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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當員工能以自己想要的方式工作時，便能發揮最佳工作成效。
透過數千款適用於 iPad 和 iPhone 的 app，你的團隊就能以
更具彈性、創意，且能增進合作與聯繫的方式工作。本指南有
助於探索可從 App Store 取得的出色代表性商務 app。

點一下 app 名稱即可下載 app 或在 App Store 上了解
更多相關資訊。



商務 App 入門指南 3

處理文件
建立、編輯及共享圖文報告、互動式圖表和具有說服力的簡報。流暢無縫地處理各種文件格式，重新定義你的業務生產力。

簡報

Keynote
 簡潔直覺的介面，將重要工具置於正前方，讓團隊中的所
有成員都可輕易地添加出色的圖表、編輯照片，或者加上
電影般的過場效果。

Microsoft PowerPoint
透過功能強大且可自訂的簡報讓觀眾留下深刻印象，並且
脫穎而出。

Google 簡報
你可以製作新簡報，或編輯在網頁或其他裝置上製作的投
影片。

文件

Pages
利用 Apple 精心設計的樣板與樣式，快速製作出精美的信件
及報表。使用 Apple Pencil 加入註解和插圖。

Microsoft Word
製作深具力量的文字文件、劇本、部落格、報導或履歷。
輕鬆建立、編輯、檢視及共享檔案。

Google 文件
隨時隨地建立和編輯文件，更可與他人協作。簡單易用的
範本為你節省時間，並增添修飾效果。

PDF
PDF Reader Pro
為 PDF 加入註解和書籤，還可合併及分割 PDF。輕鬆填寫
表格，一切都能在 iPhone 或 iPad 上完成。

PDF Expert
讓你閱讀、標示、簽署及修改儲存 PDF。編輯現有的 PDF 
文字、取代影像，還可隱藏敏感資料。

Adobe Acrobat Reader
讓你檢視、加入註解及簽署 PDF。使用手指或 Apple Pencil 
電子簽署任何 PDF 文件。

試算表

Numbers
製作試算表，輕鬆加入圖片、圖表與表格。利用互動性圖表，
讓資料更活潑生動。

Microsoft Excel
製作符合特定需求的試算表。運用複雜的公式和出色的功能。 

Google 試算表
製作及共享試算表。隨時隨地，離線時也能處理工作。

https://apps.apple.com/tw/app/keynote/id361285480
https://apps.apple.com/tw/app/microsoft-powerpoint/id586449534
https://apps.apple.com/tw/app/google-slides/id879478102
https://apps.apple.com/tw/app/pages/id361309726
https://apps.apple.com/tw/app/microsoft-word/id586447913
https://apps.apple.com/tw/app/google-docs-sync-edit-share/id842842640
https://apps.apple.com/tw/app/pdf-reader-pro-sign-edit-pdf/id883101890
https://apps.apple.com/tw/app/pdf-expert-7-pdf-editor/id743974925
https://apps.apple.com/tw/app/adobe-acrobat-reader-for-pdf/id469337564
https://apps.apple.com/tw/app/numbers/id361304891
https://apps.apple.com/tw/app/microsoft-excel/id586683407
https://apps.apple.com/tw/app/google-sheets/id84284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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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創意
發揮創造力，將商務點子付諸實行。透過能讓你立即繪圖及編輯影像的 app，以獨具特色的方式交流溝通。

Inspire Pro
專利繪圖引擎提供十分快速且逼真的繪畫、繪圖和素描 
體驗。

Adobe Photoshop Sketch
運用逼真的鋼筆、鉛筆和水彩筆，隨時隨地在靈感湧現時捕
捉創意，並利用自動建立的縮時影片來展示你的創作過程。

Adobe Illustrator Draw
製作任意形式的精美向量設計，將你的構想化為趨近成品等
級的作品。

繪圖

Procreate
透過雙材質筆刷和超越以往的畫布解析度，幫助你隨時隨
地繪製精美素描、動人繪畫和絢麗插圖。

Affinity Designer
 透過這款快速、強大且精準的設計工具，讓你輕鬆與其他
創意領域專業人士協同創作行銷素材、網站、圖像、UI 設
計或概念藝術設計。

Paper
隨時隨地運用這款吸引人的塗鴉 app 繪製素描、繪圖、 
圖表、上色，以及記下筆記和構想。

模型

Adobe Spark Page
幾分鐘內即可製作出媲美專業水準的圖形、網頁和視訊。
你可以瀏覽範本，或從頭開始製作。

AutoCAD
運用 iPhone 和 iPad 上易於使用的繪圖和製圖工具，以檢
視、製作、編輯及共享 DWG 檔案。

Shapr：3D 建模 CAD
運用強大的幾何建模引擎和整合式工具組，輕鬆製作立體 
3D 建模。

uMake
提供直覺化工具與更出色的觀看體驗，讓你隨時隨地創作
身臨其境的 3D 內容。

照片

Pixelmator
修飾及加強影像、塗鴉和繪圖，並製作進階的影像合成作品。 

Camera+ 2
運用可一致地在 iPhone 和 iPad 上作業的工具進行攝影及
編輯。

Infltr - 無限濾鏡
超過 700 萬種濾鏡選擇，用來加強照片、影片、原況照片、
景深照片和 GIF 動畫。

Adobe Photoshop Fix
輕鬆修圖與回復影像。將照片進行修復、平滑化、變亮及
任何其他編輯與調整，使其完美符合你的需求。

Affinity Photo
這款功能強大的專業照片編輯 app 可搭配各種流暢的多點
觸控手勢，並可使用 Apple Pencil 精準操作。

https://apps.apple.com/tw/app/inspire-pro/id355460798
https://apps.apple.com/tw/app/adobe-photoshop-sketch/id839085644
https://apps.apple.com/tw/app/adobe-illustrator-draw/id911156590
https://apps.apple.com/tw/app/procreate/id425073498
https://apps.apple.com/tw/app/affinity-designer/id1274090551
https://apps.apple.com/tw/app/paper-by-wetransfer/id506003812
https://apps.apple.com/tw/app/adobe-spark-page/id968433730
https://apps.apple.com/tw/app/autocad/id393149734
https://apps.apple.com/tw/app/shapr-3d-cad-modeling/id1091675654
https://apps.apple.com/tw/app/umake-3d-cad-modeling/id1042246861
https://apps.apple.com/tw/app/pixelmator/id924695435
https://apps.apple.com/tw/app/camera-2/id1313580627
https://apps.apple.com/tw/app/infltr-infinite-filters/id935623257
https://apps.apple.com/tw/app/adobe-photoshop-fix/id1033713849
https://apps.apple.com/tw/app/affinity-photo/id111794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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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筆記 
利用這幾款 app 擺脫傳統的筆記記錄方式，還可加入音訊剪輯片段、塗鴉、檢查表等內容。輕鬆快速地捕捉並整理你的構想。
讓你不用花太多心思做筆記，而能專注於討論內容，以提升會議成效。

Notability
在同一份筆記中結合手寫內容、照片和打字內容，不錯過 
任何細節。

Microsoft OneNote
製作自己的數位筆記本，以最適合你的方式整理筆記。 

Notebook
做筆記、加入檔案、製作檢查表、繪製塗鴉、錄製音訊， 
還可拍攝照片。

Noted. 錄音記文冊
「Noted. 錄音記文冊」是一款精美的錄音和筆記 app， 
可用於演講、會議、訪談等。

熊掌記 - 私人筆記
這款精美靈活的寫作 app 非常適用於製作筆記、散文、 
程式編寫和速寫。

備忘錄
 「備忘錄」非常適用於記下乍現的靈感，或儲存較長的筆
記，並可在其中加入檢查表、影像、網頁連結、掃描的文
件、手寫筆記或塗鴉。

語音備忘錄
讓 iPhone 或 iPad 搖身成為可攜式錄音裝置。你可以使用
內建麥克風錄音並在裝置上編輯，然後分享給朋友。

MyScript Nebo
輕點幾下，簡單幾筆，即可為手寫文字編排標題、段落和 
項目符號列表的格式。

CaptureAudio
錄製簡報和會議內容、加入自己的筆記、以旗標標示重大 
主題等等。

GoodNotes 5
製作精美的手寫筆記，並在 PDF 文件中加入註解。使用 
向量墨水引擎搜尋筆記。

Evernote
隨時隨地捕捉、整理並共享筆記。隨時隨地帶著你的最佳
點子，並保持同步狀態。

建立表單 
這幾款 app 可大幅減少紙張用量，讓你直接在 iPhone 或 iPad 上製作電子表單。無論是何種模式的文件流程，都可取得更準確
的資料，並輕鬆擷取、合併及分享成果。

DocuSign
輕鬆安全且每月無限制地免費簽署文件。 

FastField Mobile Forms
立即將你的表單部署給行動團隊，並即時收集更簡潔豐富的
資料。

SignNow
將文件傳送給客戶或同事，對方只需動動手指即可簽名。 

iAuditor
輕鬆製作檢查表。完成檢查、指派修正措施並分享報告，
一切都可在你的裝置上完成。

GoCanvas
製作數位表單和檢查表，以實現自動化文書工作及數位化
程序。

SignEasy
輕鬆對文件自行簽名、親自收集簽名，或傳送追蹤文件給
顧客。

Adobe Fill & Sign
快速填寫、簽署及傳送任何表單。拍攝紙本表單的照片，
並在 iPhone 或 iPad 上填寫表單。

ProntoForms - 移動表格
讓遠端工作者輕鬆收集及存取資料，並自動分享成果。

https://apps.apple.com/tw/app/notability/id360593530
https://apps.apple.com/tw/app/microsoft-onenote/id784801555?mt=12
https://apps.apple.com/tw/app/notebook-take-notes-sync/id973801089
https://apps.apple.com/tw/app/noted/id1149425482
https://apps.apple.com/tw/app/bear/id1091189122?mt=12
https://apps.apple.com/tw/app/notes/id1110145109
https://apps.apple.com/tw/app/voice-memos/id1069512134
https://apps.apple.com/tw/app/myscript-nebo/id1119601770
https://apps.apple.com/tw/app/captureaudio-recorder/id604256996
https://apps.apple.com/tw/app/goodnotes-5/id1444383602
https://apps.apple.com/tw/app/evernote/id281796108
https://apps.apple.com/tw/app/docusign-upload-sign-docs/id474990205
https://apps.apple.com/tw/app/fastfield-mobile-forms/id702967051
https://apps.apple.com/tw/app/signnow-sign-fill-pdf-docs/id489262811
https://apps.apple.com/tw/app/iauditor-inspections-audits/id499999532
https://apps.apple.com/tw/app/gocanvas-business-forms/id418917158
https://apps.apple.com/tw/app/signeasy-sign-and-fill-docs/id381786507
https://apps.apple.com/tw/app/adobe-fill-sign-form-filler/id950099951
https://apps.apple.com/tw/app/prontoforms-mobile-forms/id305587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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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專案 
利用有助於規劃、視覺化、監督及共享活動和行動的多款 app，讓你的專案順利依照排程執行。不用走進辦公室，即可讓你
重新定義專案效率。

Teamwork Projects
在 Teamwork.com 帳號中管理進行中的專案。完成工作、
達成里程碑、共享檔案、記錄時間，還有更多功能。

Basecamp 3
利用待辦清單、訊息、排程、報告等功能，讓工作權責分
明，溝通更富效率。

OmniPlan 3
視覺化、維護及簡化專案。細分工作、優化資源並監督計畫。 

Microsoft Visio Viewer
直接從 iPhone 或 iPad 檢視 Visio 圖表並進行互動。 

MindNode - Mind Map
捕捉構想並輕鬆探索其間的連貫性，進而整理並分享你的
點子。

Smartsheet
與團隊合作建立、編輯及共享工作，讓每個人都能取得最新
資訊。

Trello
使用看板、列表和卡片，以有趣靈活的協作方式組織專案，
並排定優先順序。

OmniOutliner 3
利用智慧型欄位、腳本編寫功能、自訂樣式、模板等等，
幫助你製作完美大綱。

Agenda 
運用這款以日期為中心做筆記的 app 來規劃及記錄專案。 

MeisterTask
建立視覺化的專案看板、邀請團隊成員並即時協同作業。 

Asana
快速記錄工作、待辦事項、提醒事項和點子，並隨時隨地
掌握工作狀況。

排定任務的優先順序 
無論任務有多複雜，都能讓你隨時掌握待辦清單的進度。加入在適當時間和地點發出提示的動作，讓你保持專注於手邊的
任務。

捷徑
利用「捷徑」，把常做的事一次解決。Siri 可以聰明地配對
日常工作與第三方 app，以建議便利的捷徑。

提醒事項
「提醒事項」可協助你掌握一日工作中需要處理的所有事
項，包括安排會議、傳送電子郵件、追蹤計畫案情況等等。

Things 3
輕鬆收集構想、為每個目標建立專案，並規劃所需的步驟來
實現目標。

Todoist 待辦事項&備忘錄
從簡單的任務到最宏大的專案，持續追蹤所有進度。 

奇妙清單 - Wunderlist
利用簡單的待辦清單和任務管理工具來完成各項事務。 

2Do
運用子任務、附註、附件和提示功能，建立簡單的任務、 
檢查表和專案。

https://apps.apple.com/tw/app/teamwork-projects/id726473079
https://apps.apple.com/tw/app/basecamp-3/id1015603248
https://apps.apple.com/tw/app/omniplan-3/id1060188639
https://apps.apple.com/tw/app/microsoft-visio-viewer/id1139787983
https://apps.apple.com/tw/app/mindnode-mind-map/id1218718027
https://apps.apple.com/tw/app/smartsheet/id568421135
https://apps.apple.com/tw/app/trello-organize-anything/id461504587
https://apps.apple.com/tw/app/omnioutliner-3/id1174101450
https://apps.apple.com/tw/app/agenda/id1370289240
https://apps.apple.com/tw/app/task-management-meistertask/id918099883
https://apps.apple.com/tw/app/asana-organize-tasks-work/id489969512
https://apps.apple.com/tw/app/things-3/id904237743
https://apps.apple.com/tw/app/todoist-to-do-list-tasks/id572688855
https://apps.apple.com/tw/app/wunderlist-to-do-list-tasks/id406644151
https://apps.apple.com/tw/app/2do/id477670270?mt=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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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檔案 
透過一系列雲端儲存供應商的服務，來存取及共享業務文件。在所有裝置上使用同一份資料作業，以利提升工作成效。

檔案
 「檔案」app 將你的所有文件匯集於一處，方便你統一
瀏覽、搜尋與整理，也包括存放在 OneDrive、Box 和 
Dropbox 等第三方儲存服務的檔案。

Google 雲端硬碟
檢視文件、搜尋檔案、設定權限並可離線檢視檔案。 

Microsoft OneDrive
透過 iPhone 和 iPad 輕鬆存取並共享文件、照片和其他 
檔案。

Dropbox
這個創意性協作空間將檔案匯集在一處，並可在所有裝置上
安全地同步內容。

Box
使用 10 GB 免額外付費雲端儲存空間，安全地存放、管理
並共享所有檔案、照片和文件。

Adobe Creative Cloud
管理檔案、觀看教學課程並下載 app。搜尋、瀏覽並預覽 
Photoshop、Illustrator 和 InDesign 設計素材資源。

協同作業
與顧客、同事和合作夥伴保持聯繫，並利用功能強大的 app 讓你隨時連線並掌握最新資訊，以透過社群媒體拓展接洽範圍。

訊息
使用「訊息」傳送並接收文字、照片、影片、個人化效果等
內容。

FaceTime
無論團隊成員位在何處，使用 FaceTime 就能與他們快速聯
繫。FaceTime 可支援多達 32 人同時進行視訊和音訊通話。

Podio
使用單一款 app 來幫助團隊同步處理整合的內容、對話和
程序，並隨時隨地執行專案。

ZOOM Cloud Meetings
透過清楚的視訊、清晰的音訊，以及即時螢幕共享和傳訊
功能，舉辦或參加可多達 100 人的會議。

join.me
隨時隨地加入電話會議、舉辦視訊會議，以及共享內容。 

Yammer
與組織中的正確對象聯繫，並在不同團隊、專案和構想之間，
進行資訊的分享與搜尋。

Slack
在一個可建立各種管道以溝通主題、專案和團隊事宜的中樞
進行協作。

Quip
這款 app 提供簡單的空間讓工作團隊建立動態文件，以利 
簡易快速地協同作業。

Skype
與同事交談、閒聊及合作。以實惠價格撥打世界各地的當 
地電話。

Cisco Jabber
透過即時傳訊 (IM)、語音，語音訊息和視訊通話功能協同 
作業。

Cisco Webex Meetings
加入任何會議、活動或訓練課程，並使用領先業界的音訊 
和視訊功能進行簡報。

Moxtra: Business Collaboration
進行簡報、收取意見回饋，並取得對內容的核准，幫助隨 
時隨地完成業務交易。

https://apps.apple.com/tw/app/google-drive/id507874739
https://apps.apple.com/tw/app/microsoft-onedrive/id477537958
https://apps.apple.com/tw/app/dropbox/id327630330
https://apps.apple.com/tw/app/box-cloud-content-management/id290853822
https://apps.apple.com/tw/app/adobe-creative-cloud/id852473028
https://apps.apple.com/tw/app/podio/id404183617
https://apps.apple.com/tw/app/zoom-cloud-meetings/id546505307
https://apps.apple.com/tw/app/join-me-simple-meetings/id409811927
https://apps.apple.com/tw/app/yammer/id289559439
https://apps.apple.com/tw/app/slack/id618783545
https://apps.apple.com/tw/app/quip-docs-chat-sheets/id647922896
https://apps.apple.com/tw/app/skype-for-ipad/id442012681
https://apps.apple.com/tw/app/cisco-jabber/id467192391
https://apps.apple.com/tw/app/cisco-webex-meetings/id298844386
https://apps.apple.com/tw/app/moxtra-individual/id590571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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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品牌 
這幾款 app 可用於管理數位行銷、強化個人檔案並建立宣傳活動，讓你的業務掀起眾人討論。

Buffer
排定貼文並追蹤你的內容在 Facebook、Instagram、 
Twitter 等媒介上的成效。

Weebly
建立、推出並發展線上業務、網站或網誌。透過拖放簡化 
建置過程。

MailChimp
編寫及傳送電子郵件、管理訂閱者，並掌握你的行銷狀況。 

WordPress
管理或製作 WordPress 網誌或網站。建立及編輯發文、 
檢視統計數據並回覆評論。

Zoho Campaigns
編寫及傳送電子郵件、管理訂閱者，並掌握你的行銷狀況。 

Marketo Moments
透過 iPhone 或 iPad 的便利功能，查看最新宣傳活動的成
效，並著手處理即將進行的宣傳活動。

LinkedIn
探索其他人士並與其建立聯繫、培養人際關係、搜尋並應徵
工作，還可取得各項主題和公司的最新資訊。

Wix
透過 Wix app 上可自訂的行動空間，隨時隨地與他人互動、
管理業務，還可發揮更多妙用。

Marketo Events
輕鬆快速地讓參加者登錄你的活動，並可使用多部 iPad 裝
置流暢無縫地將資料同步回傳至 Marketo 計畫。

HootSuite
共享並排定 Twitter、Facebook、Instagram 和 LinkedIn 
帳號的貼文。

吸引顧客 
讓更多潛在顧客真正成為你的顧客，帶動業務一路成長。繼而提供出色體驗，讓顧客願意再次光顧。

Salesforce
使用一套顧客關係管理工具，輕鬆記錄、管理及分析顧客 
活動。

ForceManager CRM
利用待辦清單、訊息、排程和報告功能，讓工作權責分明，
溝通更富效率。

Zendesk Support
在精美簡易的系統中，針對顧客支援申請進行追蹤、排定 
優先順序並予以解決。

Daylite
在同一處輕鬆進行顧客、潛在顧客和廠商管理。 

ScreenMeet Support
讓顧客輕鬆地直接與支援團隊共享螢幕畫面，以利遠端解決
問題。

Cloze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分析資料並運用你所得到的發現。在同一處查看聯絡人的所
有相關資訊，包括電子郵件、會議和電話。

https://apps.apple.com/tw/app/buffer-social-media-manager/id490474324
https://apps.apple.com/tw/app/weebly-by-square/id511158309
https://apps.apple.com/tw/app/mailchimp-marketing-crm/id366794783
https://apps.apple.com/tw/app/wordpress/id335703880
https://apps.apple.com/tw/app/zoho-campaigns-email-marketing/id804728901
https://apps.apple.com/tw/app/marketo-moments/id984953976
https://apps.apple.com/tw/app/linkedin-network-job-finder/id288429040
https://apps.apple.com/tw/app/wix/id1099748482
https://apps.apple.com/tw/app/marketo-events/id522766637
https://apps.apple.com/tw/app/hootsuite-social-media-tools/id341249709
https://apps.apple.com/tw/app/salesforce/id404249815
https://apps.apple.com/tw/app/forcemanager-crm/id945076174
https://apps.apple.com/tw/app/zendesk-support/id1174276185
https://apps.apple.com/tw/app/daylite/id965269916
https://apps.apple.com/tw/app/screenmeet-support/id1243134245
https://apps.apple.com/tw/app/cloze-relationship-management/id596927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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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銷售團隊 
為銷售團隊提供引人入勝的適用內容，並讓他們能隨時隨地取得。協助團隊輕鬆探索、學習並共享適合的內容，快速完成到職
培訓和教育訓練。

Zunos
使用 Zunos 提供互動式評量、精選內容或個人化的學習 
體驗。

Showpad
為銷售團隊提供平台，以利進行到職培訓、教育訓練、 
業務指導和銷售內容管理。

Apple Books
透過更多選擇來製作適用於 Apple Books 的內容，讓你比
以往更輕鬆地為目標對象提供引人入勝的互動式內容。

追蹤時間 
你的時間深具價值。持續記錄你分配給不同專案和顧客的時間，並在幾秒鐘內為客戶開立專業的發票。

HoursTracker
讓你在上下班時打卡。輕鬆記錄時間，並計算一或多項工作
的收入。

Helios
這項簡單的時間追蹤工具適用於自由工作者和遠端工作者，
可整理重要任務並集中注意力。

Time Master + Billing
直接在 iPhone 或 iPad 上追蹤時間和支出、顯示報表並產生
專業的 PDF 發票。

Invoice2go
向顧客發送專業的發票和預估金額，並更快取得款項。 

Timelines Time Tracking
了解所花費時間的分配情況，並找出方法來改善日常排程、
提高效率並實現更多目標。

Hours Time Tracking
Hours 提供視覺化時間軸、智慧提醒功能和詳細報表，讓你
輕鬆追蹤記錄時間。

https://apps.apple.com/tw/app/zunos/id509405556
https://apps.apple.com/tw/app/showpad/id432293783
https://apps.apple.com/tw/app/hourstracker-hours-and-pay/id336456412
https://apps.apple.com/tw/app/helios/id789749891
https://apps.apple.com/tw/app/time-master-billing/id310289408
https://apps.apple.com/tw/app/invoice2go-invoice-estimate/id540236748
https://apps.apple.com/tw/app/timelines-time-tracking/id1112433234
https://apps.apple.com/tw/app/hours-time-tracking/id895933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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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開支 
不用耽誤辦公時間來完成支出報告。這幾款 app 可讓你隨時隨地快速建立並管理業務支出。

XpenseTracker
追蹤及報告你的所有業務支出和里程數，並將報告和照片 
收據直接輸出到桌面。

Zoho Expense
自動化管理業務和差旅支出，減少記錄收據及準備支出報告
所花的時間。

Expensify
管理小型企業、客戶和個人的支出報告，並追蹤收據和差旅
費用。

SAP Concur
現有的 SAP Concur 使用者可以搭配使用這款 app 來預訂出
差行程、完成支出報告並核准發票。

接受付款 
無論何時何地，都可讓你現場接受付款。iPhone 和 iPad 上的創新 app 和支付解決方案，讓你隨時都能辦理業務。

Square Point of Sale
使用 Square Reader 接受金融卡和信用卡、EMV 晶片卡與 
Apple Pay。即時追蹤銷售量和存貨數。

talech Register
使用簡單的直覺化介面接收訂單、接受付款，管理存貨並存
取顧客資訊。

Vend POS
透過這項零售 POS 解決方案，讓你隨時隨地在世界各地進
行銷售、與顧客保持緊密聯繫，並管理及發展零售業務。

TouchBistro Point of Sale
排除訂單和人員安排的不確定性、精簡付款流程、改善菜單
管理，並產生詳細的餐廳營運報表。

Revel POS
這項功能豐富的業務管理平台在單一 POS 儀表板中彙整所
有的營運和顧客管道。

iZettle Pro
這項專為酒吧、咖啡館和餐館設計的銷售點 app 讓你可以
接受付款並提升銷售量。

Shopify
 無論何時何地，都能辦理業務。無論擁有一或多個 Shopify 
商店，這款 app 都可輕鬆管理你的訂單和產品、與員工保
持聯繫並追蹤銷售量。

ShopKeep Point of Sale
讓你可在 iPad 上追蹤銷售量、管理存貨、簡化人員管理，
並進行更多作業。

https://itunes.apple.com/tw/app/xpensetracker-expense-tracker/id290874373?mt=8
https://apps.apple.com/tw/app/expense-reporting-app-zoho/id966094166
https://apps.apple.com/tw/app/expensify-receipts-expenses/id471713959
https://apps.apple.com/tw/app/sap-concur/id335023774
https://apps.apple.com/tw/app/square-point-of-sale-pos/id335393788
https://apps.apple.com/tw/app/talech-register/id582116695
https://apps.apple.com/tw/app/vend-pos-point-of-sale/id920603929
https://apps.apple.com/tw/app/touchbistro-point-of-sale/id436784841
https://apps.apple.com/tw/app/revel-pos/id1054505108
https://apps.apple.com/tw/app/izettle-pro/id603753212
https://apps.apple.com/tw/app/shopify-ecommerce-business/id371294472
https://apps.apple.com/tw/app/shopkeep-point-of-sale-pos/id434906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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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財務 
這幾款適用於 iOS 和 iPadOS 的會計解決方案可協助你管理企業財務。你可以開立發票、發放薪資、管理現金流，並維持業務
平穩營運。

Kashoo Cloud Accounting
取得小型企業所需的所有會計支援，包括專業報告、發票和
支出追蹤。

FB Classic
使用這款適用於小型企業的雲端會計軟體來管理你的小型企
業。流暢無縫地傳送發票，並追蹤及管理支出。

Xero
將你的加密資料安全儲存在雲端中，讓你輕鬆對帳及傳送發
票、建立費用核銷申請，並記錄收據。

QuickBooks Accounting
輕鬆管理業務支出和現金流。開立發票並檢視損益情況。

分析資料 
運用豐富的圖形和互動功能，讓報告發揮更大成效。進一步視覺化你的資料，並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深入洞察你的業務。

Tableau Mobile
隨時隨地掌握你的資料。檢視儀表板，並捲動、搜尋及篩選
資料組。

SAP Analytics Cloud Roambi
建立並提交豐富的互動式報告、圖表、儀表板、KPI、數據
分析和資料視覺化。

Numerics
設計外觀精美、易於操作的儀表板，以便安全即時地存取業
務資料。

Microsoft Power BI
使用強大功能來存取資料、取得通知、加上註解並與人共享，
以利做出決策。

QlikView mobile
分析資料並運用你所得到的發現，以利做出決策。 

https://itunes.apple.com/tw/app/kashoo-accounting/id442878143?mt=8
https://apps.apple.com/tw/app/fb-classic/id542796025
https://apps.apple.com/tw/app/xero-accounting-invoices/id441880705
https://apps.apple.com/tw/app/quickbooks-accounting/id584606479
https://apps.apple.com/tw/app/tableau-mobile/id434633927
https://apps.apple.com/tw/app/sap-analytics-cloud-roambi/id315020789
https://apps.apple.com/tw/app/numerics/id875319874
https://apps.apple.com/tw/app/microsoft-power-bi/id929738808
https://apps.apple.com/tw/app/qlikview-mobile/id565126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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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班管理
管理團隊、記錄出勤情況並整合薪資事宜。透過這幾款 app，可確保在正確的時間安排合適的人手。

Crew Messaging and Scheduling
簡化團隊溝通方式、建立訊息群組、進行排班並分配任務。 

Planday Employee Scheduling
精簡計時工作者的管理和員工排班事宜，進而提高管理效率。 

Deputy: Shift Schedule Maker
 管理員工名單、規劃排班、與團隊溝通、審查工作情況、
管理薪資，並取得更深入的業務洞察報告，更充分地掌握
商務運作。

員工健康 
從站立提醒到達成健身目標，注重健康能讓員工全天保持健康活力和高生產力。

Challenges - Compete, Get Fit
透過團隊挑戰養成健身習慣，並與親朋好友和同事相互較勁。 

Headspace
在 app 帶領下進行冥想和正念技巧以放鬆身心，讓生活更加
平和、健康且平衡。

MyFitnessPal
設定卡路里目標、記錄日常飲食和運動情況，從今天開始改
變你的生活。

https://apps.apple.com/tw/app/crew-messaging-and-scheduling/id962124015
https://apps.apple.com/tw/app/planday-employee-scheduling/id518598166
https://apps.apple.com/tw/app/deputy-shift-schedule-maker/id477070330
https://apps.apple.com/tw/app/challenges-compete-get-fit/id1051342211
https://apps.apple.com/tw/app/headspace-meditation-sleep/id493145008
https://apps.apple.com/tw/app/myfitnesspal/id341232718


簡化 App 發布

匯聚一處，由此開始。
Apple 商務管理可供輕鬆大量尋找、購買及發布 app，以符合各種商務需求。

利用行動裝置管理 (MDM) 解決方案，即可將透過 Apple 商務管理購買的 app 輕鬆發布到位在適用國家或地區的使用者或裝
置。透過「大量採購點數」，你可使用採購單透過經銷商購買內容。Apple 商務管理可與熱門的 MDM 解決方案流暢無縫地搭
配運作，例如 Jamf、VMware 和 MobileIron。

進一步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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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pple.com/tw/business/it/


其他資源

App Store
App Store 中提供超過 235,000 款 app， 
每一款都是為了讓企業能力更強大、表現 
更出色、行動能力更優越而精心設計。

前往商務適用的 App Store ↗

Apple at Work
iPhone、iPad 和 Mac 是最佳的商務工具。
進一步了解 Apple 產品、平台、合作夥伴 
和其他資源，協助你立即開始。

進一步了解 ↗

Today at Apple
從攝影、影片到藝術和設計，透過眾多實作課
程，讓你的優異工作成果再上層樓。歡迎加入
我們，一同探索各項工具、認識多款 app，並
激發靈感來完成更多工作。

立即探索 ↗

© 2019 Apple Inc. 保留一切權利。Apple、Apple 標誌、Apple Pay、Apple Pencil、FaceTime、iPad、iPhone、Keynote、Mac、Numbers、Pages 和 Siri 是 Apple Inc. 在美國及其他國
家和地區註冊的商標。Multi-Touch (多點觸控) 是 Apple Inc. 的商標。App Store、iCloud 和 Today at Apple 是 Apple Inc. 在美國及其他國家和地區註冊的服務標章。Adobe 是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在美國和 (或) 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商標或註冊商標。IOS 是 Cisco 在美國及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商標或註冊商標，依授權規定使用。此處提及的其他產品和公司名稱可
能為其所屬公司的商標。

https://itunes.apple.com/WebObjects/MZStore.woa/wa/viewGenre?id=6000&mt=8&ls=1
https://www.apple.com/tw/business/
https://www.apple.com/tw/today/collection/business-colle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