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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at Work

Employee Choice 指南 – IT 適⽤



概覽 

保持企業競爭⼒的⼀⼤關鍵，是為員⼯提供最佳⼯作利器。  

Apple 產品⽤起來簡單直覺，卻⼜功能強⼤、安全性⾼、容易部署，因此成為商務應⽤⾸選。無論是 Mac、iPad 還是 iPhone，
所有 Apple 產品都能提供創意⽅式來解決問題，並帶來流暢的使⽤體驗，讓員⼯⽣產⼒⼤為提升。員⼯能使⽤他們熟悉且
愛⽤的⼯具時，全企業都將蒙受其利，員⼯更投⼊⼯作、樹⽴新的⾃主⽂化，也提升了留職率和忠誠度。 

積極求新的全球企業，正意識到這樣的需求，並透過員⼯⾃選的⽅式，讓旗下員⼯都能充分使⽤ Apple 產品。為了達到這項
⽬標，他們選擇了全新的模式來採⽤、採購及佈建相關技術，並以現代化⽅式，來管理完整的員⼯體驗。  

以往沿⽤的單⼀系統映像檔，搭配複雜的舊型應⽤程式，以及不連貫的⽀援流程，如今已被單⼀流程所取代，以終端使⽤者
為中⼼，對 IT 的整體影響⼤為降低。此⼀全新模式的建⽴，是以許多公司所採⾏的最佳實務為基礎，他們藉此來⽀援 
iOS，並擴⼤到涵蓋所有 Apple 產品，協助並激勵員⼯達成最佳⼯作表現。 

本指南可協助你的企業利⽤新的資源和⼯具，來建⽴ Apple at Work ⽅案，以前所未有的容易，讓所有員⼯得以選⽤ Apple 
產品。IT 團隊將能學習最佳實務，以在⼯作場所中⽀援 Apple 裝置，也了解如何在公司環境中，善⽤此⼀全新模式的優
勢。隨附的連結，則提供額外的技術資訊，以及全⽅位資源，涵蓋內部溝通、訓練和⽀援等項⽬。  

即使本指南以 IT 為主要對象，其中仍有些特定元素，可供團隊中的⼈⼒資源、採購、財務或資安業務等其他利害關係⼈
參考。員⼯⾃選裝置，也能讓這些單位獲益，因此內部同仁有志⼀同，對⽅案的成功⾄關重要。  

建⽴ Apple at Work ⽅案時，請務必與你公司的擴展 Apple 團隊攜⼿合作，歡迎透過企業經銷商，或直接與�Apple 聯繫。
你和你的團隊則須擔任中介橋梁，居間協調內部與外界的利害關係⼈，以及企業中的多個跨職能團隊。在流程⽀援⽅⾯，
這些合作夥伴擁有豐富的專業知識與經驗，還可協助你的公司隨需取得適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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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四位員⼯，有三位會選擇 Apple 
Jamf Employee Choice ⼀項新近調查顯⽰，在可⾃
選的情況下，四位員⼯當中，約有三位會選擇 Apple 
為⼯作配備2。

職場新鮮⼈偏好⾃⾝所知、所愛的事物 
PwC 的⼀項調查顯⽰，78% 的千禧世代認為在⼯作
時能運⽤個⼈喜好的科技產品，有助提⾼⼯作成效1。

可⾃選裝置的員⼯，貢獻更⼤�
根據 Gensler ⼀項⼯作場所研究的結果，員⼯若能⾃
選裝置，有可能在個⼈創新、⼯作表現和滿意度上產
⽣顯著影響3。

78%

創新度

40%

32%

表現

76%

71%

滿意度

6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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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新模式，讓員⼯上⼿使⽤ Apple 

當今的 IT 環境⽇漸複雜，⽀援 Apple 裝置的流程卻更趨簡單。Apple 的⽅案與服務，讓 IT ⼈員部署及⽀援 iOS 與 macOS 時更
為輕鬆。使⽤第三⽅所提供的裝置管理解決⽅案，搭配來⾃通路合作夥伴的各項服務，可滿⾜ IT 團隊所需的控制性與簡易度。� 

在商務領域中，全球越來越多企業選擇 Apple。從進⾏設定，到裝置的管理與⽀援，有五項原則可讓 Apple 裝置的部署更為
精簡，每位員⼯也能⾃選裝置。 

綜合這些原則，可為你的企業降低財務影響，因為 Apple 硬體具有⾼度剩餘價值，且能減少 IT 和⽀援成本。⽀出上的節省，
加上員⼯向⼼⼒與⽣產⼒潛在性的提升，這將形成有⼒的例證，讓其他⼈相信選擇 Apple 及員⼯⾃選裝置的益處。 

當你的公司，與通路合作夥伴和電信業者形成⼀個擴展性 Apple 團隊，再加上合作夥伴的⽣態系統，將能更輕鬆地採⾏此⼀
模式。企業經銷商和電信業者合作夥伴，可提供裝置管理與部署、服務台⽀援和財務⽅案，甚⾄員⼯溝通等包羅萬象的服
務，協助你的公司制訂 Apple at Work ⽅案。

個⼈化設定�
與 app 環境

共同分擔⽀援服務�
的責任

以員⼯為主的�
使⽤體驗

現代化的佈建與部署靈活的財務模式



以員⼯為主的使⽤體驗 
在許多企業組織中，⼯作場所技術應⽤的採購決策，向來是由 IT 負責，並依照企業指⽰辦理。裝置通常為預先選定、集中
訂購、⼊庫控存，⼀有需要，則⼀次發布給所有員⼯。唯⼀的替代⽅案，似乎只有 BYOD (⾃備裝置)，但這須由 IT 同時管理
⼤量不同版本的軟、硬體，同時⼜得從多個來源採購裝置，並使⽤分散的⼯具管理⼀切。  

如今更理想的替代做法，是採取企業佈建的員⼯⾃選裝置⽅案，因為員⼯對技術的要求不盡相同，對裝置類型、升級週期、
尺⼨，甚⾄顏⾊，也各有所好。IT 可透過⽀援 Apple 產品，以及實⾏⾃選 iOS 和 macOS 裝置，讓每個⼈都有機會決定適合
⾃⼰的產品，同時維持企業的標準。隨著多種新的財務模式到位，企業可維持所需的成本結構，同時仍讓每位員⼯享有所
希望的彈性。 

以員⼯為主的使⽤體驗，不再侷限於購買，⽽是延伸到溝通和⽀援等各個領域。IT 團隊應考量使⽤者的⾓⾊，讓他們親⾝
參與⽅案的設計，從⽅案應如何在公司內部推⾏，到訓練項⽬及服務台的運作等。在流程中納⼊使⽤者參與，可確保⽅案
⼀開始就能有效運作，也有助於團隊中每⼀位利害關係⼈，明確掌握⽅案的策略⽬標。 

最佳實務 
• 與使⽤ iOS 或 macOS 的員⼯分享所思，了解他們現階段在⼯作場合的親⾝體驗。這些討論內容可協助你了解有哪些團隊
與個⼈，可望成為⽅案初期的採⽤者和提倡者。 

• 與經銷商或 Apple 合作，設置以員⼯為對象的裝置⼊⼝網站，⽅便選擇設備。其中可涵蓋各式 Apple�產品和配件，並提
供⽅案動態更新，以及適⽤資格資訊。 

• 定出你可運⽤的商業規則和邏輯，來判定適⽤資格與升級頻率，或許以租賃時程為準。探索不同的付款⽅式，包括津貼，
和薪資扣抵來進⾏個⼈⽀付。 

• 為員⼯規劃完整的時程，並建⽴任何必要的溝通宣傳。指定溝通管道，讓員⼯得知⽅案的推出、⼊⼝網站的位址，以及
進⾏升級的適⽤資格。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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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讓員⼯⾃⾏選擇想使⽤
的裝置，他們不約⽽同選擇
了 Apple 產品。這些產品讓
他們⽣產⼒更為提升，⼯作
也更得⼼應⼿。」 

Robert Alexander 
CIO, Capital One

下載可供 IT 和⼈⼒資源團隊使⽤�
的資源，以製作電⼦郵件宣傳與�
員⼯⼊⼝網站。�
下載�↓

https://www.apple.com/tw/business/docs/resources/Apple_Employee_Communications_Kit.pdf


靈活的財務模式 
以往來⾃低成本 PC�供應商的競爭壓⼒，常讓技術採購⼈員以價格為技術採購的主要考量。但由於硬體穩定性不⾜，加上
⽇益增加的⽀援成本，導致這些產品往往以驚⼈速度折舊。由於 Apple 將軟、硬體設計冶於⼀爐，產品表現極度穩定，通
常在產品⽣命週期結束時，仍保有⾼度的剩餘價值。現在有越來越多公司利⽤新型租賃和財務模式，如「裝置即服務」
(device-as-a-service) 等，既可享有 Apple 產品之利，還能⼤幅降低前期成本。 

有些公司也選擇採⽤津貼模式，搭配員⼯個⼈⽀付和薪資扣抵，在裝置除役後，以租賃期滿⽅式買斷。由於公司通常希望
設下固定成本，基準線配置能達到每位員⼯的需求，同時讓員⼯更彈性靈活地依照⾃⼰掌控的週期，為喜好項⽬進⾏升級。
員⼯以個⼈投資⽅式取得這些設備，公司就能預期員⼯對裝置感受到更⾼的⾃主權，也會予以珍惜，連帶降低硬體維修成本。 

這代表著⼀種嶄新的採購和財務模式，員⼯可以選擇想購買的裝置，公司則採取流暢無間的模式，來管理每部裝置的⽣命
週期，⽽不會⼤幅增加成本。每部電腦在有效使⽤期間，都能透過相同的⽅式來管理，因此維修和舊機換新，全以⾃動⽅
式進⾏，並重新整合⾄新的租賃協議中。 

最佳實務 
• 與內部利害關係⼈合作，評估現階段員⼯設備的總持有成本，包括前期成本、剩餘價值，以及持續性的 IT ⽀援成本。在
你的⽅案中，建⽴ Apple 裝置適⽤的類似模式。 

• 和採購及財務團隊代表，⼀起探索租賃和舊機換新的選項。協助確認他們了解這個新模式的優勢，並探索個⼈⽀付⽅式的
可⾏性。 

• 與你的經銷商團隊合作，探索有哪些 Apple 新產品可隨「裝置即服務」提供。這類⽅案通常會納⼊多項產品、裝置管理
成本及⽀援項⽬來構成。 

• 與你的經銷商團隊討論，如何透過員⼯⼊⼝網站來協助訂購設備，並思考如何將薪資扣抵，整合到這個流程中。Apple 
已開發了全新的員⼯⼊⼝網站平台，可為你提供協助。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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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提⾼剩餘價值和降低⽀援成
本，讓 IBM 購買的每部 Mac 節
省達�543 美元4。

進⼀步了解如何估算成本，
並由 Apple 協助打造全新�
員⼯⼊⼝網站平台。 
聯繫我們�›

mailto:employeechoice@apple.com?subject=Employee%20Choice%20Program%20and%20TCO


現代化的佈建與部署 
以往佈建和部署 PC 的舊型模式，是以映像檔⼯作流程為中⼼，來規範企業組織的軟體標準組合。第三⽅安全軟體通常會鎖
定終端使⽤者的功能項⽬，因⽽侷限使⽤者發揮⽣產⼒的空間。隨著軟體的演進，系統映像檔的製作和維護流程⾄為費⼒，
要常保關鍵的安全更新，也因此相當不易。 

現在，Apple 產品可透過無需⼈⼯⼲預的零接觸部署⽅式發布給員⼯。IT 可透過無線⽅式，來配置並管理政策及應⽤程
式，甚⾄享有對每部裝置的更⼤掌控度。原⽣安全⼯具和軟體更新，能持續保護企業資料，且不致影響使⽤者偏好的⼯作
⽅式。員⼯可將裝置開箱、開機、視需要進⾏個⼈化設定，讓他們在後續的裝置⽣命週期中，感受更⾼的⾃主權，對裝置
也更加珍惜。 

這種現代化佈建模式能夠成功實現，要歸功於 Apple 的⾏動裝置管理 (MDM) 框架、「Apple 裝置登記⽅案」(DEP)，以及第
三⽅ MDM 解決⽅案。有了這些服務，macOS 或 iOS 裝置便能⾃動進⾏設定，完全不需透過 IT 之⼿，易於維護且能持續
遵循企業政策。許多公司已採取這個模式，在⼯作場所⽀援 iOS 裝置。現在，相同的經驗可套⽤⾄所有 Apple 產品，可⽤
來降低 IT 成本並提⾼⽣產⼒。 

最佳實務 
• 了解是否能借鏡任何現有的 iOS 部署經驗。為了充分⽀援 iOS，許多公司均已使⽤ MDM。在你為 Mac 新增⽀援時，請善
⽤這樣的經驗。 

• 評估 MDM 的不同選項，包括 Jamf、VMware 和 MobileIron 提供的解決⽅案，這些廠商同時⽀援 Mac 和 iOS。你可以根據
基礎設施和⽀援需求，判斷哪些功能最適⽤於你的企業。 

• 如果你的公司尚未使⽤「Apple 裝置登記⽅案」，請與經銷商或客務團隊討論如何啟⽤。請確保你的公司所購買的項⽬
會傳⼊ DEP 帳號，並妥善指派⾄ MDM。�

• 運⽤ macOS 與 iOS 中的原⽣安全⼯具來保護企業資料，取代第三⽅解決⽅案或容器解決⽅案。了解⽬前有哪些解決⽅案，
以及如何建構裝置管理政策。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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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macOS 裝置部署與�
管理的基礎知識。 
下載指南 ↓

了解 iOS 裝置上企業�
資料的管理流程。 
下載指南 ↓

進⼀步了解 Apple 裝置登記
⽅案，並下載指南。�
進⼀步了解 ↗

了解 iOS 裝置部署與管理
的基礎知識。�
下載指南 ↓

https://www.apple.com/tw/business/docs/resources/Managing_Devices_and_Corporate_Data_on_iOS.pdf
https://www.apple.com/tw/business/docs/site/Mac_Deployment_Overview.pdf
https://www.apple.com/tw/business/it/
https://www.apple.com/tw/business/docs/site/iOS_and_iPadOS_Deployment_Overview.pdf


個⼈化設定與 App 環境 
積極求新的企業組織，不會規定員⼯使⽤特定的應⽤程式，⽽是給予員⼯空間，為裝置進⾏個⼈化設定，並⾃⾏設計⼯作
環境，以利提升⽣產⼒。新的 app 現代化和測試進程，可協助更多企業確保 Apple 產品與關鍵企業軟體相容。 

由於 Apple 能對 Microsoft Office、Microsoft Exchange 和 Google G Suite 等核⼼ app 和服務提供強⼤的⽀援，因此所有⼈
都能輕鬆運⽤基本⼯作流程，提⾼⽣產⼒及促進合作。若員⼯能選擇使⽤⾃助⼯具，來安裝推薦的 app 或個⼈的⽣產⼒ app，
在⼯作環境中扮演參與配置的⾓⾊，最終都將帶動⽣產⼒的提升。隨著舊型的企業應⽤程式不斷現代化，擁有特定軟體需求
或細分⼯作流程的團隊，同樣也能選擇 Apple。 

由於有基本的 iOS 和 macOS 安全架構，如有需要，個⼈和⼯作資料可以並存在單⼀裝置上，保持良好區隔。雖然將所有
資料存放在 iCloud 可能有違企業政策，但許多公司仍開放 FaceTime 或 iMessage 等特定服務，並透過 MDM 管理 iCloud 的
其他設定。透明公開這些政策，能讓員⼯更了解如何保護企業資料，並避免意外洩漏。整體⽽⾔，這代表 app 與設定的⼀種
個⼈化進程，帶動員⼯⽣產⼒的提升。 

最佳實務 
• 了解現有的合作與⽣產⼒ app 如何與 macOS 及 iOS 搭配運作。與舊型 app 的開發⼈員⼀同追求現代化，但優先著重在能
為企業組織帶來最⼤影響的應⽤程式。 

• 定期推薦新的 app 或訣竅，⿎勵員⼯⾃訂⼯作環境。別讓相容性的問題拖緩部署進度。向員⼯傳達解決⽅法或替代⽅案，
根據需求來決定現代化進程的優先順序。 

• 決定員⼯如何在他們的⼯作裝置上使⽤ Apple ID 和 iCloud。避免設定全⾯禁⽌的政策，⽽是⿎勵使⽤者參與流程，讓他們
了解所涉及的⾵險。 

• 探索如何使⽤ MDM 提供的⾃助⼊⼝網站，以利為各裝置發布 app。利⽤「Apple ⼤量採購⽅案」(VPP) 來提供 App Store 
的 app，同時維持授權的持有權，⽽不會隨員⼯變更授權受到影響。  

• 確保開發⼈員團隊和員⼯在 Beta 版期間持續測試，以確保和未來發布的軟體能夠相容。讓使⽤者在推出新版軟體時，都能
將裝置和 app 保持在最新狀態。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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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員⼯在使⽤我們所提供
的⼯具時，能獲得絕佳體
驗，這可⿎勵他們盡情發
揮⽣產⼒與創新能⼒。」�

Jennifer Manry 
Vice President, Capital One

進⼀步了解 Apple ⼤量採購
⽅案，並下載指南。�
進⼀步了解 ↗

參閱幾項關鍵類別的熱⾨�
商務 app 建議。�
下載指南 ↓

進⼀步了解如何進⾏ Beta 
測試和管理軟體⽣命週期。�
下載指南 ↓

https://www.apple.com/tw/business/docs/resources/Apple_Lifecycle_Management.pdf
https://www.apple.com/tw/business/docs/resources/Apps_in_Business_Getting_Started_Guide.pdf
https://www.apple.com/tw/business/it/


共同分擔⽀援服務的責任 
在傳統的 PC 環境中，員⼯⼀遇到問題，通常會由 IT 服務台⽀援來處理，因為企業員⼯，⼤多未曾參與挑選或設定裝置的
過程。⽽由於硬體與軟體不⼀定總是穩定可靠，企業組織常會碰上問題，停機狀況屢⾒不鮮。反之，員⼯喜愛 Apple 產品，
可能也對 Apple 產品更感熟悉，也更有可能⾃⾏處理問題。領先群倫的硬體與軟體，還能確保降低員⼯尋求 IT ⽀援的機率，
員⼯真的需要協助時，重新定焦的服務台⽀援也能⿎勵他們⾃主學習與成⾧。�

除了與 AppleCare 整合的服務台⽀援以外，運⽤⾃助式⽀援已是最佳⽅式，在企業內部提供以使⽤者為中⼼的⽀援⽅案。
這並不表⽰，⼀切就此交由⾃助⽀援 Wiki 與⽂件來進⾏；這所代表的，是⿎勵使⽤者參與流程，讓他們在求助之前，先初
步了解問題所在。這也意味著，要重新思考服務台⽀援的運作機制。每⼀張⽀援提報單，都應以協助使⽤者解決問題為⽬
標，並以滿意度為主要指標。 

共同分擔⽀援服務的責任，有助於減少員⼯停機時間，就⽀援成本和⼈員⽽⾔，也減少了總體⾜跡。企業組織若有更多需
求，AppleCare ⽅案還能與其內部⽀援結構搭配運作。許多的員⼯技術主題，都可交由 AppleCare 處理，讓公司的服務台⽀
援，專注處理企業的特定問題。為你的 IT 團隊提供⽀援，能有效協助他們了解如何整合 Apple 產品，且隨需取得額外的協
助。 

最佳實務 
• 善⽤ Apple 產品的現有⽀援⽂件，同時建⽴訓練專⽤的內部網站和 Wiki。探索 Apple 的⼊⾨指南，它們針對 iOS 與 macOS 
關鍵功能和應⽤程式，提供各種訓練內容。 

• 透過討論區或親⾝⽀援，建⽴同儕社群。為擔任⽅案提倡者的員⼯提供⽀援，可以協助彙整特定⼯作群組的意⾒回饋，
並⿎勵員⼯在有需要時，透過適當管道取得協助。 

• 思考如何針對 iOS 與 macOS�裝置，招募和建⽴ Apple 專⽤⽀援服務台。將優先順序的重⼼，轉移⾄如何提升顧客滿意度，
並將常⾒的提報單，轉由核⼼裝置管理⼯程團隊來負責。 

• 思考如何透過實體服務台或技術諮詢櫃檯，擴⼤電話⽀援服務。讓技術⼈員有能⼒處理軟、硬體問題，以及發布配件。
在新裝置的部署或升級期間，考慮採⽤⼀套暫時設定。 

• 探索各種 AppleCare ⽅案，了解有哪些功能可能對你⾄為重要。明確了解 AppleCare 團隊能為公司員⼯提供哪些⽀援，
⽽公司的 IT 團隊⼜能如何⼀併運⽤企業版 AppleCare 等服務。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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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在 IBM，僅 5% 的 Mac 使⽤者需要技術�
⽀援，PC 使⽤者約有 40%4。

5%
Mac 使⽤者

PC 使⽤者

⿎勵員⼯善⽤ Apple ⽀援�
網站和 app。�
進⼀步了解 ↗

進⼀步了解 IT 適⽤的�
AppleCare�⽀援⽅案。�
進⼀步了解 ↗

https://www.apple.com/tw/support/professional/
https://support.apple.com/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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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使⽤ 

現在，你已了解如何透過新的模式讓員⼯使⽤ Apple，也掌握實施⽅案的各種最佳實務，接下來須了解的，則是如何著⼿
推⾏ Apple at Work ⽅案。公司合宜地實施新模式之前，你的 IT 團隊必須能就 Apple 產品的部署和⽀援，進⾏⾯⾯俱到的
管理。  

近⼗年來，已有許多公司⽀援員⼯使⽤ iOS 裝置。現在，這些公司⽤來⽀援 iOS 的同⼀套最佳實務和原則，可以放諸四海
皆準，讓員⼯都有機會使⽤ Mac。 

建⽴你公司的專屬⽅案，有三個基本步驟。

1 
• 做好準備 
• 召集⽅案團隊 
• 評估基礎設施

2 
• 建⽴管理解決⽅案�
• 完成安全檢查�
• 測試你的部署⼯作流程

3 
• 準備推⾏�
• 持續提升�
• 廣為宣傳



做好準備�
勾勒⽅案的願景，釐清你的企業為什麼要採⽤ Apple 技術及員⼯⾃選裝置。在流程進⾏期間，向各個團隊講述此⼀願
景。建⽴專案時間表，設定⽬標與⾥程碑，以訂出各階段時程，這包括何時辦理試⾏計畫，需要多⾧時間，以擴⼤到企業
內部的其他單位。�

召集⽅案團隊 
許多團隊會先指定⼀位決策階層贊助者。在 IT 部⾨中，分別選出⽅案負責⼈與專案主管，接著召集⼈員擔任技術架構師、
安全主管與其他⼯程相關職務，組成完整的執⾏團隊。  

這個團隊應廣納其他⾮ IT 單位的代表，如⼈⼒資源、財務和採購，以及經銷商、合作夥伴或廠商團隊的技術主管。員⼯應
在流程中扮演⾓⾊，並從⽅案之初，就能參與其中。與⽬前的使⽤者分享所思，請他們在⽅案過程中，持續提供意⾒回饋。 

評估基礎設施 
任何 Apple at Work ⽅案，都不能缺少完善的基礎設施。由於 macOS 和 iOS ⽀援許多相同的標準，因此你的企業環境可能
已能⽀援 Apple 裝置。⾸先，請評估你⽬前的企業基礎設施。分析公司現有的 Wi-Fi 和 VPN 解決⽅案，如何與 macOS、
iOS，以及 Microsoft Exchange 和 Active Directory 等其他服務搭配運作。  

測試核⼼⽣產⼒和合作 app，以及⼯作流程，確認能滿⾜多數使⽤者執⾏重要⼯作時的需求。確保可與廣為使⽤的內部 app 
相容，例如企業⽬錄、內部網路等。接下來，分析在少數使⽤者群體中可能出現的舊型 app 相容性問題，再根據需求，排定
現代化措施的優先順序。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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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Apple 專業服務，以利評估現有�
基礎設施，並取得整合⽅⾯的協助。�
聯繫我們 ›

1

mailto:consultingservices@apple.com


建⽴管理解決⽅案�
Jamf、VMware 和 MobileIron 等協⼒廠商，提供了多元選擇的裝置管理解決⽅案。雖然 macOS 與 iOS 共⽤許多相同的裝置
管理框架，但這些解決⽅案在管理功能、作業系統⽀援、價格結構，以及代管模式上會有些許不同。在整合、訓練與⽀援
⽅⾯，也可能提供不同層級的服務。 

選定解決⽅案後，IT 團隊便能輕鬆建⽴描述檔，來管理使⽤者帳號、配置系統設定、強制執⾏取⽤限制，以及設定密碼政
策，這些操作，都能透過單⼀裝置管理解決⽅案來進⾏。IT ⼈員可將 macOS 與 iOS 裝置安全登記到企業環境中，以無線⽅
式來配置與更新設定，還能部署 app、監控政策合規度、查詢裝置，以及遠端清除或鎖定受控裝置。 

完成安全檢查 
確定了管理解決⽅案之後，接著需要制訂安全性策略，並在企業內部會同安全主管進⾏檢查。macOS 與 iOS 的設計，已搭
載許多先進的安全功能，你可先⾏了解各種不同的內建功能，以利持續監控、加密，以及更新每部裝置。 

與相關內部團隊⼀起參考 Apple 的基礎安全技術和服務說明⽂件，讓他們了解平台的內建功能，以及如何在環境中採⽤不同
的功能。定義管理解決⽅案內使⽤的⼯具和政策，以保障每部�macOS 與 iOS�裝置及企業資料的安全。佈建裝置後，該團隊
還須持續性地監控和更新政策。 

測試你的部署⼯作流程�
有了管理解決⽅案和安全性政策，你現在就能測試部署⼯作流程，檢視任何問題。演練各種運作情境，將不同的使⽤者位
置、裝置配置，或 app 和基礎設施異常，皆納⼊考量。向選擇 Apple 裝置的新進員⼯，以及決定將現有裝置移轉⾄ Apple 
的員⼯，請教他們的使⽤經驗。記錄關鍵問題，並確保服務台⽀援團隊可隨時提供協助。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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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部署 Apple 產品的深⼊�
技術資訊。�
macOS 部署參考 ↗
iOS 部署參考 ↗

了解 iOS 與 Apple 服務的�
內建安全技術。�
下載指南 ↓

https://support.apple.com/zh-tw/guide/deployment-reference-macos/welcome/web
https://support.apple.com/zh-tw/guide/deployment-reference-ios/welcome/web
https://support.apple.com/zh-tw/guide/security/welcome/web


準備推⾏ 
在測試完成後，接下來就是規劃內部的部署作業。在發布 Apple 產品之前，可使⽤部落格⽂章或影⽚來引起興趣，同時估
測相關需求。清楚地溝通不同裝置的適⽤資格與選項，包括價格和成本資訊，讓採⽤個⼈⽀付⽅式的團隊或個⼈能夠掌握
這些資訊。最後，定義各項成功指標，也可考慮對使⽤者進⾏意⾒調查，評測基本的員⼯滿意度或⽣產⼒之後，再正式推⾏
⽅案。 

持續提升 
推⾏之後，公司的⼯程團隊應持續監控服務台⽀援的活動，以了解是否有任何需進⾏的調整，並視需要開發新的解決⽅案。
請繼續在內部推廣⽅案，讓各單位部⾨都能體認員⼯⾃選裝置的價值，以及對公司的影響。務必提供現有使⽤者訓練和⽀援
所需的⼯具，為⽅案的成功奠定基礎。持續提供⽅案的最新動態，以及任何新推出的資源、訣竅或應⽤程式。在內部對各套
作業系統的新版本進⾏測試時，持續不斷地監控是否有相容性問題，並與各個舊型系統的負責⼈⼀同追求現代化。 

廣為宣傳 
⼀切步上軌道，開始運作之後，請繼續進⾏宣傳，以員⼯和執⾏領導階層為對象，介紹⽅案精神，以及對企業組織的影響。
公司可考慮對外為潛在員⼯宣傳這項⽅案，以吸引頂尖⼈才前來。採⽤員⼯滿意度或⽣產⼒等附加績效指標測量，來展現
⽅案的影響⼒。⽅案規模持續擴⼤的同時，請蒐集並監控服務台⽀援的提報單數量、常⾒問題、整體成本等相關數據，這
有助於形成例證，決定未來投資或成⾧的趨勢。最後，邀請你的經銷商和擴展的 Apple 團隊加⼊，協助其他企業了解你們
如何克服各種挑戰，讓他們透過你的成功故事，⾒賢思⿑。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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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可供 IT 和⼈⼒資源團隊�
使⽤的資源，以製作電⼦郵件�
宣傳與員⼯⼊⼝網站。�
下載 ↓

探索各種資源，協助員⼯和 IT�
團隊進⼀步使⽤ Apple 產品。�
進⼀步了解 ↗

https://www.apple.com/tw/business/docs/resources/Apple_Employee_Communications_Kit.pdf
https://www.apple.com/tw/business/a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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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從⼯作場所開始導⼊技術運⽤，IT 擔任裝置和平台管理的⾓⾊，即越來越具挑戰性。⽇益複雜的環境，需要⾼複雜
度的解決⽅案。然⽽有了員⼯⾃選裝置的全新模式，以 Apple 進⾏標準化，可說前所未有地容易。 

Apple 的技術可讓員⼯隨時隨地，以任何⽅式來⼯作，快速流暢地進⾏協作和共享。透過你專屬的 Apple at Work ⽅
案，公司可核准及採⽤ Apple 產品以供全⾯使⽤，讓員⼯如虎添翼，無論個⼈或⼯作都能⼤放異彩。 

有了這些最佳實務為後盾，更有 Apple、經銷商與合作夥伴群策群⼒，你的企業已經蓄勢待發，成功推⾏整個⽅案。
我們期待各位⽴即⾏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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