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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PowerShell 傳送 SMTP 郵件  
身為一名 Exchange管理員，你或許需要一套可從 PowerShell腳本自動寄發電子郵

件的解決方案。無論是寄發通知給特定資料庫的使用者，或是寄送腳本輸出結果到

報表信箱中，像是這類的信息傳遞都讓處理日常管理腳本工作變得相當有用。本段

落將介紹如何從 PowerShell寄送 SMTP電子郵件信息給 Exchange組織中的收件者。 

它是怎麼做的… 

PowerShell v2 與其後的版本都包含了一項核心指令程式，可以用來透過 SMTP 寄

送電子郵件信息給一位或以上的收件者。使用下列語法便可傳送電子郵件信息： 

Send-MailMessage -To user1@contoso.com ` 

-From administrator@contoso.com ` 

-Subject "Test E-mail" ` 

-Body "This is just a test" ` 

-SmtpServer ex01.contoso.com 

它是如何運作的… 

在 PowerShell v1中並不存在 Send-MailMessage指令程式。在 Exchange 2007 SP2

與 PowerShell v2 支援之前的日子，我們需要用到在  .Net Framework 裡的

System.Net.Mail 層級來寄送 SMTP 電子郵件信息。對一些管理者來說是相當困難

的，因為如果沒有深厚的程式設計經驗，在操作 .NET 層級很容易混淆。好消息是

Send-MailMessage 指令程式利用相同的 .NET 層級，允許你建立豐富的電子郵件信

息可包含一項或多項附件，並可使用 HTML 格式的本文，支援信件優先度等功能。

這邊提供一些在使用 Send-MailMessage指令程式時會用到的有用參數： 

 Attachments：此參數註明了要附上的檔案路徑。可以利用逗號分隔多個檔案。 

 Bcc：此參數讓你可以註明一位密件副本收件者。可以利用逗號分隔多個收件者。 

 Body：此參數載明了信息內文。 

 BodyAsHtml：這是一個切換參數，可以確保此信息將會使用 HTML 格式信息

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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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通訊群組 
在許多 Exchange 中，通訊群組是相當受到倚賴，且需要頻繁地改變的。本段落中

將會涵蓋通訊群組的建立流程，以及如何新增成員到群組中，在 shell中以互動方式

或是經由自動化腳本處理相關工作會是相當有用的。 

它是怎麼做的… 

1. 要建立通訊群組，就需要使用 New-DistributionGroup指令程式： 

New-DistributionGroup –Name Sales 

2. 一旦群組建立完後，只要簡單使用單行指令就可以新增多位成員進去，如下 

所示： 

Get-Mailbox -OrganizationalUnit Sales |  

  Add-DistributionGroupMember -Identity Sales 

3. 我們也可以建立成員是動態設定的通訊群組： 

New-DynamicDistributionGroup -Name Accounting ` 

-Alias Accounting ` 

-IncludedRecipients MailboxUsers,MailContacts ` 

-OrganizationalUnit Accounting ` 

-ConditionalDepartment accounting,finance ` 

-RecipientContainer contoso.com 

它是如何運作的… 

在 Exchange 中可以建立兩種類型的通訊群組。首先就是常見的通訊群組，這包含

了使用者清楚的清單。其次，則是動態通訊群組，此群組的成員是決定於信件寄送

時所設定的狀況，或是所定義好的過濾器。這兩種群組都有一系列的指令程式可以

用來新增、移除、更新、啟動或關閉這些群組。 

預設狀態來說，當建立一項標準通訊群組時，該群組的範疇將會設定為 Universal

（萬用）。如果使用 New-DistributionGroup 指令程式並搭配使用 Security 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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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使用者的自動回覆與不在辦公室的設定 
在 Exchange 2010 中已經導入新的指令程式系列，可以用來管理使用者的自動回覆

與不在辦公室的設定。本段落將會介紹如何從 Exchange Management Shell 中使用

這些指令程式。 

它是怎麼做的… 

1. 要檢視信箱的不在辦公室之設定，請使用下列語法： 

Get-MailboxAutoReplyConfiguration dave 

2. 你可以使用以下所示之語法修改不在辦公室的設定。舉例來說，如果要關閉信

箱的不在辦公室之設定，請使用下列指令： 

Set-MailboxAutoReplyConfiguration dave -AutoReplyState Disabled 

它是如何運作的… 

抓取信箱的設定僅需要執行 Get-MailboxAutoReplyconfiguration 指令程式，並且

指定信箱的身分即可，就像先前範例所示。Set-MailboxAutoReplyConfiguration

指令程式支援多種參數，可以用來自定信箱自動回覆的相關設定： 

Set-MailboxAutoReplyConfiguration dave ` 

-AutoReplyState Scheduled ` 

-StartTime 2/11/2013 ` 

-EndTime 2/17/2013 ` 

-ExternalMessage "I will be out of the office this week" 

在此指令中，我們設定 AutoReplyState，並指定 StartTime 與 EndTime，及設定

ExternalMessage。當到達 StartTime 所指定的日期時，信箱就會使用所指定的

ExternalMessage自動回覆所有訊息，直到時間來到 EndTime。如果你想要以不確定

的選項啟動自動回覆，只要把 AutoReplyState設為 Enabled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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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報通訊群組成員的狀態 
Exchange管理者常收到的要求之一，應該就是要產出收件者是通訊群組成員的詳盡

報表。本段落將帶你了解如何從 Exchange Management Shell 抓取該資訊。 

它是怎麼做的… 

為了能以互動方式檢視每個通訊群組成員的清單，可以使用下列程式碼： 

    foreach($i in Get-DistributionGroup -ResultSize Unlimited) { 

      Get-DistributionGroupMember $i -ResultSize Unlimited | 

        Select-Object @{n="Member";e={$_.Name}}, 

          RecipientType, 

          @{n="Group";e={$i.Name}} 

    } 

這將會產生一份 Exchange 收件者與相關聯通訊群組成員的清單。 

它是如何運作的… 

上述程式碼會循環處理每個從 Get-DistributionGroup 指令程式的項目。就在我們

處理每個群組時，我們也執行 Get-DistributionGroupMember 指令程式以找出每個

群組的成員清單，然後使用 Select-Object 以建構出包含 Member，RecipientType

與 Group屬性在內的自定物件。請注意這邊，當執行上述 Exchange 指令程式時，

我們把 -ResultSize參數設為 Unlimited，以確保就算在擁有超過 1,000 個群組或

群組成員時，我們也可以收到詳盡的結果。上述指令程式的結果看起來就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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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出位址清單成員到 CSV 檔案中 
當在處理位址清單相關的工作時，有一項常見的工作就是匯出成員清單到外部檔案

中。本段落將會展示將位址清單內容匯出到 CSV 檔案的步驟。 

它是怎麼做的… 

讓我們從一個簡單的範例開始。下列指令將會匯出 All Users位址清單成一個 CSV 

檔案： 

$allusers = Get-AddressList "All Users" 

Get-Recipient -RecipientPreviewFilter $allusers.RecipientFilter | 

  Select-Object DisplayName,Database | 

    Export-Csv -Path c:\allusers.csv -NoTypeInformation 

當該指令完成時，一份關於使用者顯示名稱與相關信箱資料庫的清單，就會被匯出

到 c:\allusers.csv中。 

它是如何運作的… 

在本範例中，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建立可以儲存 All Users 位址清單實體的 
$allusers變數。稍後我們可以執行 Get-Recipient指令程式並且指定 OPATH 過濾

器，同時使用 $allusers.RecipientFilter物件作為 -RecipientPreviewFilter參

數的值。處理過後的結果會送到 Select-Object處，並抓取出收件者的 DisplayName

與 Database屬性。最後，這些資料就會被匯出到 CSV 檔案中。 

當然，我們所提供的範例或許並不是那麼實際，因為它並沒有匯出使用者的電子郵

件位址。我們也可以匯出此資訊，但是那需要一些特殊處理。這邊就讓我們替每個

使用者只匯出 DisplayName與 EmailAddresses吧。要這樣做，請使用下列程式碼： 

$allusers = Get-AddressList "All Users" 

Get-Recipient -RecipientPreviewFilter $allusers.RecipientFilter | 

  Select-Object DisplayName, 

    @{n="EmailAddresses";e={$_.EmailAddresses -join ";"}} | 

      Export-Csv -Path c:\allusers.csv -NoType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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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信箱資料庫 
Exchange Management Shell 提供一系列可執行信箱資料庫管理的指令程式。接下

來，我們將帶你了解如何使用這些指令程式建立、變更或刪除信箱資料庫。 

它是怎麼做的… 

管理信箱資料庫的流程是相當直覺的。我們先從建立一個新的信箱資料庫開始： 

1. 要建立信箱資料庫，就要使用 New-MailboxDatabase 指令程式，請看下列範 

例： 

New-MailboxDatabase -Name DB4 ` 

-EdbFilePath E:\Databases\DB4\DB4.edb ` 

-LogFolderPath E:\Databases\DB4 ` 

-Server EX01 

2. 在建立完畢之後，使用 Mount-Database指令程式就可以掛載該資料庫： 

Mount-Database -Identity DB4 

3. 利用 Set-MailboxDatabase指令程式可以修改資料庫名稱： 

Set-MailboxDatabase -Identity DB4 -Name Database4 

4. 最後，你也可以使用 Remove-MailboxDatabase移除信箱資料庫： 

Remove-MailboxDatabase -Identity Database4 ` 

-Confirm:$false 

它是如何運作的… 

New-MailboxDatabase 指令程式需要你提供資料庫的名稱，並且指定它應該存放的

伺服器名稱。在先前的範例中，你可以看到我們在 EX01 伺服器中建立了 DB4 資料 

庫。-EdbFilePath參數則指定了資料庫檔案所在的位置，然而在建立資料庫時，此

參數並非必須項目。此外，你可以使用 -LogFolderPath變數，設定應該存放此資料

庫交易記錄的目錄。如果沒有設定上述任一的參數值，資料庫與記錄目錄將會設定

在 Exchange 安裝目錄裡的預設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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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ActiveSync 裝置存取 
因為智慧型手機的普及率越來越高，而且現在也有多家行動裝置業者採用 

ActiveSync，因此 Exchange 2010 導入新的功能讓你可以控制哪些裝置能夠連線。

只要使用裝置存取規則，你可以定義特定裝置或裝置類型，能夠與 Exchange 伺服

器組成 ActiveSync 夥伴關係。本節將會說明如何使用 Exchange Management Shell 

替 Exchange 2013 發掘出能夠用來允許、阻擋或是隔離 ActiveSync 裝置的選項。 

它是怎麼做的… 

1. 預設狀態中，全域設定是允許任何 ActiveSync 裝置與 Exchange 連線。你可

以修改此設定讓所有裝置的初始狀態是隔離的，並且取得存取權前需要經過 

管理員同意。要導入此規範，首先要執行下列指令： 

Set-ActiveSyncOrganizationSettings –DefaultAccessLevel ` 

Quarantine –AdminMailRecipients administrator@contoso.com 

在先前指令完成後，所有試圖建立 ActiveSync 裝置夥伴關係的都會先被隔

離。當一台裝置被隔離，由 -AdminMailRecipients參數所設定的郵件位址就

會收到一封通知信件。而裝置使用者也會在行動裝置上收到一封訊息，通知他

們在能夠存取任何內容之前，需要先通過管理員的同意。 

2. 根據電子郵件訊息中的資訊，管理者可以使用 Set-CASMailbox指令程式選擇

允許該裝置： 

Set-CASMailbox -Identity dsmith ` 

-ActiveSyncAllowedDeviceIDs BAD73E6E02156460E800185977C03182 

一旦此指令執行過後，該使用者就能夠連線。 

它是如何運作的… 

在 Exchange 2013 中，你可以在 Exchange 控制台（Exchange Control Panel，

ECP）管理這些裝置，當然，你如果想要從 shell 管理的話，還是有許多指令程式

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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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參考 

 管理傳送規則與設定段落 

 管理連接器段落 

允許應用程式伺服器轉送信件 
當你佈署 Exchange 2013 時，可能需要讓外部裝置可以轉送信件。這些外部裝置也

許是應用程式伺服器，也許是影印機或印表機之類的實體設備。為了讓這些外部系

統能夠匿名轉發信件，你需要在 CAS 或 Mailbox 伺服器上的接收連接器做一些設

定。在本段落中，我們將會帶你了解如何使用 Exchange Management Shell 做到此

需求。 

它是怎麼做的… 

當需要導入一項未經授權的轉送機制時，使用專用的接收連接器會是聰明的作法： 

New-ReceiveConnector -Name Relay ` 

-Usage Custom ` 

-Bindings '192.168.1.245:25' ` 

-Fqdn mail.contoso.com ` 

-RemoteIPRanges 192.168.1.110 ` 

-Server CAS1 ` 

-PermissionGroups ExchangeServers ` 

-AuthMechanism TLS, ExternalAuthoritative 

此指令會在 cas1伺服器上建立名為 Relay的接收連接器。在這邊所使用的設定會指

定該連接器傾聽伺服器的 IP 位址 192.168.1.245 上的 TCP 埠 25，並且允許位於

192.168.1.110的主機得以轉送信件，不管是內部或外部信件都不需要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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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連線能力與協定記錄 
每一台 Exchange Mailbox 伺服器都擁有記錄伺服器間發生的連線活動與 SMTP 會

談之能力。你可以修改這些記錄的保留設定，然後利用這些記錄分析環境中的信件

流量問題。本段落你將會學到如何調整伺服器上的記錄選項，及如何在偵錯問題時

檢視這些資料。 

它是怎麼做的… 

要檢視 Mailbox 伺服器的連線能力記錄設定內容，可使用 Get-TransportService

指令程式： 

Get-TransportService -Identity ex01 | fl ConnectivityLog* 

上面的指令會抓取名為 ex01的 Mailbox 伺服器中預設的連線能力記錄設定值。指令

的輸出結果會像下圖所示： 

 

它是如何運作的… 

連線能力日誌是記錄一台 Mailbox 伺服器上外傳訊息遞送佇列狀態的內容。連線能

力記錄在  Exchange 2013 伺服器上預設是啟動的。根據先前範例中所見的

Get-TransportService指令程式的輸出結果，我們可以看到預設的連線記錄檔案最

久會保存 30 天。一旦一份記錄檔案容量達到 10MB，就會建立一份新的記錄檔案。

連線記錄所在的目錄最多可以存放總和 1GB 的記錄檔案。Mailbox 伺服器採用循環

記錄的方式記錄連線內容，因此一旦目錄達到最大容量，或是記錄檔案達到保存期

限，這些記錄檔案就會移除掉以騰出空間讓新記錄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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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動重新更新功能 
在 Exchange 2013 中有一項新功能是自動重新更新。這應該是大多數管理者最愛的

功能之一，因為它可以在當磁碟毀損並需要重新更換，或是資料庫需要重新更新時，

把管理者所需要做的工作減輕到最小。不過，請注意管理者還是需要手動更換壞掉

的硬碟的。 

我們將會帶你實際體驗一次如何使用此功能，簡單設定一份信箱資料庫。 

它是怎麼做的… 

1. 使用下列指令語法，從設定 DAG 的資料夾結構開始： 

Set-DatabaseAvailabilityGroup DAG ` 

-AutoDagDatabasesRootFolderPath "C:\ExDbs" 

Set-DatabaseAvailabilityGroup DAG ` 

-AutoDagVolumesRootFolderPath "C:\ExVols" 

Set-DatabaseAvailabilityGroup DAG ` 

-AutoDagDatabaseCopiesPerVolume 1 

2. 接 下 來 ， 確 認 這 些 改 變 。 採 用 如 下 所 示 的 方 式 使 用

Get-DatabaseAvailabilityGroup指令程式： 

Get-DatabaseAvailabilityGroup DAG | Format-List *auto* 

3. 建立資料夾結構；這可以使用檔案總管或是命令提示字元完成： 

md C:\ExDBs 

md C:\ExDBs\DB01 

md C:\ExVols 

md C:\ExVols\Volume1 

md C:\ExVols\Volume2 

4. 利用以下指令確認資料夾結構： 

dir C:\ExDBs /s 

dir C:\ExVol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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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角色型存取控制的錯誤 
找出權限問題會是一項挑戰，特別是你已經導入了自定 RBAC 角色之後。本段落將

帶你一窺一些有用的偵錯技術，可以用在與 RBAC 有關的偵錯問題上。 

它是怎麼做的… 

有一些情境是你可以使用 Exchange Management Shell 指令程式解決一些 RBAC 

相關的問題，而且有些指令程式是你需要用到的。下列步驟將會說明一些常見偵錯

狀態的解決方法： 

1. 要判別哪個管理角色已經配發給使用者，可以使用下列指令語法： 

Get-ManagementRoleAssignment -GetEffectiveUsers | 

  Where-Object {$_.EffectiveUserName -eq 'sysadmin'} 

2. 要抓取已經配發特定管理角色的使用者，可以執行下列指令，並且指定一項角

色名稱，像是 Legal Hold角色，如下所示： 

Get-ManagementRoleAssignment -Role 'Legal Hold' -GetEffectiveUsers 

3. 你可以看出來是否一名使用者有收件者、伺服器或資料庫的寫入存取權限。舉

例來說，使用下列語法可以查看 sysadmin帳號是否擁有能力修改 Dave Jones 

信箱： 

Get-ManagementRoleAssignment -WritableRecipient djones ` 

-GetEffectiveUsers | 

  Where-Object{$_.EffectiveUserName -eq 'sysadmin'} 

在執行上述指令之後，任何讓 sysadmin擁有指定收件者的寫入存取權限的角色都會

呈現出來。 

它是如何運作的… 

Get-ManagementRoleAssignment指令程式是一項有用的工具，特別是在處理 RBAC 

問題偵錯的時候。如果一名管理者沒有辦法修改一名收件者資訊或變更伺服器的內

容，這很有可能是角色指派上不正確或是根本不存在。在前述的每個步驟中，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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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保留原則到信箱上 
保留原則不會自動套用到終端使用者的信箱上，必須使用 Exchange 管理中心或是

Exchange Management Shell 手動設定。本段落將告訴你如何從命令列套用保留 

原則到信箱上，這個方法在大量處理保留原則配發，或是定期套用到新建信箱時很

有用。 

它是怎麼做的… 

1. 要套用保留原則到信箱上，可以使用 Set-Mailbox 指令程式，並使用 
-RetentionPolicy 參數指定保留原則名稱。舉例來說，要替一名使用者套用

保留原則，所使用的指令應該如下： 

Set-Mailbox dsmith -RetentionPolicy AllUsers 

2. 此外，你也許需要一次替所有信箱處理此工作。在本範例中，你可以使用下列

語法： 

Get-Mailbox -RecipientTypeDetails UserMailbox | 

  Set-Mailbox -RetentionPolicy AllUsers 

它是如何運作的… 

保留原則是以信箱為主體設定。但不幸地，對新信箱來說並沒有預設設定可以讓你

套用保留原則。如果你的組織定期建立新信箱，而管理員忘記在設定過程中指派保

留原則的話，那就會變成一項問題。 

要解決此問題，你可以定期排程下列指令： 

Get-Mailbox -RecipientTypeDetails UserMailbox | 

  Where-Object {$_.RetentionPolicy -eq $null} | 

    Set-Mailbox -RetentionPolicy AllUsers 

在此指令中將會抓取組織裡所有尚未擁有保留原則設定的使用者信箱。此過程是把

利用 Get-Mailbox所得的結果，送到可檢查 RetentionPolicy屬性是否為 $null的

過濾器上。任何根據此過濾器而得的信箱，將會送到 Set-Mailbox 指令程式處，並

套用所屬的保留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