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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iOS 同步 

一、同步行事曆— iOS 自動 

1. 開啟 MailCloud 行事曆，拍下同步網址： 

選定要同步的行事曆後，點下右側的齒輪→【行事曆網址類型】→請選擇【CalDAV(iOS)】

→請使用 app 掃描此 QR Code 讀取網址 

 

 

2. 安裝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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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輸入密碼 

 

 

4. 完成安裝 

注意：行事曆左邊的圓形圖式色彩，即代表該本行事曆的識別。以「MailCloud 個人」為例，

其識別為橙色。因此在步驟 5. 所看到的事件識別為橙色，即可得知該事件來自「MailCloud

個人」這本行事曆了！ 

  

5. 檢視同步結果 

打開手機上的行事曆，選取 MailCloud 就會看到 MailCloud 通訊錄同步過來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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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步行事曆— iOS 手動 

1. 開啟 MailCloud 行事曆，拍下同步網址： 

選定要同步的行事曆後，點下右側的齒輪→【行事曆網址類型】→請選擇【CalDAV(iOS 手

動設定)】→請使用 app 掃描此 QR Code 讀取網址 

 

 

2. 進入手機通訊錄同步設定 
打開 iPhone 的「設定」，選擇【郵件、聯絡資訊、行事曆】→按下【加入帳號】→【其他】
→行事曆【新增 CalDAV 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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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輸入設定資料 
伺服器：請複製剛剛 QR Code 拍下的網址，貼到伺服器的欄位 
使用者名稱：請填寫完整 email 如：pro@mailcloud.com.tw 
密碼：請輸入信箱密碼 
描述：為該本通訊錄取名字 如：MailCloud 公用；不然描述預設會是一串網址。 
以上輸入完畢後，按下【下一步】  

 

mailto:pro@mailcloud.com.tw


                                          

5 
 

4. 開啟提醒 

打開【行事曆】與【提醒事項】，接著按下【儲存】 

 

5. 完成 

開啟 iPhone 的行事曆，即可看到事件同步過來。點選畫面最下面【行事曆】，可以看到全

部行事曆的內容，包含 MailCloud 行事曆。如果某些行事曆您不希望在手機上顯示，例如

下圖的會議室 A 與會議室 B，你可以取消它們左邊的勾勾，再按下右上方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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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步行事曆—從 iPhone 同步回 MailCloud  

完成手機同步設定之後，也可以從手機新增事件，同步至 MailCloud 的行事曆裡，達成雙向同

步。 

1. 請先行完成 CalDAV 行事曆同步設定 

 

2. 選取行事曆並建立事件 

範例事件：5 月 29 日下午 8:00 火鍋聚餐 

打開手機行事曆按下右上方的【+】→編輯事件後按下【行事曆】 

→選取 MailCloud 個人→按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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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確認同步結果 

登入 MailCloud 打開行事曆，就可以看到剛才在手機建立的事件，已經同步過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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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同步通訊錄— iOS 自動 

可同步的項目包含了使用者的「個人通訊錄」及「公用通訊錄」。但由於行動裝置上管理公用通

訊錄風險較高，因此「公用通訊錄」僅提供單向同步。 

 

1. 開啟 MailCloud 通訊錄，拍下同步網址： 

進入通訊錄→請選擇【CardDAV(同步網址)】→【iOS 自動設定】請使用 app 掃描此 QR Code

讀取網址 

 

 

2. 安裝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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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輸入密碼 

 

4. 完成安裝 

 

5. 檢視同步結果 

打開手機上的通訊錄，按下左上方的【群組】，就會看到 MailCloud 通訊錄同步過來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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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同步通訊錄— iOS 手動 

1. 開啟 MailCloud 通訊錄，拍下同步網址： 

進入通訊錄→請選擇【CardDAV(同步網址)】→【iOS】→請使用 app 掃描此 QR Code 讀取網址 

 

2. 進入手機通訊錄同步設定 
打開 iPhone 的「設定」，選擇【郵件、聯絡資訊、行事曆】→按下【加入帳號】→【其他】
→【新增 CardDAV 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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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輸入設定資料 
 
伺服器：請複製剛剛 QR Code 拍下的網址，貼到伺服器的欄位 
使用者名稱：請填寫完整 email 如：pro@mailcloud.com.tw 
密碼：請輸入信箱密碼 
描述：為此通訊錄取名字 如：MailCloud 個人通訊錄；不然描述預設會是一串網址 
以上輸入完畢後，按下【下一步】 
 

 

4. 檢視同步結果 

打開手機上的通訊錄，按下左上方的【群組】，就會看到 MailCloud 通訊錄同步過來的結果。 

  
  

mailto:pro@mailcloud.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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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同步通訊錄—從 iPhone 同步回 MailCloud  

1. 在手機上的 MailCloud 通訊錄新增聯絡人 

示範：在 PRO@MAILCLOUD.COM.TW 通訊錄裡的「親朋好友」子目錄裡新增 Lisa 

(1) 進入通訊錄→按下【群組】→進去群組後，選你要加的人要放在哪個群組。(見圖 1，

選擇 PRO@MAILCLOUD.COM.TW，然後勾選「親朋好友」)，然後按【完成】 

(2) (見圖 2，親朋好友目錄裡目前只有 Amy 與 Wendy)按右上角的【+】號，編輯 Lisa 的資

訊，結束後按【完成】(圖 3) 

(3) 新增完成。現在，此「親朋好友」目錄除了 Amy、Wendy，還有 Lisa 了(圖 4) 

圖 1                      圖 2    

  
 
圖 3                      圖 4 

   

mailto:PRO@MAILCLOUD.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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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檢視同步結果 

登入 MailCloud 信箱進入通訊錄，點選「親朋好友」目錄，即可看到新的聯絡人同步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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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hone 通訊錄同步至 MailCloud 的限制 

如果是在整本通訊錄裡新增一個聯絡人(如下圖 2 的 Jessica)，那麼同步至 MailCloud 之後，該人

員會進入第一個子目錄裡(公司同事)。 

※ 按一下圈選處，即代表選取整本通訊錄，此時每個子目錄都會被打勾；再按一下圈選處，則

會取消所有的勾勾，這時你可以單獨勾選特定的子目錄。 

 

現在，我們在選取整本通訊錄的狀況下新增了 Jessica (圖 2) 

圖 1                             圖 2 

   

同步完成後 Jessica 跑進「公司同事」的子目錄裡，並非在最外層。 

 

如果, 你希望聯絡人出現在最外層，請你在手機新增時勾選 / Top 目錄，再新增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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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同步結果就會符合預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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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Android 同步 

一、同步行事曆— Android 

Android 行事曆同步需使用付費 app【CalDAV-Sync】，此品牌免費版本無法成功同步行事曆，若

有需要請購買付費版本 app $85。 

 

1 新增帳號： 

請按下【 新添帳戶】→【CalD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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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定同步帳號 

 

2.1 輸入伺服器名稱或 URL： 

請先進入 MailCloud 行事曆取得同步的網址。選定要同步的行事曆後，點下右側的齒

輪→【行事曆網址類型】→請選擇【CalDAV】→請使用 app 掃描此 QR Code 讀取網址

→接著複製此網址貼到 CalDAV app 裡的【伺服器名稱或 URL】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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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輸入帳戶名稱與密碼： 

帳戶名稱：您 MailCloud 信箱的完整 email 如：user@mailcloud.com.tw 

密碼：您 MailCloud 信箱的密碼 

3 設定同步的行事曆名稱 

最後，請為此行事曆取名字，因為預設都會是信箱 email，若同一個郵件帳號同步一本以上

的行事曆時會有識別的困難。最後按下【結束】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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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設定同步的間隔時間： 

進入【編輯帳號設定】中，找到【同步間隔】，請選擇短一點的【同步間隔】時間。 

這個步驟在一開始設定的時候很重要，因為如果同步的間隔時間設定太長，當您打開手機的

行事曆時，會遲遲等不到 MailCloud 的行事曆同步過來，會誤以為是同步失敗。 

 

5 設定完成，成功於手機上看到 MailCloud 行事曆 

    

註：以上顯示方式與代表顏色，依各牌行事曆各有不同，以上示範為「Sol 日曆」 

  



                                          

20 
 

二、同步行事曆—從 Android 手機同步至 MailCloud  

完成手機同步設定之後，也可以從手機新增事件，同步至 MailCloud 的行事曆裡，達成雙

向同步。 

1. 請先行完成 CalDAV 的行事曆同步設定 

2. 選取行事曆並建立事件 

打開手機行事曆，選取 MailCloud 行事曆 

範例事件：5 月 29 日上午 10:00 發電子報 

   

3. 確認同步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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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確認同步結果 

登入 MailCloud 打開行事曆，剛才在手機建立的事件已同步過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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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oid 重開機後行事曆同步帳號消失問題  

當您在 Android 中購買並安裝了 CalDAV app 之後，它會提示免費下載「JB Workaround 

CalDAV-Sync」這個軟體；這是因為 Android 作業系統目前有些問題 (bug) 會導致重開機後，行

事曆同步帳號可能消失；只要您安裝這個附加的 app 「JB Workaround CalDAV-Sync」之後，再

開啟這個 app 一次，應可避免這個 Android 作業系統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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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步通訊錄— Android 

可同步的項目包含了使用者的「個人通訊錄」及「公用通訊錄」。但由於行動裝置上管理公用通

訊錄風險較高，因此「公用通訊錄」僅提供單向同步。 

 

Android 通訊錄同步需使用 app【CardDAV-Sync】，請先安裝此程式。MailCloud 通訊錄同步目前

限單向同步，只能從 MailCloud 的通訊錄同步至手機。 

 
1 新增帳號： 

請按下【 新添帳戶】/ 【CardD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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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定同步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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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輸入伺服器名稱或 URL： 

請先進入 MailCloud 通訊錄取得同步的網址。首先，請按下【CardDAV 同步網址】→

進入【Android】分頁→選擇您需要同步的通訊錄→請使用 app 掃描此 QR Code 讀取

網址→接著複製此網址貼到 CardDAV app 裡的【伺服器名稱或 URL】欄位 

 

 

2.2 輸入帳戶名稱與密碼： 

帳戶名稱：您 MailCloud 信箱的完整 email 如：user@mailcloud.com.tw 

密碼：您 MailCloud 信箱的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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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定同步的通訊錄名稱 

最後，請替您要同步的通訊錄取個名字，因為 MailCloud 的通訊錄有個人的、有公用的…

因為有很多本的關係，為識別方便請各別命名。不然預設都會是信箱 email 喔，然後按下

【結束】就完成了！ 

 
 

4 請設定同步的間隔時間： 

【結束】之後，請按下【編輯帳戶設定中】，然後找到【同步間隔】 

請選擇短一點的同步間隔。這個步驟在一開始設定的時候很重要，因為如果同步的間隔時間

太長，您打開手機的聯絡人會一直沒看到 MailCloud 的通訊錄同步過來，可能會誤以為是

同步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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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設定完成，成功於手機上看到 MailCloud 通訊錄 

打開手機的通訊錄，請進入「群組」，即可看到利用 CardDAV 同步進來的 mailcloud 通訊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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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訊錄即時同步小密訣 

因為最短的同步時間是 30 分鐘，仍然有點久。我們可以利用手機的功能，來達到即時的效果。 

1. 進入手機的設定→帳號→選擇【CardDAV】( 通訊錄 ) 

2. 點擊下圖標示處→再按下【全部同步】，或各別選取通訊錄同步 

 

3. 欲同步的通訊錄，就會即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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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通訊錄同步的提醒 

從 MailCloud 同步通訊錄至手機，無法依原本目錄結構呈現，原本在 MailCloud 裡同一本通訊錄

裡的聯絡人會全部打散列出。 

 

一、通錄裡原本的階層 

共 4 筆絡絡人，2 人在「TOP」目錄，另外 2 人在「公司同事」與「學校同學」的子目錄裡 

 

二、實際的呈現結果 

不過，同步到手機後 4 筆聯絡人卻是並列呈現，不會依照原本 MailCloud 的通訊錄階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