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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簡介 

全球各地不論各⾏各業，都因⾏動⼒⽽帶來全新的⾯貌。從航空
業、執法⼈員到醫療保健等產業，皆運⽤ Apple 裝置與 app 來完
成各項關鍵業務。隨著⾏動⼒在職場的重要性持續提升，企業需確
保能針對安全的平台來投資，並建立相關流程，以讓這些平台隨時
保持在最新狀態。為了維持此⼀層級的穩定性，企業開始採取現代
化做法，以主動、靈活且永久的⽅式，來進⾏軟體的測試與更新。
伴隨快速且持續的軟體更新，也創造了顯著的優勢，使企業環境能
為可能出現的安全疑慮先⼀步做好防範，並確保平台維持最⾼層級
的完整性。這有助於企業將停機時間和相容性問題降到最低、為顧
客提供更好的服務，並讓員⼯享有最佳使⽤者體驗。 

有了 macOS、iOS 與 iPadOS，使⽤者就能輕鬆且直覺地更新裝
置。⼿指輕點，即可下載並安裝最新版的 Apple 作業系統。你也可
以使⽤⾏動裝置管理 (MDM) 解決⽅案，在受監管裝置上排定軟體
更新的時程。 

但在你提醒使⽤者進⾏升級之前，請務必測試各個 Beta 版本，以
確保符合公司獨特的技術⽣態系統需求。與測試各個 Beta 版本同
樣重要的是，將全新版本公開發⾏給使⽤者的時候，公司環境中的
關鍵元素 (IT 基礎設施、第三⽅ MDM 解決⽅案，以及關鍵業務 app) 
也必須準備就緒。 

每次發⾏ Beta 版本時，Apple 平台採⽤的⽣命週期都包含四個持
續進⾏的活動：準備環境、評估 Apple 平台的關鍵領域、提交意⾒
回饋，以及推⾏前的準備。 

當公司實施現代化的⽣命週期管理⽅法時，你不只可安⼼地讓員⼯
進⾏更新，還能增強資料安全性、促進⽣產⼒、發揮最⼤運作效
能，並提升員⼯滿意度。 

本⽂件的內容，旨在協助公司的 IT 組織了解實施 Apple ⽣命週期
管理所帶來的好處，並將管理此流程所涉及的各項要素納入考量，
同時建立明確且可重複運作的流程，確保你能使⽤來⾃ Apple 的最
新版軟體，隨時保持在最新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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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保護我們
的顧客和員⼯體驗才是
最重要的，這值得我們
為了嚴苛測試流程所做
的投資。」 

 Jennifer Paine 
Senior Director Employee Mobility  
Southwest Air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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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命週期管理

現代化⽣命週期管理 
部署軟體更新，是維護 Apple 平台安全性與完整性的重要關鍵。這不只可維護公

司環境的安全，還能讓使⽤者享有最新功能和安全性修正所帶來的種種好處。因

此，企業組織務必仔細評估與你所屬⾏動環境全年搭配運作的所有關鍵領域，以

便在新版軟體發⾏的第⼀天，就能做好準備並立即加以部署。  

航空業者 Southwest Airlines 了解，採取這種做法搭配他們的企業⾏動測試⽅案，

可謂深具價值。擔任該公司 Senior Director of Employee Mobility 的 Jennifer Paine 
說明了採取現代化做法的必要性： 

 

 
 

以現代化⽅式採⽤ Apple 平台⽣命週期，意味著必須遵⾏下列原則： 

更新軟體需週⽽復始持續進⾏ 
由於軟體環境趨勢持續變動，因此不能再因為系統運作⼀切如常，⽽無限期地延

緩軟體升級作業。相反地，各組織應該改採較主動的做法，每年多次更新 Apple 
平台，以保持最新狀態。 

Apple 提供軟體更新，⼀⽅⾯保障公司裝置的安全，同時也將既有的硬體最佳化。

開發 macOS、iOS 與 iPadOS 的⽬的在於，讓使⽤者能輕鬆且直覺地⾃⾏設定並

更新裝置，⽽企業在進⾏升級時，不必再勞師動眾和使⽤系統映像檔。 

多個世代的 Apple 產品都能享有更新所帶來的好處，這些更新可保護你的平台免

受安全漏洞所帶來的傷害，並提供有助提升⽣產⼒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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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 13 iOS 12 更早的發⾏版本

77% 
最近 4 年內推出的 iPhone 裝置

使⽤ iOS 13。

根據 App Store 於 2020 年 1 ⽉ 27 ⽇ 
所測結果⽽得。

iPadOS iOS 12 更早的發⾏版本

79% 
最近 4 年內推出的 iPad 裝置

使⽤ iPadOS。

根據 App Store 於 2020 年 1 ⽉ 27 ⽇ 
所測結果⽽得。

「我們的機師和空服員仰賴 iPad 裝置來執⾏重要的⼯作，所以我們無法承擔因
為更新⽽導致 iPad 出問題的風險。最終⽽⾔，保護我們的顧客和員⼯體驗才是
最重要的，這值得我們為了嚴苛測試流程所做的投資。」



現代化⽣命週期管理

軟體測試是全年無休的任務 
關注 Apple Beta 版軟體發⾏時程，以利全年為各發⾏版本進⾏評估，並為任何可

能的變動做好準備。無論所發⾏的是重⼤版本或階段性更新，使⽤者和 IT ⽀援團

隊都應測試並部署所有更新，以達到最⾼安全性和相容性。以下是 iOS 發⾏版本

時程的範例。 

  

⾏動環境運作，⼀切環環相扣 
macOS、iOS 與 iPadOS 能和絕⼤多數 IT 環境建立整合 (從網路基礎設施到服務整

合)，因此你能在公司環境順暢使⽤ Apple 裝置。Apple 軟體更新可能會影響這些

服務與作業系統互動的⽅式，進⽽影響 Apple 裝置的運作。因此，請務必持續測

試升級項⽬，不只要在使⽤者的裝置上進⾏，也要針對公司的整個⼤型網路⽣態

系統進⾏測試。 

針對 Apple 平台採⽤現代化⽣命週期的流程包含下列四個領域：準備環境、評估 
Apple 平台的關鍵領域、提交意⾒回饋，以及推⾏前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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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羬翄

MDM 薹究ො礯

珶率 app



準備環境

準備環境 

只要簡單幾個步驟，就能為 Apple 平台管理作業建立⼀套計畫。⾸先，你需要遴

選可專⼼投入公司計畫的團隊成員，然後為他們進⾏培訓。其次，請註冊加入 
AppleSeed for IT ⽅案以取得預發⾏版本軟體，以利展開評估流程。最後，建立

裝置更新流程，其中包括財務⽀援、佈建裝置，以及提供適當的⽀援。 

籌組團隊來⽀援公司計畫 
籌組團隊將有助於迅速發現並解決潛在的相容性問題。組織專屬團隊，專⾨評

估 Apple 平台的關鍵領域，並召集能代表各業務單位的志願者，以組成較⼩型

的團隊。 

設置專屬團隊 
針對企業的⾏動測試⽅案設置專屬團隊來評估 Apple 平台，已有許多企業⾒證到

此⼀做法帶來的價值。⼀開始先籌組測試⼈員⼩組，由他們專責評估 macOS、

iOS 與 iPadOS 和核⼼業務資源的互動⽅式，包括 MDM 解決⽅案、Exchange、

網路基礎設施，以及關鍵企業 app。接著找出內部⼈才，他們需要具備軟體測試

或品保經驗，並能將這些經驗應⽤在這個職務上，然後將他們納入現有的 IT 團
隊。你也可以將測試⼯作外包給第三⽅業者來進⾏。 

尋求跨職能單位參與 
公司也需要找出志願員⼯，他們可在各業務單位提供職能專業知識。例如，航空

公司可能有多個業務單位，包括地勤、票務、技術⼈員、航務、培訓。讓各個業

務單位都能參與，有助於確保在現場測試到所有情境，並取得適當的意⾒回饋。

利⽤公司的實際環境來測試裝置，成果絕非其他⽅式所能及。 

• 組長。找出關鍵成員來擔任各職能 / 業務單位的組長。組長將收集相關意⾒，

並將結果傳達給你的專屬團隊。理想的⼈選，應對 Beta 版本測試有興趣，並能

⾃在管理團隊成員的⼯作流程。 

• 團隊成員。建立團隊時，請選擇每⽇⼯作都會⽤到 Apple 裝置的員⼯。每個團

隊的員額，應該依據其業務單位職能佔整體規模的比例予以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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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平台採⽤的⽣命週期由四個階
段組成：準備、評估、提交與推⾏。



準備環境

招募跨職能組長和團隊成員時，請考慮下列條件： 

• 在⼯作崗位上，他們如何使⽤ Apple 裝置和 app？ 

• 他們是否騰得出時間，以多部裝置來執⾏相同的任務？ 

• 他們是否騰得出時間，來檢閱版本附註等說明⽂件？ 

• 他們能否勝任安裝軟體、找出錯誤，以及提交實⽤的意⾒回饋等⼯作？ 

• 組長⼈選能否勝任激勵員⼯與跨群組的⼯作型態？ 

協助員⼯做好準備  
選出適當的員⼯後，請運⽤下列步驟讓每個⼈都快速上⼿： 

1. 確認每⼀位員⼯都具有個⼈或是「管理式 Apple ID」、知道各⾃的密碼，並且

能夠存取 Beta 版軟體資源。 

2. 確保團隊成員都願意在各⾃主要使⽤的裝置上安裝 Beta 版軟體，因為這是辨識

潛在問題的最佳⽅式。 

3. 確保你的團隊知道，在 Beta 版測試過程需要擷取必要的資訊，並在找到錯誤時

提交意⾒回饋。 

4. 和你的團隊⼀起檢視回報錯誤的最佳做法。(請參閱本⽂件的「精準撰寫錯誤

報告」⼀節。) 

5. 安排定期向組長回報和簡報的會議。 

存取 Beta 版資源 
Apple 提供多種⽅式，讓你的團隊取得 Apple Beta 版軟體的主要與次要發⾏版本

以及其他資源，包括版本附註、意⾒回饋⼯具、測試計畫、產品說明⽂件，以及

⽅案公告。  

AppleSeed for IT ⽅案 
這個 Beta 版測試⽅案適⽤於任何企業組織或教育機構，可供你在公司的專屬⼯作

環境中，評估最新的預發⾏軟體版本。透過 AppleSeed for IT ⽅案提交的意⾒回

饋，將會列入專屬檢閱佇列。這個⽅案也提供詳細的測試計畫和問卷調查，有助

你評估新功能在公司環境中的可能運作⽅式。 

使⽤「管理式 Apple ID」註冊加入 AppleSeed for IT ⽅案： 
appleseed.app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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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環境

Apple Developer Program 
如果你正規劃開發、測試並在 App Store 上發布 app，請註冊 Apple Developer 
Program。針對組織需求，由內部⾃⾏開發或委由第三⽅開發者所量⾝打造的⾃訂 
app，也可經由 Apple Developer Program 發布。為你的組織註冊加入這個⽅案後，

你就能打造並測試⾃⼰的 app，以便隨時在新的作業系統上發⾏使⽤。如果組織因

為特殊使⽤案例⽽需要透過內部系統或是⾏動裝置管理解決⽅案，以非公開發⾏⽅

式直接發布給員⼯使⽤的話，請申請加入 Apple Developer Enterprise Program。 

進⼀步了解 Apple Developer Program： 
developer.apple.com/programs 

清點公司的 Apple 裝置 
即使是最新版 Apple 作業系統，也能在多年前推出的裝置上執⾏，因此務必以組

織⽬前使⽤的所有不同機型，來測試最新 Beta 版軟體。對追求⾼投資報酬率的公

司來說，能在現有的硬體上執⾏新版軟體固然是⼀⼤福⾳，但也有許多組織正逐

漸體會到，每隔幾年進⾏裝置全⾯更新，好處更多。透過租約進⾏定期技術升

級，可減少發⽣相容性問題，並將維護多世代設備所需的成本降⾄最低。你也可

以⽤合格的裝置來換購，然後⽤這些點數來折抵購置全新 Apple 裝置的成本，或

是減少你每⽉需要⽀付給電信業者的費⽤。除了分期付款以外，你也需要使⽤ 
Apple ⽅案和 MDM 來設定裝置，並為使⽤者提供⽀援。 

請與 Apple 合作夥伴及你的內部採購團隊合作，由他們協助你全⾯管理企業內所有

裝置的⽣命週期。這些合作夥伴能夠協助你因應裝置⽣命週期的所有階段，從裝置

採購到硬體更新無所不包。這讓 IT 團隊免於束縛，⽽能將業務重⼼轉向公司的策

略性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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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 Apple 平台

評估 Apple 平台 
所有資源準備就緒，現在，可以著⼿規劃平台評估的策略了。找出你的組織在哪

些領域最需倚賴 Apple 平台。確定典型使⽤案例和⼯作流程，然後將其指派給團

隊成員，接著建立⼀套流程，以便評估組織內的關鍵領域。 

對應基礎設施 
清點企業⽣態系統，確保所有元素都能依照測試順暢地協同運作。  

IT 系統和服務 
清點所有待評估的企業 IT 系統和服務。驗證 Exchange 功能運作，包括電⼦郵

件、聯絡⼈、⾏事曆、⼯作和備忘錄。測試公司網路內部與外部連線功能，包括 
Wi-Fi、單⼀登入和 VPN，然後評估藍牙裝置的連線和配件。驗證後端系統；確保

資料伺服器、中介軟體與驗證系統能夠有效率地擴充，並能聰明地分享資料。 

第三⽅ MDM 解決⽅案 
選擇第三⽅ MDM 解決⽅案，是公司⼯作流程的⼀⼤重⼼。這些功能可能包括但

不限於使⽤裝置和 app 來測試配置有效承載、限制和指令。請了解你的組織網路

上正在使⽤哪些類型的 Apple 裝置，以及裝置是屬於組織還是使⽤者所持有，以

利你針對管理政策做出最有利的評估。 

App Store 與⾃訂 App 
App Store 與⾃訂 app，都是攸關公司⼯作流程順暢運作的關鍵要素。請優先測

試 macOS、iOS 與 iPadOS app，因為這些都是影響公司業務和使⽤者的重點。  

• App Store app：請專屬測試團隊協助評估所有 app 的基本功能運作，包括⽣

產⼒與合作 app，以及「郵件」、「⾏事曆」和「聯絡⼈」等必要的內建 app。

你可能需要和主要開發者合作，先使⽤ TestFlight 完成相關測試，再將他們的 

app 公開發⾏到 App Store。確保這些 app 與 MDM 和 IT 服務 (例如「個別 App 

VPN」和「受控 App 配置」) 能搭配運作。測試新功能並確保所有配件硬體都能

維持相容。 

•⾃訂 app：指⽰內部或第三⽅開發者規劃測試流程。給予⾜夠的時間來建入新

功能，並確認 app 發⾏之後能與新的 Beta 版軟體相容運作。TestFlight 能夠讓

你輕鬆邀請使⽤者測試你的 app，並在發⾏前收集寶貴的意⾒回饋。透過

「Apple 商務管理」發布的⾃訂 app，可善⽤ TestFlight 的優勢。為了能有最順

暢的推⾏流程，⾃訂 app 必須經過驗證，確定能與使⽤者的作業系統公開發⾏

版本相容運作。相關團隊應當在版本發⾏後 90 天內全⼒整合新功能。 

確定要測試的項⽬ 
為組織內部所有關鍵領域的資源完成清點之後，接下來請列出需要測試的所有具

體使⽤案例。內部或第三⽅ app 開發者應利⽤每⼀個新的 Beta 版發⾏的機會來

測試⾃訂 app。 

許多企業對於 Apple 推出的每個全新 Beta 版軟體，都記錄了數百個使⽤案例以供

測試。這套系統的開發，讓這些企業的團隊能夠循序漸進地測試新功能、可能的

迴歸測試以及整合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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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 Apple 平台

記錄使⽤案例 
為了⽅便整理並追蹤進⾏中的測試作業，可使⽤試算表來詳列需要測試的所有使

⽤案例。優先測試最攸關公司業務單位的案例，並且列出測試各種使⽤案例的必

要步驟。將使⽤案例指派給團隊成員，他們將針對各使⽤案例，分別列出「通過 / 

未通過」評論。或者你也可購買⽣命週期管理軟體，來協調測試的進⾏，並管理

相關需求、測試案例、計畫和錯誤。 

以下說明如何整理試算表，以利追蹤使⽤案例測試動態： 

Apple ⽣命週期管理 2020 年 3 ⽉ 9

使⽤案例 測試步驟 領域 類別 單位 員⼯ 結果 

建立並傳送新的 
電⼦郵件

1. 開啟「郵件」 
2. 點⼀下「新增郵件」圖像 (右下⾓) 
3. 輸入收件⼈和標題 
4. 點⼀下「傳送」 
5. 確認收件者收到電⼦郵件

IT Exchange 
ActiveSync

航務、票務、
培訓

使⽤者 1 符合

同步⾏事曆 1. 開啟「⾏事曆」 
2. 確認來⾃桌⾯⽤⼾端的會議顯⽰在

「⾏事曆」app 中

IT Exchange 
ActiveSync

航務、票務、
培訓

使⽤者 2 測試中

推播裝置配置 1. Exchange ActiveSync 承載資料 
2. 受控郵件網域 
3. Wi-Fi 描述檔 
4. 憑證 
5. 個別 App VPN 描述檔

MDM MDM 所有單位 使⽤者 1 問題確認

安裝⾃訂 app 1. 打開公司的 app 商店 
2. 點⼀下「Acme, Inc.」app 
3. 點⼀下「要求」按鈕 
4. 出現提⽰時點⼀下「安裝」 
5. 確認 app 已安裝完畢

App ⾃訂 app、
MDM

所有單位 使⽤者 3 符合

開啟存放在「⽂件
提供者」 app 的
檔案

1. 打開「⽂件提供者」 app 
2. 點⼀下要開啟的檔案夾 
3. 點⼀下其中⼀個檔案 
4. 確認檔案已打開

App App Store 
的 app、
MDM

航務、票務、
培訓

使⽤者 3 測試中



評估 Apple 平台

檢閱⾃訂 App 
如果公司⾃⾏開發⾃訂 app，請確保內部或第三⽅開發團隊運⽤每次 Beta 軟體發

⾏，來評估這些 app，以判斷修訂後的 API 及程式設計語⾔所帶來的影響。若要

進⾏這項驗證作業，公司可透過 Apple Developer Program，提早取得 Apple 提
供的 Swift、Xcode 與各個作業系統的 Beta 版本。評估流程中，請考量下列準則。 

•隨時掌握最新的動態。請造訪 developer.apple.com/news/，取得最新開發更新

消息、實⽤技巧和說明資訊。如需進⼀步了解，請前往 developer.apple.com/
videos/ 觀賞 WWDC 活動影片。  

•檢閱版本附註。下載並檢閱每個 Beta 新版的版本附註，發布摘要給團隊成員以

發揮最⼤的影響⼒。  

•查看各個 API、Swift 或是 Xcode 是否已經推出更新版。API 語意的取代或變更

等⼀些潛在問題，若能發現得越早，就能有越多時間實作和測試這些變更。 

•測試相容性。依據使⽤者可能擁有的專屬軟體配置 (例如舊版、最新版和現⾏ 
Beta 版) 來進⾏ app 測試。針對 app 要⽀援的各個主要 OS 版本，使⽤相同的

架構、螢幕解析度和 PPI 來測試裝置。 

•進⾏⽬測。查看 app 在解析度、像素化、佈局、對⿑和⽅向的表現情況。 

•提交錯誤報告。在 Apple Developer Forum 上討論問題，雖然對於交流資訊相

當有幫助，但這並不能取代錯誤報告。提交錯誤報告有助於確保在公開發布 
Apple 更新前，能夠診斷出並修正實際的框架錯誤。(如需更多詳細資訊，請參

閱「提交意⾒回饋」⼀節。) 

•實施新標準。公布新的標準時，請留意各項標準的規定實施⽇期。如果公司有

意將 app 提交⾄ App Store，這⼀點格外重要。 

進⼀步了解在 Beta OS 版本上測試 app 的相關資訊： 
developer.apple.com/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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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 Apple 平台

建立你的評估流程 
設立統⼀的流程，來評估組織內部的關鍵領域，讓各團隊能依循同⼀標準來⾏動。 

收到 Beta 新版本的通知 
不⽤害怕第⼀個 Beta 版本，也不⽤等待後續版本。及早測試並提供意⾒回饋。

Apple 越早收到你的意⾒回饋，就能越早進⾏變更。訂閱 developer.apple.com/
news 的 RSS Feed，隨時掌握新作業系統 Beta 版的資訊。雖然版本發⾏時程各不

相同，但熟悉前幾年的 Beta 版本發⾏時間表，有助於預估團隊接下來的⼯作時間

需求。 

檢視變更範圍 
在你安裝任何 Beta 版軟體之前，請務必詳閱版本附註中的修正和新功能，確認有

哪些變更可能會影響你的 Apple ⽣態系統。查看 Apple 網站和 AppleSeed for IT 
入⼝網站，以取得歷次更新的公告或說明⽂件，並與團隊分享預發⾏版本資訊，

確保所有成員都能知悉變更的項⽬。 

優先處理使⽤者群組、使⽤案例和關鍵 App 
確認哪些使⽤者群組屬於關鍵業務單位。優先針對這些群組進⾏測試，並著重評

估對這些團隊影響最⼤的使⽤案例和 app。 

平衡團隊的優先處理事項 
每個星期，確認你的專屬團隊成員、跨職能組長和其團隊可⽤的⼯作時間。請專屬

團隊開始進⾏各項測試程序，然後邀請各個關鍵業務單位的組長和團隊成員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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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意⾒回饋 

你可以透過提供意⾒回饋給 Apple ⼯程團隊和 AppleCare，協助 Apple 為你組織

環境中的問題理出頭緒，進⾏修正，並為你的使⽤者進⼀步提升 macOS、iOS 與 
iPadOS。 

提交意⾒回饋給 Apple 
Apple 為你提供穩固的⼯具來提交意⾒回饋。「使⽤者意⾒程式」適⽤於 
iPhone、iPad、Mac 與網⾴，讓你更輕鬆提交有效的錯誤報告，並針對 API 及⼯

具提出強化要求。愈早提出意⾒回饋，愈有利於你的疑慮在新的公開版本中及時

修正。這款 app 可供擷取失敗案例當下所發⽣的事件。在你登入 app 並提交意⾒

回饋之後，會收到⼀個「Feedback ID」，你可協同你的團隊與 Apple 利⽤這個

「Feedback ID」來進⾏後續追蹤。 

使⽤者意⾒程式 App 
這款 app 可供擷取失敗案例當下所發⽣的事件，並報告無法與 IT 系統、服務或 
MDM 政策正常搭配運作的任何項⽬。例如，如果⾃訂 app 未正常透過 VPN 連結

通道進⾏通訊，即可使⽤「使⽤者意⾒程式」app。在 iOS 或 iPadOS 裝置上，請

從主畫⾯啟動「使⽤者意⾒程式」，然後擷取失敗案例當下所發⽣的事件。在 
macOS 電腦上，請由 Finder 啟動「使⽤者意⾒程式」。在你登入 app 並提交意

⾒回饋之後，會收到⼀個「Feedback ID」，你可協同你的團隊與 Apple 利⽤這個

「Feedback ID」來進⾏後續追蹤。你也可以在 app 的「已送出」區段下⽅，檢

視先前提供的意⾒回饋。  

Feedback Assistant 網站 
使⽤此⼯具可提交與⾃訂 app 相關的任何錯誤、要求增強 API 和開發者⼯具的功

能，並追蹤提交的項⽬。與⾃訂 app 相關的問題，可能是源⾃ Beta 版的框架錯

誤，或是 app 程式碼出現錯誤時所導致的框架變更。如果問題看起來像是框架錯

誤，則內部或第三⽅ app 開發團隊應該在錯誤報告裡，以可執⾏的 Xcode 計畫案

形式附上你所建立的範例程式碼，然後使⽤ Feedback Assistant for Developers 網
站提交。 

進⼀步了解 Feedback Assistant： 
feedbackassistant.apple.com 

附註：透過與個⼈ Apple ID 相關聯的 Feedback Assistant 記錄的錯誤，不會列入 
AppleSeed for IT 的優先處理佇列當中。如果 Apple 裝置或 app 無法在你的 IT 系統

及服務或是 MDM 政策上正常運作，請使⽤與組織相關聯的「管理式 Apple ID」，

透過「使⽤者意⾒程式」app 提供意⾒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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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撰寫錯誤報告 
在 Beta 版測試流程中及早提交錯誤報告，是修正這些錯誤最有效的⽅式。提交錯

誤報告時請盡可能具體說明，每回提交也請限定在⼀個問題。請如下列建議事項

所⽰，盡可能提供詳細資訊，如此不但能協助 Apple 將資訊有效地發布給特定⼯

程團隊，還能避免 Apple 後續要求提供額外資訊。如有資訊尚待補充之處，

Apple ⼈員將會與你聯絡。  

• 請為錯誤加上說明性的標題，讓 Apple 團隊可輕易地參照到你的問題。 

• 清楚描述你預期發⽣的情況以及實際發⽣的情況，以及你認為該情況構成問題

的理由。 

• 提交呈現裝置⾏為和使⽤者介⾯範例的螢幕快照和 / 或影片。 

• 清楚扼要地列出 Apple 重現問題所需的步驟。 

• 收集並附上任何與這個問題相關的 iOS 及 iPadOS 裝置記錄或 macOS 主控台

記錄。 

• 可以的話，請提供可重現的測試案例。 

進⼀步了解記錄、可重現的測試案例以及其他詳細資訊： 
appleseed.apple.com/sp/help/feedback 

查看你的意⾒回饋 
你可以使⽤「使⽤者意⾒程式」app ，查看⾃⼰已提交或是儲存為草稿的意⾒回

饋。你也可以查看是否有任何意⾒回饋需要你採取其他⾏動或是提供額外資訊，

並在新的 Beta 版本已修正問題時收到通知。檢閱 AppleSeed for IT 針對每⼀個 
Beta 版軟體提供的版本附註，以了解先前 Beta 版進⾏錯誤修正的相關摘要。 

取得 AppleCare 協助 
透過你的 AppleCare OS Support ⽅案合約，你可確認舊版軟體中發現的問題，在

新的 Beta 版軟體中獲得修正。你可以向 Apple 系統⼯程師 (SE) 尋求測試協助，

並吿知他們你透過「使⽤者意⾒程式」app 所回報的部署障礙問題。這群經驗豐

富的 Apple 專員可迅速引導你進⾏測試、提交意⾒回饋，以及追蹤任何問題。 

附註：透過 AppleCare 所記錄的意⾒回饋，將不會列入 AppleSeed for IT 中的

優先處理佇列。建議你同時透過「使⽤者意⾒程式」app 並使⽤與組織相關聯的

「管理式 Apple ID」提交意⾒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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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你的解決⽅案供應商合作 
為確保你的 app 和裝置可與 Beta OS 發⾏版本正常搭配運作，請務必與⽀援 
Apple 平台的第三⽅廠商合作，同時測試他們的 Beta 版解決⽅案。 

MDM 解決⽅案供應商 
請確保你的 MDM 解決⽅案供應商平台可持續⽀援新的 macOS、iOS 與 iPadOS 
Beta 版本，並按照他們推⾏新功能⽀援的時間表來作業。如果你的 MDM 廠商提

供 Beta 版解決⽅案，也請加入他們的 Beta 版⽅案。理想情況下，你應該在同樣

執⾏最新 Beta 版本的裝置上，測試 Beta 版 MDM 解決⽅案的管理功能，這樣⼀

來，你便能全⾯地了解員⼯即將獲得的體驗。 

App 開發者 
由於你的員⼯借助 app 來完成⽇常職務，因此 App Store 提供的關鍵 app 若與新

的 Beta 版發⽣相容性問題，請通知 app 開發者。這項原則也適⽤於你的組織所

⽤的其他任何軟體解決⽅案。 

其他廠商 
你可向你的網路、VPN、藍牙裝置連線和配件供應廠商提出要求，由他們協助確

保你的 Apple 裝置可以在組織環境內正常運作。在你準備進⾏網路升級時，你的

網路供應商則可協助你確立評估與推⾏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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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前的準備 
⼀旦 Apple 公開發⾏新的 macOS、iOS 與 iPadOS 版本，請⿎勵使⽤者在這些版

本完成認證後立即安裝，並協助員⼯認識全新功能。 

認證公開發⾏版本 
新版軟體公開發⾏之後，請迅速進⾏評估。⼀旦你確信所有功能都如預期運作之

後，請⿎勵使⽤者盡快更新所屬的 Apple 裝置。 

讓整個團隊都參與 
即使你的團隊⼀直都在測試各個 Beta 版本，仍請務必先對公開發⾏版本執⾏充分

的最終評估，再建議使⽤者更新裝置。專屬團隊應該優先評估最新的發⾏版本，

有條理地測試所有關鍵使⽤案例。在此同時，也請相關業務單位的團隊成員測試

關鍵使⽤案例。 

排定軟體更新的時程 
即便你希望員⼯在新版問世後儘速完成裝置更新，但有些情況是當你還在驗證上

⼀版產品時，新版就已經發⾏了。你可以透過最新版的 macOS、iOS、iPadOS，

甚⾄是 tvOS，暫時限制使⽤者透過無線傳輸⽅式將裝置更新為最新的作業系統，

這樣你就有⾜夠的時間及彈性可以全⾯完成軟體認證。當你準備就緒，除了可以

選擇希望使⽤者下載和安裝的版本，還可以直接將其推播給使⽤者。  

在此情境中，IT 先前已經完成了「OS A」版本的測試、認證及推播。下圖說明當

受監管裝置上套⽤了 MDM 限制時，管理其他發⾏版本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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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前的準備

下列功能將允許你根據組織的需求，限制和推播更新： 

管理式軟體更新 
你可以針對任何受監管的 macOS、iOS、iPadOS 及 tvOS 裝置傳送 MDM 限制，

以防⽌使⽤者在特定期間內透過無線傳輸⽅式⼿動更新裝置。如果使⽤者具備存

取 iOS、iPadOS 及 tvOS 裝置的權限，仍舊可以透過 Apple Configurator 或是 
macOS 上的 Finder 來更新裝置。當執⾏此限制時，預設延遲時間是 30 天，並

在 Apple 發⾏作業系統更新時啟動。然⽽，你可以變更防⽌更新的預設天數，

從 1 到 90 天不等。延遲天數到期之後，使⽤者就會接獲通知，提醒他們更新⾄

啟動延遲當時可⽤的最早作業系統版本。 

啟動的軟體更新 
完成軟體版本的認證之後，建議你使⽤ MDM 指令將軟體更新推播⾄受監管裝

置，以提醒使⽤者更新裝置。MDM 解決⽅案現在將提供可讓你推播的軟體更新列

表。如果在使⽤者處於受控的軟體更新限制的情況下推播軟體更新，當 Apple 公
開發⾏下⼀個軟體更新時，將再次啟動限制。你還能使⽤此 MDM 指令分隔更新

的下載和安裝，避免中斷裝置的使⽤，並允許使⽤者在更⽅便的時間安裝。安排

其他時間進⾏安裝，也讓你能在推播更新之前，先⾏通知員⼯。 

附註：在 macOS 裝置上，軟體更新僅限於作業系統更新。Safari、安全性更新，

或是其他 macOS 補充更新則不受限制。 

進⼀步了解如何最有效地更新 iPhone、iPad 或 iPod touch： 
support.apple.com/zh-tw/HT204204 

Apple ⽣命週期管理 2020 年 3 ⽉ 16

https://support.apple.com/zh-tw/HT204204


推⾏前的準備

向員⼯傳達後續步驟 
以下所列，是向使⽤者傳達如何更新 Apple 裝置與安裝重要 app 時的⼀些考量事

項。將資訊傳達給整個組織時 (包括內部或第三⽅ app 開發者)，切記要保持資訊

透明。 

• 在上線當天寄送電⼦郵件、更新網⾴，或是使⽤內部通訊⼯具傳送公告。你可

能需要註記還有哪些領域的運作尚待加強。 

• 將常⾒問題與⽀援資訊發布⾄內部網站或 Wiki，包括已修復的問題、知識庫⽂

章，新功能相關資訊，以及回報問題的最佳⽅式。 

• 安排後續追蹤的午餐研討會、產品視訊會議，以及網路研討會。 

• 向所有職能單位提醒持續測試 Beta 版軟體的重要性與價值，並將 Beta 版相關

資訊分享給有需要的所有⼈員。 

針對新功能為使⽤者提供教育訓練 
當使⽤者了解到 macOS、iOS 與 iPadOS 新功能所能帶來的益處和樂趣，就更有

可能會迅速進⾏升級。請告訴他們，新的發⾏版本有助於維持裝置安全，並能協

助他們提升⽣產⼒。在通訊內容中，務必加入內部和外部資源的連結，以利他們

取得有關 Apple 最新⼯具、功能和 app 的其他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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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總結 
能為終端使⽤者提供最佳技術，Apple 對此感到相當⾃豪。你可以藉由適當管理 
Apple 平台⽣命週期，讓全企業都能享有這項優勢。在整個 Beta 發⾏過程中，有

條理地測試 app 和⽣態系統，可讓你及早享受到公開發⾏版本的優勢，進⽽提供

新功能、增強安全性、員⼯⽣產⼒，以及營運完整性。 

了解 macOS 的部署、管理與安全功能： 
support.apple.com/zh-tw/guide/deployment-reference-macos/welcome/web 

了解 iOS 與 iPadOS 的部署、管理和安全功能： 
support.apple.com/zh-tw/guide/deployment-reference-ios 

了解 IT 適⽤的⾏動裝置管理設定： 
support.apple.com/zh-tw/guide/mdm 

了解「Apple 商務管理」： 
support.apple.com/zh-tw/guide/apple-business-manager 

了解「企業適⽤的管理式 Apple ID」： 
apple.com/business/docs/site/
Overview_of_Managed_Apple_IDs_for_Business.pdf 

了解 Apple at Work： 
www.apple.com/tw/business/ 

了解 IT 功能： 
www.apple.com/tw/business/it/ 

了解 Apple 平台安全性： 
support.apple.com/zh-tw/guide/security/welcome/web 

瀏覽適⽤的 AppleCare ⽅案： 
www.apple.com/tw/support/professional/ 

探索 Apple Training and Certification： 
training.apple.com 

洽詢 Apple 專業服務： 
consultingservices@app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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