加入會員獲得

一組帳號與密碼，那麼則需要先申請註冊加入會員，才能夠使用專屬的帳

號和密碼登入。

輸入帳號與密碼

立即註冊

【步驟三】

   按下「立刻註冊」的選項之後，就可以進入Yahoo奇摩網站的會員中心

，接下來即需要輸入各項個人資料，最後按下「建立我的帳戶」就完成申

請email帳號的步驟了！

    請選用自己不容易忘記的帳號，而且不要

使用讓人容易猜測得到的密碼；另外，當你在

輸入密碼時，最好防止他人偷看；減少帳號被

盜用的機率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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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

   當完成申請電子信箱的步驟，且經過網站審核通過成為會員之後，就

可以利用自己專屬的帳號與密碼登入電子信箱，並且使用裡面的各種功能

。

   其次，電子信箱的申請除了在常見的Yahoo奇摩網站之外，其他網站如

：小蕃薯、pchome、hotmail，以及大部分的學校也都可以透過申請電子

信箱來傳送電子郵件。

申請電子信箱也可

以到其他的網站申

請電子信箱喔！

hotmail

小蕃薯 pchome

學校

..............................................................

..............................................................

..............................................................

..............................................................

..............................................................

..............................................................

..............................................................

..............................................................

..............................................................

..............................................................

..............................................................

..............................................................

..............................................................

..............................................................

..............................................................

..............................................................

（）1.當你想要擁有一個電子信箱時，首先必須要   

�������要先註冊成為網站會員�花錢到郵局買信

�������箱�架設一個網站。

（）2.申請電子信箱時，該如何選擇密碼比較安全？

      和好朋友一樣的密碼用生日當作密碼選 

��     擇不容易被猜出來的英文字母加數字當作密碼

                                                        

3.請上網練習申請E-mail帳戶，並寫下你的電子信箱帳

號以及帳號名稱的由來。

我的電子信箱帳號：�����                        �

我的電子信箱帳號以及帳號名稱的由來：

第十六課 電子信箱傳訊息 第十六課 電子信箱傳訊息16-1 建立我的電子信箱 16-1 建立我的電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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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認識我的電子信箱

   小朋友，接下來我們要一起認識電子信箱中很多的使用介面，例如簽

名檔的設定、通訊錄、收件匣、寄件備份、垃圾郵件、垃圾筒、新增資料

夾、刪除與轉寄等等功能。

簽名檔的設定﹒﹒﹒﹒﹒﹒﹒﹒﹒﹒﹒﹒﹒﹒﹒﹒﹒﹒﹒﹒

【步驟一】

   點選網頁右上方偏好設定，進入選項。

老師，我申請好電子

信箱了，可是我不知

道怎麼收發郵件？

其實電子信箱有很

多功能，我們一個

一個講解，你就會

很清楚了！

【步驟二】

   進入選單之後，點選左邊第二個選單「簽名檔」，在簽名檔的設定成

「所有送出信件都加上簽名檔」。選擇這個功能，可以讓收信人看到關於

你的介紹。簽名檔就像是自己的「名片」一樣，內容簡短但是很重要；寫

好簽名檔之後，按下上方的「儲存更新」就可以嘍！

【步驟三】

   要寄信時按下主選單上的編寫新信，就會看到信件的最下方有剛剛輸

入的簽名檔。

第十六課 電子信箱傳訊息 第十六課 電子信箱傳訊息16-2 認識我的電子信箱 16-2 認識我的電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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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錄的設定﹒﹒﹒﹒﹒﹒﹒﹒﹒﹒﹒﹒﹒﹒﹒﹒﹒﹒﹒﹒

   通訊錄可以儲存家人、朋友等重要收件人電子信箱資料！寄信時，可

以經由點選個人或群組寄信，是電子信箱設定中很重要也很方便的功能。

   此外，可以新增聯絡人或新增群組來設定通訊錄，在輸入相關的個人

資料後，記得要按「儲存」按鈕，這樣的話，當我們下次要寄信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點選，呼喚出收件者電子郵件信箱，節省一個字一個字輸入的

時間。

管理信件的方法﹒﹒﹒﹒﹒﹒﹒﹒﹒﹒﹒﹒﹒﹒﹒﹒﹒﹒﹒

   在電子信箱的主選單上，第一個是收件匣，後面有個小數字代表還有

幾封未讀取的信件，所有email信箱的信件都會在這裡。

電子信箱的主選單上，有收件

匣、草稿匣、寄見備份匣、垃

圾信件匣、垃圾筒、通訊錄等

等的功能，當我們越熟悉主選

單上的功能，使用電子信箱就

能夠越順手喔！

老師，當我信箱裡信越

來越多的時候，重要的

信件都要找好久喔！

別擔心！電子信

箱有幾個方便的

功能可以幫你解

決這個問題喔！

第十六課 電子信箱傳訊息 第十六課 電子信箱傳訊息16-2 認識我的電子信箱 16-2 認識我的電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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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收到信件時，就可以開始為信件做管理的動作嘍！收到想保存

下來的信件時，可以「新增資料匣」儲存信件，當然，若是收到垃圾信件

或者不重要的信件，甚至是閱讀後想要刪除的信件，都可以利用電子信箱

的功能做最適當的管理喔！

   除了收信匣可以收信，主選單下方的寄件備份匣會儲存我們所寄發出

去的信件。

儲存到信件匣：

依照分類項目建

立新的資料夾，

接著直接選擇就

可以完成信件搬

移的整理工作。

轉寄給他人：

想要轉寄信件時

，按下，接著輸

入收信人的email

再按下「傳送」

就可以完成轉寄

刪除（信件就會

到垃圾筒）或者

將信件標示為「

垃圾郵件」

    網路禮節基本的原則是：「尊重」、

「守規矩」、「負責任的態度」。因此使用

網路時，別忘了使用的文字要簡單、清楚，

而且不轉寄垃圾郵件或者利用電子郵件散播

不實消息，讓我們一起成為有禮貌的電子帳

號使用者喔！

..............................................................

..............................................................

..............................................................

..............................................................

..............................................................

..............................................................

..............................................................

..............................................................

..............................................................

..............................................................

   小朋友，請找五個好朋友彼此交換對方的email，請

他們寫下他們的email。

1.

        姓名             email電子信箱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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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我們也是好朋友！

【步驟一】

   進入Yahoo奇摩的網站，接著在信箱的選項裡輸入帳號以及密碼登入。

    小朋友，還記得怎麼寄信嗎？讓我們一起操作一次吧！

我已經有個好

朋友的e-mail

了！等一下我

想寄信給他們

試試看。

我也是耶！昨天

我在自然生態網

看到蝴蝶的小故

事，我也想趕緊

寄給表姊看。

看來大家都很想試

試寄信給朋友的樂

趣，那我們一起來

試試看吧！

【步驟二】

   接著進到通訊錄的選單中，將剛剛和好朋友交換的email帳號和老師的

email輸入至通訊錄裡，別忘了還可以利用群組功能將好朋友和老師設為

群組喔！

【步驟三】

   按編寫新信，準備寄發信件給大家；可以按一下收信者跳出通訊錄的

對話框。

第十六課 電子信箱傳訊息 第十六課 電子信箱傳訊息16-3 我們也是好朋友 16-3 我們也是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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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

    透過通訊錄的名單，點按要收信人的名字，並按下確定。

【步驟五】

    最後輸入主旨，以及要寄信的內容，最後按下傳送，就完成寄信嘍！

恭喜你成功地申請到電子信箱了，也知道電子信箱

的各種功能，現在可以動動手寄信給你的朋友囉！

提醒你，要好好管理電子信箱，讓電子信箱成為與

朋友交流的好幫手！

序號 檢核項目
沒有    

理解

沒有    

理解

部分    

理解

部分    

理解

全部    

理解

全部    

理解

我知道透過網路可以創造

一個屬於自己的聯絡方式

，例如申請個人電子信箱

。

我曉得申請電子信箱時，

要選用自己不容易忘記的

帳號，而且不要使用讓人

容易猜測得到的密碼。

我知道電子信箱有方便的

使用介面，例如簽名檔的

設定、通訊錄等功能讓我

們可以輕鬆上手。

我知道當使用者收到信件

時，就可以開始為信件做

管理的動作，例如：可以

藉由「新增資料匣」來儲

存重要信件。

我瞭解網路禮節基本的原

則是：「尊重」、「守規

矩」、「負責任的態度」

。

請依照學習情況在適當選項中打勾

1

2

4

5

3

自我檢核 教師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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