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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邮迁移概述 
 

Outlook 电邮迁移 
 

什么是 Outlook 电邮迁移？ 

您的电邮账户及其内容 – 电邮、日历、联系人及共享邮箱 – 将由目前的 LDTZ 平台迁移到现时的 Cushman 

& Wakefield 全球 Office 365 电邮平台。您之后将有单一的内部及外部电邮地址。如果您现在是使用

Outlook 客户端来访问电邮，您会像现在一样继续使用它。 

 

对同事的影响 
 

Outlook 电邮迁移对谁有影响？ 

所有全球的原有 DTZ 同事。 

 

Outlook 电邮迁移时间 
 

Outlook 电邮迁移在什么时候？ 

这个迁移将在各地区引发。您的个人账户将安排从持定日期的本地时间下午 3 时到本地时间的第二天早上

6 时。您将收到一封信函提及这些细节及您将需要采取的行动以完成迁移的操作。 

 

Actions to take 
 

采取的行动 
 

我需要做什么？ 

根据您已接收从 Project Unity 发出的通信，您将需要完成自助电邮迁移工具 或 手动电邮迁移指南 的步骤

去完成您的迁移及访问您的电邮。您还需要以下对于苹果或安卓的指示，来继续您在移动设备里访问电

邮： 

o iPhone 电邮指引 

o 安卓电邮指引 

 

电子邮件迁移期间的影响 
 

访问电邮、日历及联系人  
 

在迁移期间我可以访问电邮、日历及联系人 吗？ 

目前您必需通过 Outlook Web Access (OWA)访问您的电邮，在您的电邮账户迁移期间，这是您需要在您

的计算机或移动设备访问这些服务的方法 (从您已安排的迁移日期的下午 5 时开始)。您将需要使用您的

cushwake.com, CWServices.com or DTZCushwake.com 的电邮地址及目前密码。在迁移期间，您可能看

不到最新的电邮，但是您的 OWA 邮箱将继续更新。请参考 Outlook Web Access 登入指南 内如何登入指

引。 

 

在迁移中收到的电邮  
 

在迁移中收到的电邮会有什么事发生？ 

在此期间收到的邮件不会丢失，但会被传递到新的 Outlook 收件箱。在您完成自助电邮迁移工具 或 手动电

邮迁移指南 入的步后，Outlook 需要一些时间去显示您的电邮。 

 

http://www.cushwakemarketing.com/intcomms/Technology/Self_Service_Email_Migration_Tool_APAC_CHS.pdf
http://www.cushwakemarketing.com/intcomms/Technology/Manual_Email_Migration_Guide_APAC_CHS.pdf
http://www.cushwakemarketing.com/intcomms/Technology/Email_Access_Guide_ActiveSync_iPhone_CHS.pdf
http://www.cushwakemarketing.com/intcomms/Technology/Email_Access_Guide_ActiveSync_iPhone_CHS.pdf
http://www.cushwakemarketing.com/intcomms/Technology/Email_Access_Guide_ActiveSync_Android_CHS.pdf
http://www.cushwakemarketing.com/intcomms/Technology/Outlook_Web_Access_Login_Guide_CHS.pdf
http://www.cushwakemarketing.com/intcomms/Technology/Self_Service_Email_Migration_Tool_APAC_CHS.pdf
http://www.cushwakemarketing.com/intcomms/Technology/Manual_Email_Migration_Guide_APAC_CHS.pdf
http://www.cushwakemarketing.com/intcomms/Technology/Manual_Email_Migration_Guide_APAC_CHS.pdf


访问 Skype for Business  
 

我能够在迁移中访问 Skype for Business 吗？ 

此程序在迁移中是可用的。可是，当您更新您的邮箱时，自助电邮迁移工具会把您的 Skype for Business 

客户端关闭。 

 

如何在迁移后登入 Outlook 电邮说明 
 

自助电邮迁移工具 及 手动电邮迁移指南 
 

我的电邮账户迁移后，我如何通过 Outlook 访问我的电邮账户及接收电邮？ 

在您将需要完成自助电邮迁移工具内的步骤后，在迁移日的本地时间下午 5 时至第二天早上的某个时间内

访问您的电邮。重要提示：请不要在您的迁移日的本地时间下午 5 时前开始这个程序。如果您未能完成指

南里的步骤 8，您的 Outlook 版本可能跟自助电邮迁移工具 不兼容。您将需要按照手动电邮迁移指南手动

完成您的迁移。  

重要提示：Important Note: 自助电邮迁移工具只适用于您的迁移日期后直到星期日晚上。如果您

正休假不在办公室，您只有在这个时间去使用这个选项。否则，您将需要使用手动电邮迁移指南。 

 

完成上述步骤后，从您的桌面打开 Microsoft Outlook。这可能提示您输入凭据。如果是这样，请使用你的

cushwake.com, CWServices.com 或 DTZCushwake.com 电邮地址及原有密码登入 (请参阅下表指引)。

Outlook 将会加载您的配置文件。 

 

 
 

 

 

 

 

Outlook Web Access 登入指南 
 

如果我打开/ 登入 Outlook 客户端时遇到困难，我该怎么办？ 

尝试通过 Outlook Web Access (OWA)访问您的新 Cushman & Wakefield 电邮。请参照 Outlook Web 

Access 登入指南。如果您仍然有困难，请连络 Service Desk 去解决问题。 

原有的电邮账户： 以后的电邮账户： 

@DTZ.com or @cushwake.com @cushwake.com 

@CWServices.com @CWServices.com 

@DTZCushwake.com @DTZCushwake.com 

@CassidyTurley.com @cushwake.com 

http://www.cushwakemarketing.com/intcomms/Technology/Self_Service_Email_Migration_Tool_APAC_CHS.pdf
http://www.cushwakemarketing.com/intcomms/Technology/Manual_Email_Migration_Guide_APAC_CHS.pdf
http://www.cushwakemarketing.com/intcomms/Technology/Self_Service_Email_Migration_Tool_APAC_CHS.pdf
http://www.cushwakemarketing.com/intcomms/Technology/Manual_Email_Migration_Guide_APAC_CHS.pdf
http://www.cushwakemarketing.com/intcomms/Technology/Outlook_Web_Access_Login_Guide_CHS.pdf
http://www.cushwakemarketing.com/intcomms/Technology/Outlook_Web_Access_Login_Guide_CHS.pdf


 

移动设备访问电邮指南 
 

我如何在我的移动设备访问我新的主要电邮账户？ 

请按照以下 iPhone 或安卓说明： 

o iPhone 电邮指引 

o 安卓电邮指引 

 

哪些事项有变化？ 
 

主要电邮地址 
 

我以后的主要电邮地址将会是什么？  

您的 cushwake.com, CWServices.com or DTZCushwake.com 将会是您的以后的主要电邮地址。您可以继

续使用您原有的密码。 请参阅以下详细列表： 

 

原有的电邮账户： 以后的电邮账户： 

@DTZ.com or @cushwake.com @cushwake.com 

@CWServices.com @CWServices.com 

@DTZCushwake.com @DTZCushwake.com 

@CassidyTurley.com @cushwake.com 

 

 

封存的电邮 
 

完成电邮账户迁移后，我已封存的电邮会发生什么事？  

您所有的电邮都将被迁移，但只有 180 天内的电邮会在您的新 Outlook 收件箱里。这将需要长逹 30 天让

Outlook 显示您 180 以上的电邮。 

 

 原有 DTZ 用户：这些用于访问您旧的封存电邮工具将可用于您的 Outlook 配置文件 (Mimecast 和/ 

或 O365 内封存邮箱)。在 Outlook 的搜索栏中，键入关键词，如您要搜寻的主题或是某人的名字。

如果结果是超过 180 天的，你会看到下面的提示之一。点击提示中的链接，它会查看一些从您的邮

箱里不能显示出来的结果。 

 
Office 2010       Office 2013  

 
 
 
 
 
 

 原有 Cassidy Turley 用户：您可以通过 Cushman & Wakefield Outlook Web Access (OWA) 访问

没有附带 180 天限制的所有电邮。使用您的 Cushman & Wakefield 电邮帐户及密码，并参照

Outlook Web Access 登入指南完成登入。Enterprise Vault 包含了附件的封存电邮，并将需要利用

Enterprise Vault 访问封存电邮说明访问。Enterprise Vault 可能会或不会在您的 Outlook 配置文件

内显示为一个加载项，但这次它并不通过 Outlook 操作。 

 

为什么我在打开电邮后收到 “自定义窗体不能打开” 窗口？  

http://www.cushwakemarketing.com/intcomms/Technology/Email_Access_Guide_ActiveSync_iPhone_CHS.pdf
http://www.cushwakemarketing.com/intcomms/Technology/Email_Access_Guide_ActiveSync_iPhone_CHS.pdf
http://www.cushwakemarketing.com/intcomms/Technology/Email_Access_Guide_ActiveSync_Android_CHS.pdf
http://www.cushwakemarketing.com/intcomms/Technology/Outlook_Web_Access_Login_Guide_CHS.pdf
http://www.cushwakemarketing.com/intcomms/Technology/Enterprise_Vault_Archive_Email_Access_Instructions.pdf


如果您的邮箱是从 Cassidy Turley Exchange 平台迁移的，您将在打开已封存的电邮时收到此信息。原有

的 CT Enterprise Vault 使用 Outlook 窗体去显示已封存的电邮。点击 OK 去打开电邮。它将显示为已封存

的格式。要查看原始格式的电邮，请参照 Enterprise Vault 访问封存电邮说明。 

 
 
 
 
 

 

电邮签名 
 

在我的电邮账户迁移后，我的电邮签名会有什么事发生？ 

如果您按照手动电邮迁移指南完成您的电邮迁移，您需要将您的计算机和移动设备上的 Outlook 客户端上

重新选择您的电邮签名。请参照 Outlook 签名更新指南的指示。 

 

电邮地址自动完成/ 查询 
 

在我的电邮账户迁移后，我的电邮地址自动完成/ 查询会有什么事发生？ 

作为迁移的一部分，您之前的自动完成信息将无法继续使用。但是，此功能将能够在您的电邮账户迁移后

继续使用。当您开始通过您的新账户发送电邮，此自动完成信息将会重建。 

 

房间/ 资源 
 

在我的电邮账户迁移后，我能够预定房间/ 资源吗？  

房间及资源将在较后时间迁移。在此期间，您可以使用以下相同的共享邮箱说明，通过 DTZ 或 CT 的

Outlook Web Access (OWA) 访问： 

 原有 DTZ 用户：DTZ OWA 访问共享邮箱及日历  

 原有 Cassidy Turley 用户：CT OWA 访问共享邮箱及日历  

  

在我的电邮账户迁移后，我能够查询房间/ 资源的空闲/ 繁忙信息吗？  

您可以通过 DTZ 或 CT 的 Outlook Web Access (OWA) 查看这信息。在它们迁移到 Cushman & Wakefield 

O365 平台后，房间/ 资源的忙/闲 信息将在 Outlook 中再次变为可用。 

 

共享邮箱 
 

在我的电邮账户迁移后，我能够访问共享邮箱吗？  

在所有用户迁移后，共享邮箱应能通过 Outlook 使用。在此期间，您可以使用 Chrome 浏览器通过 Outlook 

Web Access (OWA) 访问共享邮箱和共享日历。请参考以下说明： 

 原有 DTZ 用户：DTZ OWA 访问共享邮箱及日历  

 原有 Cassidy Turley 用户：CT OWA 访问共享邮箱及日历   

 

共享日历 
 

在我的电邮账户迁移后，我能够访问共享日历吗？  

在所有用户迁移后，共享日历应能通过 Outlook 使用。在此期间，您可以使用 Chrome 浏览器通过 Outlook 

Web Access (OWA) 访问共享日历和共享邮箱。请参考以下说明： 

 原有 DTZ 用户：DTZ OWA 访问共享邮箱及日历  

 原有 Cassidy Turley 用户：CT OWA 访问共享邮箱及日历   

 

http://www.cushwakemarketing.com/intcomms/Technology/Enterprise_Vault_Archive_Email_Access_Instructions.pdf
http://www.cushwakemarketing.com/intcomms/Technology/Outlook_Signature_Update_Guide_CHS.pdf
http://www.cushwakemarketing.com/intcomms/Technology/DTZ_OWA_Shared_Mailbox_and_Calendar_Access_CHS.pdf
http://www.cushwakemarketing.com/intcomms/Technology/CT_OWA_Shared_Mailbox_and_Calendar_Access.pdf
http://www.cushwakemarketing.com/intcomms/Technology/DTZ_OWA_Shared_Mailbox_and_Calendar_Access_CHS.pdf
http://www.cushwakemarketing.com/intcomms/Technology/CT_OWA_Shared_Mailbox_and_Calendar_Access.pdf
http://www.cushwakemarketing.com/intcomms/Technology/DTZ_OWA_Shared_Mailbox_and_Calendar_Access_CHS.pdf
http://www.cushwakemarketing.com/intcomms/Technology/CT_OWA_Shared_Mailbox_and_Calendar_Access.pdf


空闲/ 繁忙信息 
 

在我的电邮账户迁移后，我能够查询同事的空闲/ 繁忙信息吗？ 

在迁移过程期初期，您已安排的迁移日期的大约一个星期不能查询同事的空闲/ 繁忙信息。在您迁移后，由

于部分同事尚未迁移，你会发现你无法看到他们的空闲/ 繁忙信息。这是预计之内的，在它们迁移到

Cushman & Wakefield O365 平台后，房间/ 资源的忙/闲 信息将在 Outlook 中再次变为可用。  

 

我正在建立一个新的日历记录，为什么我的可用性显示为 “无信息”？ 

已迁移的日历记录可能使用您的原有电邮地址在列出的邀请上，其中在原有的电邮平台已没有不可用。连

络这些会议的主持人把您的电邮地址更新到会议邀请里。 

 
 
 
 
 
 
 
 
 
 
 

建立/ 主持新的 Skype for Business 会议 
 

在我的电邮账户迁移后，我能够使用我的 Skype for Business 账户建立/ 主持新的会议吗？ 

是的；在您的电邮账户迁移后，这个 Skype 功能将再次可用。 

 

对话记录 
 

在我的电邮账户迁移后，我能够在我的 Skype for Business 帐户查阅对话记录，它会自动储存在本地

Exchange/Outlook 吗？ 

是的；在您的电邮账户迁移后，您的 Skype for Business 对话将会储存在本地 Exchange/Outlook。 

 

重复的联系人 
 

在我的电邮账户迁移后，当我在 Skype for Business 搜索同事时会否继续看到重复的联系人？ 

在所有地区的迁移计划完成后，全体同事将在 Cushman & Wakefield 的平台上，所以当你在 Skype for 

Business 搜索时，您将看到单一的联系人。 

 

公共活页夹 
 

如果我是原有 legacy Cassidy Turley 用户：在我的电邮账户迁移后，我怎样访问我的的公共活页夹？ 

直到 Cassidy Turley 用户迁移结束前，您将无法访问它们。 

 

邮箱和日历授权 
 

在我的电邮账户迁移后，我能够授权访问邮箱和日历吗？ 

您能够通过 Outlook 授权其他已迁移的同事。对于那些尚未迁移的同事，你可以使用原有的 DTZ 和 CT 的

Outlook Web Access (OWA) 继续授权。请参考以下说明： 

 原有 DTZ 用户：DTZ OWA 访问共享邮箱及日历  

 原有 Cassidy Turley 用户：CT OWA 访问共享邮箱及日历   

http://www.cushwakemarketing.com/intcomms/Technology/DTZ_OWA_Shared_Mailbox_and_Calendar_Access_CHS.pdf
http://www.cushwakemarketing.com/intcomms/Technology/CT_OWA_Shared_Mailbox_and_Calendar_Access.pdf


 

电邮通讯组列表 – 全球和私人  
 

在我的电邮账户迁移后，我能够使用全球和私人电邮通讯组列表吗？ 

全球通讯簿 (GAL) 将可立即建立私人的电邮通讯组列表。您将能够继续使用您一直在使用的全球通讯组列

表。北美用户将在 8 月中旬完成迁移后更新全球通讯组列表。 

 

Microsoft Office 2013 账户 
 

Microsoft (MS) Office 2013 已连接到我的旧电邮账户。我怎样更新？ 

请参阅 MS Office 帐户设定指南内说明。 

 

DTZ 电邮账户 
 

我的旧 DTZ 电邮账户会有什么事发生？ 

您的 DTZ 电邮账户将不再在您的 Outlook 电邮客户端出现。您将需要在 Outlook 建立新的 Cushman & 

Wakefield 电邮帐户配置文件，让您继续及接收电邮。参阅自助电邮迁移工具及手动电邮迁移指南部分。 

 

单一电邮地址 
 

在我的电邮账户迁移后，我的内部及外部电邮地址是否仍然分开？ 

不是的；您以后将会有一个单一的电邮地址。 

 

关键优势 
 

我的 Outlook 电邮账户迁移的关键优势是什么？ 

迁移您的 Outlook 电邮账户将帮助您统一所有在 Cushman & Wakefield 下的 Office 365 账户。它还将简化

登录过程，并支持与 Yammer、Skype for Business、OneDrive 和 SharePoint 应用程序的一体化。在所有

迁移计划完成后，您和您的同事将体验到以下优势。 

 

不管您原来是属于那家公司，都将能够做到以下事项： 

 管理及访问您的部门或其他群组的共享邮箱 

 无论您是行政助理、经理或雇员，都可授权及访问日历 

 查阅所有同事日历的空闲/ 繁忙信息 

 跨办事处和地点安排房间及资源 

 在全球通讯簿 (GAL) 内用符合的命名搜索及查找所有同事。 

 使用时刻保持更新的动态联系人群组： 

o 自动群组将基于同事的 Workday 包含国家及办公室的数据去建立 

o 当同事们入职时，他们会自动加入到正确的通讯组列表 

o 同事们将能够通过使用自助服务入口加入通讯组 

 

在我的电邮账户迁移后，有什么是同样被迁移的？ 
 

活页夹架构 
 

在我的电邮账户迁移后，我的文档夹架构会有什么事发生？ 

您的活页夹架构将维持不变，这是因为 Outlook 客户端在服务器里取出现存的信息。 

http://www.cushwakemarketing.com/intcomms/Technology/MS_Office_Account_Setup_Guide_CHS.pdf


 

计算机登入身份 
 

我的计算机登入身份会否因为这次迁移而改变？ 

这次 Outlook 电邮迁移不会改变你的计算机登入身份，而且您原有的密码将保持不变。 

 

原有 Cushman & Wakefield 同事 
 

我的原有 Cushman & Wakefield 同事会否继续使用相同的电邮账户？  

是的；您的 Cushman & Wakefield 同事都不会通过电邮迁移。 

 

联系人 
 

在我的电邮账户迁移后，我的联系人会有什么事发生？ 

您的联系人将维持不变，这是因为 Outlook 客户端在服务器里取出现存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