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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概覽 
「Apple 商務管理」是⼀個網⾴式⼊⼝網站，可供 IT 管理者集中⼀處完成 
iPhone、iPad、iPod touch、Apple TV 和 Mac 的部署作業。它能與你的⾏動裝置
管理 (MDM) 解決⽅案完美流暢地搭配運作，以⾃動進⾏裝置部署、購買 app 並
發布內容，以及為員⼯建⽴管理式 Apple ID。 

裝置註冊計劃 (DEP) 和⼤量採購計劃 (VPP) 現已完全整合⾄「Apple 商務管理」，
企業組織在部署 Apple 裝置時所需的⼀切，盡皆匯集於此。從 2019 年 12 ⽉ 1 ⽇
起，這些計劃將停⽌提供。 

裝置 
「Apple 商務管理」能⾃動進⾏裝置註冊，透過快速精簡的⽅式，讓組織部署公
司持有的 Apple 裝置並註冊到 MDM，無須實際接觸或準備每部裝置。 

• 簡化「設定輔助程式」中的步驟，為使⽤者精簡設定流程，確保員⼯⼀啟⽤裝
置，⼀切皆已配置就緒。IT 團隊現在可為員⼯提供同意書⽂字、公司品牌訊息
或新式認證，進⼀步⾃訂整個體驗。 

• 利⽤監管功能，對公司持有的裝置進⾏更⾼階的控管，這項功能提供了其他部
署模式沒有的額外裝置管理控制項⽬，包括不可移除的 MDM。 

• 根據裝置類型來設定預設伺服器，藉此簡化預設 MDM 伺服器的管理⽅式。且
現在無論 iPhone、iPad 與 Apple TV 購⾃何處，均可使⽤ Apple Configurator 2 
進⾏⼿動註冊。  

內容 
「Apple 商務管理」可讓組織輕鬆地⼤量購買內容。無論⼯作團隊使⽤的是 
iPhone、iPad 或 Mac，你都能透過靈活安全的選項，發布適⽤於⼯作的精彩內容。 

• ⼤量購買 app 和⾃訂 app，包括你在內部開發的 app。在不同位置之間輕鬆轉
移 app 授權，並與同⼀位置的購買者共⽤授權。還可透過 MDM 檢視經統整的
購買記錄列表，包括⽬前使⽤中的授權數量。 

• 將 app 直接發布給受控裝置或授權使⽤者，並輕鬆追蹤哪些內容已指派給哪位使
⽤者或哪部裝置。使⽤受控的發布⽅式，控管整個發布流程，同時保有 app 的完
整持有權。裝置或使⽤者不再需要的 app 可以撤銷，再於組織內部重新指派。  

• 提供多種付款⽅式，包括信⽤卡與訂單。組織可以直接透過 Apple 或 Apple 授
權經銷商，以當地貨幣購買特定⾦額的「⼤量採購點數」(如適⽤)，這些點數
會以電⼦⽅式傳送給帳號持有者，讓他們做為商店點數使⽤。 

• App 可以發布⾄適⽤國家或地區中的任何使⽤者或裝置，讓組織得以進⾏跨
國發布。開發者可透過標準的 App Store 發布流程，讓 app 在多個國家或地
區上架。 

附註：某些國家或地區未在「Apple 商務管理」中提供購買書籍的功能。若要了
解各國家或地區提供的功能與購買⽅式，請參閱 support.apple.com/zh-tw/
HT207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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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成員 
「Apple 商務管理」可讓組織為員⼯建⽴並管理帳號，這些帳號能與現有基礎架
構整合，並可供存取 Apple 的 app 與服務，以及「Apple 商務管理」。 

• 為員⼯建⽴管理式 Apple ID，讓他們透過 Apple app 與服務協同合作，並在使
⽤「iCloud 雲碟」的受控 app 中存取公司資料。這些帳號都由各組織所持有並
控管。 

• 將「Apple 商務管理」連結到 Microsoft Azure Active Directory 來使⽤聯合認
證。每位員⼯⾸次在相容的 Apple 裝置上使⽤現有憑證登⼊時，管理式 Apple 
ID 就會⾃動建⽴。 

• 藉由 iOS 13、iPadOS 和 macOS Catalina 新加⼊的「使⽤者註冊」功能，在員
⼯持有的裝置上同時使⽤管理式 Apple ID 與個⼈ Apple ID。此外，管理式 
Apple ID 可以在任何裝置上，做為主要且唯⼀的 Apple ID 使⽤。它在⾸次登⼊ 
Apple 裝置後，也可以透過網⾴存取 iCloud。 

• 在「Apple 商務管理」中為組織內的 IT 團隊指定其他職務，以便有效管理裝
置、app 與帳號。如有需要，可使⽤「管理員」職務來接受條款與約定，若員
⼯離職，也可以輕鬆移交職務。 

附註：「使⽤者註冊」⽬前不⽀援使⽤「iCloud 雲碟」。管理式 Apple ID 為裝置
唯⼀的 Apple ID 時，⽅可搭配「iCloud 雲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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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使⽤

開始使⽤ 
註冊 Apple 商務管理 
註冊程序相當簡單，只需幾分鐘即可完成，你很快就能開始使⽤「Apple 商務管
理」。根據服務條款與約定，任何企業都具備參與資格。Apple 保留可決定各企
業組織的計劃參與資格之權利。  

若要開始，請先完成線上註冊流程，並提供你的組織相關資訊，包括公司名稱、
電話號碼，以及有效的鄧⽩⽒環球編碼 (D-U-N-S Number)。鄧⽩⽒環球編碼由 
Dun & Bradstreet (D&B) 核發給符合資格的企業，並由 D&B 資料庫維護。 

請按⼀下這裡查詢現有的鄧⽩⽒環球編碼，或申請新的編碼。Apple 會使⽤ D&B 
資料庫交叉查核計劃註冊者。如果你提供的資訊有任何部分與 D&B 所記錄的資訊
不符，系統會發送通知，請你查看並修正資訊。如果你認為所提供的資訊正確無
誤，請聯絡 D&B，確認其資料庫記錄為最新狀態。 

你會需要提供與所屬企業相關聯的電⼦郵件地址。系統不受理 Gmail 或 Yahoo 
Mail 等消費者電⼦郵件地址。與此電⼦郵件地址相關聯的帳號，會成為「Apple 
商務管理」的初始管理員，且無法與現有的 Apple ID 或任何其他 Apple 服務建⽴
關聯。  

請提供⼀位驗證聯絡⼈，該⼈員須能確認初始網站管理員，同時確認他們已獲授
權，可約束你的組織遵守「Apple 商務管理」的條款與約定。該管理員也將負責代
表你的公司接受條款與約定，並設定其他管理員來管理服務。 

Apple 會審核你透過計劃註冊表格所提交的資訊。審核過程中，在你的註冊通過
核准之前，Apple 可能會透過電話或電⼦郵件，要求你與驗證聯絡⼈提供其他資
訊。請確認電⼦郵件過濾功能允許接收所有 apple.com 網域傳⼊的郵件。也請儘
速回覆任何未接來電或電⼦郵件，以順利完成註冊流程。  

企業通過核准後，驗證聯絡⼈會收到電⼦郵件，要求他們確認初始管理員或委派
管理權限。確認完成後，Apple 會要求管理員建⽴初始管理員的管理式 Apple ID，
並同意「Apple 商務管理」協議與任何其他條款與約定。 

Apple 商務管理 2019 年 10 ⽉ 4

https://support.dnb.com/?cust=appleabm


開始使⽤

升級到 Apple 商務管理 
若你的組織⽬前是使⽤舊版的裝置註冊計劃或⼤量採購計劃，請於 2019 年 12 ⽉ 
1 ⽇前升級到「Apple 商務管理」。更多資訊請參閱 support.apple.com/zh-tw/
HT208817 

若你的組織已在 Apple 部署⽅案中註冊，你可以使⽤ Apple 部署⽅案代理⼈帳號
登⼊ deploy.apple.com，然後依照螢幕上的指⽰來進⾏升級。升級流程只需幾分
鐘就能完成。進⾏升級後，「Apple 商務管理」將擁有你的帳號、MDM 伺服器、
裝置、伺服器代碼、裝置訂單，以及其他與你的帳號相關聯的項⽬。 

你的組織可能擁有⼀或多個不同的 VPP 帳號。 如果你在升級⾄「Apple 商務管
理」時未將某些 VPP 購買者加⼊，請參閱 support.apple.com/zh-tw/HT208817，
了解如何邀請他們加⼊「Apple 商務管理」。 

升級到「Apple 商務管理」後，你將無法再存取 Apple 部署⽅案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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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配置 
當你的組織在「Apple 商務管理」完成註冊後，你即可加⼊其他帳號、輸⼊購買
資訊並指派職務，開始管理裝置與內容。 

建⽴其他管理員並指派職務  
初始管理員會在⾸次登⼊時收到系統提⽰，表⽰⽬前只有⼀個管理員帳號。若要
建⽴其他管理員：  

1. 按⼀下側邊欄中的「帳號」。 

2. 按⼀下視窗上⽅的「新增帳號」按鈕。 

3. 輸⼊必要資訊，包括名字與姓⽒、管理式 Apple ID，管理員職務與所在位置，
以及電⼦郵件地址。 

4. 如有需要，請輸⼊中間名 (可略)。 

5. 按⼀下視窗右下⾓的「儲存」。 

每個「Apple 商務管理」帳號都會被指派⼀或多個職務，⽤以界定帳號使⽤者所能
執⾏的任務。例如，某個帳號可能同時擁有裝置經理和內容經理兩個職務。  

此外，某些職務可以管理其他職務。例如，擔任成員經理職務的帳號，可以管理
擔任內容經理職務的帳號。因此成員經理也能經⼿購買 app。建⽴帳號與指派權
限之前，建議你先規劃各個職務的指派，並查看職務類型。 

配置聯合認證 
你可以使⽤聯合認證功能，將「Apple 商務管理」連結到你的 Microsoft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D) 實例，如此⼀來，你組織內的使⽤者即可將他們的 
Microsoft Azure AD 使⽤者名稱與密碼做為管理式 Apple ID。之後他們就能使⽤
⾃⼰的 Microsoft Azure AD 憑證，來登⼊相容的 Apple 裝置，甚⾄是網路上的 
iCloud。若要開始進⾏： 

1. 在「Apple 商務管理」中，使⽤具有管理員或成員經理職務的帳號登⼊。  

2. 前往「設定」下⽅的「帳號」，在「聯合認證」區段按⼀下「編輯」，然後按
⼀下「連線」。 

3. 使⽤具有 Microsoft Azure AD 全域管理員、應⽤程式管理員或雲端應⽤程式管
理員等管理職務的帳號，選取「登⼊ Microsoft Azure」。  

4. 輸⼊要使⽤的網域名稱。只有尚未被其他組織申請的網域才能加⼊聯合認證。 

5. 選取「打開 Microsoft 登⼊視窗」，輸⼊上⼀步驟所指定網域中的 Microsoft 
Azure AD 全域管理員、應⽤程式管理員或雲端應⽤程式管理員帳號的憑證。  

配置聯合認證時，「Apple 商務管理」會進⾏檢查，了解你的網域名稱是否已為
任何現有的 Apple ID 所使⽤。如果有⼈所⽤的 Apple ID 包含你要使⽤的網域，必
須由該使⽤者收回該 Apple ID 使⽤者名稱，才能供你的組織使⽤。更多資訊請參
閱 support.apple.com/zh-tw/HT209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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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現有的管理式 Apple ID，你可以更改其詳細資訊以符合聯合認證網域和使⽤者
名稱，再將這些 Apple ID 移轉⾄聯合認證。若有其他組織的管理式 Apple ID 使⽤
了你想⽤的網域，Apple 會調查該網域為哪個組織所有，並在調查結束時通知你。
如果有⼀個以上的組織合法擁有該網域，則任何組織皆無法將它加⼊聯合認證。 

使⽤管理員帳號成功登⼊，並檢查過使⽤者名稱衝突後，你可以依照下列步驟開
啟聯合認證功能：  

1. 在「Apple 商務管理」中，使⽤具有管理員或成員經理職務的帳號登⼊。 

2. 在側邊欄底部選擇「設定」，選擇「帳號」，然後在「聯合認證」區段中選擇
「編輯」。 

3. 為已成功加⼊「Apple 商務管理」的網域開啟聯合認證。 

如需更多關於使⽤ Microsoft Azure AD 設定聯合認證的資訊，請參閱�
《Apple 商務管理使⽤⼿冊》：support.apple.com/zh-tw/guide/apple-business-
manager/welcome/web。 

輸⼊購買資訊 
若要使⽤⾃動化裝置註冊，請務必先檢視並更新裝置購買⽅式的相關資訊。請選
擇「裝置管理設定」，然後加⼊你的 Apple 顧客編號或經銷商 ID。如果你的組織
是直接向 Apple 以及參與計劃的 Apple 授權經銷商或電信業者購買裝置，你必須
同時輸⼊你的 Apple 顧客編號與經銷商的經銷商 ID。 

• Apple 顧客編號。若你是直接向 Apple 購買硬體或軟體，你的組織將獲得⼀組
帳號編號。將符合條件的訂單與裝置連結到「Apple 商務管理」時，需要使⽤
這組編號。若不清楚這組編號，請洽詢你的採購代理⼈或財務部⾨。你的組織
可能擁有不只⼀個 Apple 顧客編號，你可以在獲得核准後，將這些編號加⼊
「Apple 商務管理」。  

• 組織 ID。註冊計劃之後，系統會為你指派⼀個組織 ID，你可以在「Apple 商務
管理」的「設定」區段找到這項資訊。如果你是向參與計劃的 Apple 授權經銷
商或電信業者購買 Apple 裝置，你需要向經銷商或電信業者提供這個編號，才
能將購買的裝置註冊⾄「Apple 商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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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銷商 ID。若你的硬體或軟體是直接購⾃參與計劃的 Apple 授權經銷商或電信
業者，則需要提供經銷商的經銷商 ID。如果不知道這個編號，請洽詢你的經銷
商。若是向多家經銷商分別購買，請分別輸⼊各家經銷商的經銷商 ID。你必須
將組織 ID 提供給經銷商，以便他們提交你購買的裝置。若要在「Apple 商務管
理」中註冊裝置，僅提供經銷商 ID 是不夠的。  

• App。若要購買 app，請前往「設定」下⽅的「App」。依照所述步驟同意
「App」的條款，並更新帳單資訊。你也可以在「App」設定中檢視購買記
錄，並在不同位置之間轉移購買項⽬。 

管理裝置指派 
「Apple 商務管理」整合了裝置註冊計劃 (DEP) 的所有現有功能。此外，現可依
裝置類型來設定 MDM 伺服器為預設伺服器，因此你可將⼀部伺服器設為 Mac 的
預設伺服器，另設⼀部為 iPhone 與 iPad 的預設伺服器。 

連結你的 MDM 解決⽅案。若要連結 MDM 解決⽅案，請前往「設定」>「裝置管
理設定」，你將與你的單部或多部 MDM 伺服器建⽴連結。「Apple 商務管理」中
所列的伺服器，均連結⾄你的實體 MDM 伺服器。你可以隨時新增伺服器。 

若要新增 MDM 伺服器，請提供名稱與授權資訊。每部伺服器都必須知會 Apple 
並經過授權，才能管理你的裝置。為以安全的⽅式授權 MDM 伺服器，系統會採
⽤雙步驟驗證流程。你的 MDM 廠商可以針對實作的具體細節提供說明⽂件。  

指派裝置。你可依照訂單編號或序號，將裝置指派給伺服器。只有符合資格的裝
置，才能在計劃網站上指派給 MDM 伺服器。  

你可依訂單編號或序號，搜尋 2011 年 3 ⽉ 1 ⽇之後直接向 Apple 發送的訂單。
若是向參與計劃的 Apple 授權經銷商或電信業者下單，回溯期則以經銷商所訂時
間為準。你的訂單由經銷商成功發布到「Apple 商務管理」後的 24 ⼩時內，就會
出現在「Apple 商務管理」中。 

你也可以下載逗號分隔值 (CSV) 檔案，檢視特定單張或多張訂單中所有裝置的完
整列表。CSV 檔案裡的裝置會依序號逐⼀列出。你可以在訂單欄位中輸⼊「全部
可⽤」，以查看所有可⽤裝置的完整列表。只要指定某部 MDM 伺服器做為預設
伺服器，即可⾃動將新購買的裝置指派給它。  

如果你的裝置並⾮向 Apple 或是參與計劃的 Apple 授權經銷商或電信業者購買，
則可透過 Apple Configurator 2 將它們加進「Apple 商務管理」。透過⼿動⽅式註
冊的裝置就如同任何其他已註冊的裝置，會受到強制監管並註冊到 MDM。不過，
使⽤者可以在為期 30 天的試⽤期中，從註冊、監管和 MDM 中將裝置移除。 

進⼀步了解如何⼿動註冊裝置：support.apple.com/zh-tw/guide/apple-
configurator-2/cad99bc2a859/mac。 

附註：根據協議條款，已售出、遺失或退回給經銷商的裝置，或是已不再提供服
務的裝置，均應使⽤「Apple 商務管理」從組織的受控裝置列表中永久移除。不
過，裝置⼀經移除，即無法再重新加⼊，透過 Apple Configurator 2 ⼿動註冊的
⽀援裝置則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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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指派情況。設定 MDM 伺服器並指派裝置給伺服器之後，你可就幾個⾯向來
檢視裝置指派情況，包括：  

• 指派⽇期 

• 訂單編號  

• 被指派裝置的 MDM 伺服器名稱  

• 裝置總數量 (依裝置類型列出)  

購買內容 
「Apple 商務管理」提供了相當簡便的購買流程。你可以搜尋內容、指定想要購
買的數量，並使⽤公司信⽤卡快速完成交易。 

搜尋 app。若要縮⼩搜尋範圍，請選擇 iOS 和 iPadOS app、Mac app 等媒體類
型。按⼀下「類別」下拉式選單，即可依類別尋找 app。可同時⽤於 iPhone 與 
iPad 的通⽤ app，會以通⽤符號予以標⽰。 

輸⼊數量。找到感興趣的內容後，請選擇搜尋列表中的名稱，查看內容詳細資
料，然後輸⼊想要購買的數量。 

發布與下載內容 
採⽤受控的發布⽅式時，你可以利⽤ MDM 解決⽅案或 Apple Configurator 2 來管
理 app 的發布。 

連結你的 MDM 解決⽅案。若要使⽤ MDM 發布內容，你必須先以⼀組安全的代
碼，將 MDM 解決⽅案連結到「Apple 商務管理」中的位置。下載代碼時，請前
往「設定」>「App」，並選擇正確的位置代碼。將此代碼上傳到你的 MDM 伺服
器，以建⽴連結。
附註：安全代碼的效期為⼀年。  

如果你使⽤ Apple Configurator 2 來管理裝置與內容，只需透過「帳號」選單以
適⽤的內容經理帳號登⼊。在 iOS 10 及 macOS Sierra 和後續版本中，這個⽅法
可讓你將 app 預先載⼊所有部署的裝置，藉此節省時間與網路頻寬。  

連結到 MDM 伺服器後，你就能使⽤多種⽅式，將 app (包括新指派的 app 與 
app 更新項⽬) 指派給裝置和使⽤者，即使 App Store 已停⽤也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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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app 指派到裝置。如果你的組織需保有受控裝置和內容的完整控制權，或是難
以讓每名使⽤者都取得 Apple ID，你可使⽤ MDM 解決⽅案或 Apple 
Configurator 2，將 app 直接指派到裝置。當 app 指派到裝置之後，會透過 
MDM 推播⾄該裝置，或透過 Apple Configurator 2 加⼊，無須另⾏發送邀請。該
裝置的所有使⽤者，都能取⽤該 app。若要指派 app 給裝置，你需要針對個別裝
置取得受控的發布⽅式授權。  

指派 app 給使⽤者。使⽤你的 MDM 解決⽅案，以電⼦郵件或推播通知訊息來邀
請使⽤者。接受邀請的使⽤者，則以個⼈ Apple ID 登⼊他們的裝置。儘管公司可
以指派 app ⾄使⽤者的 Apple ID，這些 Apple ID 仍可保有完整的隱私，管理員無
從查看。使⽤者同意邀請並接受條款與約定後，就會連結到你的 MDM 伺服器，
並能下載所指派的 app。或者，你也可以在無提⽰訊息的情況下，於受監管的 
iOS 和 iPadOS 裝置上安裝 app。所指派的 app 會⾃動出現在使⽤者所有裝置上
等候下載，無須額外的操作或費⽤。若要指派 app 給使⽤者，你需要為個別使⽤
者取得受控的發布⽅式授權。  

附註：如果你之前將 app 指派給使⽤者，MDM 解決⽅案可在不發出提⽰訊息的
情況下，將指派給個別使⽤者的項⽬，移轉為指派給個別裝置的形式。裝置必須
註冊⾄ MDM 解決⽅案。請參閱你的 MDM 解決⽅案⽂件以取得所需⽀援。  

撤銷與重新指派 app。當裝置或使⽤者不再需要你指派的 app，你可將它撤銷，
並重新指派給其他裝置或使⽤者。若 app 是指派給使⽤者，使⽤者將有機會購⼊
供個⼈使⽤。如果 app 是以受控 app 的形式，透過 MDM 部署到 iOS 或 iPadOS 
裝置，管理員還可以選擇⽴即移除 app 和所有資料。在這種情況下，最佳實務做
法是在將 app 從使⽤者裝置移除之前，先通知使⽤者或給予寬限期。  

關於 App 指派的重要資訊  
只要 app 於裝置所在國家或地區內的 App Store 上架販售，管理員即可將該 app 
指派給裝置。舉例來說，若 app 是使⽤美國的帳號購買，只要該 app 有在法國的 
App Store 上架販售，即可指派給在法國的裝置或使⽤者。  

你可使⽤ MDM 解決⽅案來指派 app 給使⽤者，其裝置須執⾏ iOS 7 或後續版
本，以及 macOS 10.9 或後續版本。你須使⽤ iOS 9 或後續版本，以及 macOS 
10.10 或後續版本，才能在沒有 Apple ID 的情況下，將 app 直接指派給裝置。  

購買與發布⾃訂 App 
只要與第三⽅開發者合作，你就能擁有根據業務需求量⾝打造的專屬 iOS 和 
iPadOS app，並可將這些 app 與 App Store 上現成的 app ⼀起⼤規模發布給所屬
組織，讓 iPhone 與 iPad 發揮更廣泛的⽤途。無論是將開發⼯作外包給獨⽴承包
商或開發商，或是在內部發布⾃⾏開發的 app，對你和組織⽽⾔，發布⾃訂 app 
最簡單的⽅式，就是透過「Apple 商務管理」。  

為你的企業量⾝打造的⾃訂 app，僅會提供給你們專⽤；其他組織皆無法看到或取
得這些⾃訂 app，確保整個交易兼顧安全與隱私。⾃訂 app 會先經過 Apple 審核，
才提供⾄你的帳號，因此這些 app 皆確保通過技術核驗，能提供優質的表現。⾃訂 
app 的價格由開發者擬訂，或是指定以免額外付費⽅式提供。  

若要製作⾃訂 app，常⾒的做法包括在使⽤者介⾯中置⼊公司品牌，或加⼊與業
務流程或⼯作流程有關的專屬功能。開發者也能針對你的環境加⼊特定配置，�
或加⼊為商務合作夥伴、經銷商或加盟店量⾝打造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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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開發者合作。⾸先，請與開發者聯絡。開發者若已註冊加⼊ Apple Developer 
Program，並已同意最新的計劃授權協議，就可以透過 App Connect 提交 app 來
發布⾃訂 app。如果你屬意的開發者或商務合作夥伴並未註冊 Apple Developer 
Program，可以請他們前往 developer.apple.com/programs 進⾏註冊。開發者將 
app 製作完成並確認你是授權購買者之後，可以免額外付費提供這款 app，或為
你訂定專屬價格。請為你的開發者提供你在「Apple 商務管理」中的組織 ID，或
管理員的管理式 Apple ID。 

與內部 app 開發者合作。對於內部開發的 app，請使⽤上⽅所述的相同⽅式，�
將⾃訂 app 發布給你的所屬組織。此做法無須使⽤ Developer Enterprise 
Program，⽽且你的 app 還可以利⽤ App Store 的進階功能，如 app 瘦⾝、數據
分析等等。另外，和 Developer Enterprise Program 不同的是，你不必為了發布
⽽更新並維護憑證。 

取得⾃訂 app。你的開發者會需要將⾃訂 app 與組織建⽴關聯，並會在 app 可供下
載時發出通知。開發者需要你的組織 ID 才能完成此步驟，組織 ID 可以在「設定」>
「註冊資訊」中找到。登⼊「Apple 商務管理」後，你會在側邊欄中的「內容」
下⽅，看到「⾃訂 App」區段。⾃訂 app 僅提供給開發者指定的企業使⽤，其他
組織無法看到。 

關於⾃訂 App 的重要資訊  
• App 審核。每⼀款要以⾃訂形式發布的 app，以及該 app 的每個版本 (更新)，
提交後都必須經過 Apple 的 app 審核流程。⾃訂 app 所適⽤的 app 審核規範，
與 App Store app 完全相同。  

• App 安全性。如果你的 app 內含機敏性商務資料，建議你在 app 中內建認證
機制。⾃訂 app 本⾝不受 Apple 保護，其 app 資料的安全性是由開發者負責
維護。對於 app 內的認證與加密，Apple 強烈建議採⽤ iOS 與 iPadOS 最佳�
實務。如需進⼀步了解程式設計安全最佳實務，請參閱 Developer Library。  

• App 驗證。為確認⾃訂 app 符合審核規範，Apple 必須登⼊並操作 app。為符
合 Apple 的這項要求，請與你的開發者或商務合作夥伴共同決定，如何以適當
做法來處理專屬或機敏性商務資料。建議你提供測試帳號或經過篩選的範例資
料，以維護資料的機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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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

資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pple 商務管理使⽤⼿冊》：�
support.apple.com/zh-tw/guide/apple-business-manager/welcome/web 

還有更多「Apple 商務管理」相關資訊可供探索：  

• Apple 商務管理：business.apple.com 

• Apple 商務管理版本附註：support.apple.com/zh-tw/HT208802 

• 升級到 Apple 商務管理：support.apple.com/zh-tw/HT208817 

• 進⼀步了解管理式 Apple ID：support.apple.com/zh-tw 

• 進⼀步了解�Microsoft Azure AD 

• IT 適⽤資源：www.apple.com/tw/business/ 

• 商務⽀援：support.apple.com/zh-tw/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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