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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要

 Apple ID介紹與申請

 大量的iPad管理

 iTunes軟體介紹與使用

 Configurator2軟體介紹與使用

 MDM簡易管建置說明

用MDM管理部署iPad

 交流與討論



APPLE ID 申請注意事項
 申請方式：

1.新的iPad開通時，同時申請（免綁信用卡）
2.到APPLE ID網站https://appleid.apple.com
3.從iTunes軟體裡面註冊（先綁一張信用卡，
申請完再刪除）

 開設一個公用的E-MAIL帳號當作APPLE ID的帳號

 建議註冊一個全新的E-MAIL，
例如：ipad@nhps.tp.edu.tw

APPLE ID帳號:ipad@nhps.tp.edu.tw

APPLE ID密碼:英文+數字
您的密碼必須包含：
至少 8 個字元、大寫與小寫字母、至少一個數字

 APPLE ID的三個安全性問題務必記下來！

 DEP、VPP申請用的APPLE ID需要雙重認證
(EMAIL+手機)

https://appleid.apple.com/






大量的iPad要如何管理？
 APPLE ID，一台一台裝APP

 iTunes軟體，PC(裝iTunes) + USB充電線(連iPad)

 MAC電腦+USB充電車+Configurator2

 MDM管理機制



APPLE ID，一台一台裝APP

 30台iPad以內。

 申請一個公用的APPLE ID，App 
Store購買APP。

 每台iPad逐一輸入相同的APPLE ID。

 開啟「自動下載」後，您在
iPhone、iPad、iPod touch 或電
腦上的 iTunes Store、App Store 
或 iBooks Store 中購買的所有項目，
都會自動下載到所有其他裝置上。

 若其他台iPad無法自動下載，可到
App Store已購項目，點選已經
購買的APP安裝



設定注意事項

 APPLE ID密碼絕對不能讓學生知道

 開啟[自動下載]

 開啟[取用限制]

帳號不允許變更帳號

 付費APP，只要買一次，
相同APPLE ID的iPad都可用!



開啟「自動下載」



開啟「取用限制」





管理維修iPad的好工具-iTunes

 申請APPLE ID

 購買APP、電影、音樂

 維修iPad：
還原、備份、更新iOS



用iTunes-還原iPad

 PC開啟iTunes，USB連接iPad



用iTunes-還原iPad





故障iPad用iTunes強迫還原
 讓裝置進入恢復模式並重新設定

1. 確定您使用的是最新版 iTunes。

2. 關閉iTunes 。將裝置連接到電腦並開啟 iTunes。如果您沒有電腦，可以向朋友
借一台，或是前往 Apple Store 零售店或 Apple 授權維修中心尋求協助。

3. 連接到電腦後，iPod同時按住「電源鍵」和「Home鍵」。看到 Apple 標誌
時也不要放開按鈕。繼續按住兩個按鈕，直到您看到恢復模式畫面為止。

4. iTunes畫面會跳出來，當您看到「回復」或「更新」選項時，「更新」選項會
嘗試重新安裝 iOS，但不會清除您的資料。等待 iTunes 下載裝置適用的軟體。
「回復」會清除iPod上的所有資料。

5. 如果下載歷時超過 15 分鐘，且裝置結束恢復模式，請結束下載，然後重複上
述步驟。

6. 若順利更新完成，即可重設iPad，若更新失敗，請送廠維修。

https://support.apple.com/zh-tw/ht201352
https://locate.apple.com/




無論更新或是回復，iTunes都會先去下載最新的iOS版本
建議可將最新版本的iOS 韌體 *.ipws 檔，下載到
C:\Users\使用者\AppData\Roaming\Apple Computer\iTunes\iPad Software Update



iOS各版本韌體iPWS下載
 iOS各版本韌體iPWS都很大，約1-2GB，建議要是先下載到電腦，再更新

iPad，可節省連網下載時間。

 可到 iPWS Downloads 網站下載 https://iPWS.me/

https://ipsw.me/




利用iPad背面的型號直接找iPWS檔





用iTunes大量對拷iPad教學

 建議在90台（三個班）的數量內

 沒有USB充電車、沒有MAC電腦

 詳細步驟請參考:
iTunes大量對拷iPad教學(黃秀山)

http://w3.nhps.tp.edu.tw/cptech/view.asp?ID=369

http://w3.nhps.tp.edu.tw/cptech/view.asp?ID=369


iTunes軟體，PC(裝iTunes) + USB充電線(連iPad)
 一、 做好原型機(SOURCE機)與安裝APP

 1. IOS升級到最新版本

 2. 安裝APP

 3. 關閉FIND MY IPAD  (一定要關閉)

 4. 設定[存取限制]

 二、用 iTunes備份原型機

 1. 開啟 iTunes ，登入該原型機所使用的APPLE ID 帳號

 2. 用傳輸線連接電腦與iPad

 3. 備份原型機的資料到這台電腦

 4. 從APP Store下載原型機中安裝的APP

 三、開始用iTunes拷貝其他台iPad

 1. 將最新版本的iOS 韌體 *.ipws 檔，下載到

 C:\Users\使用者\AppData\Roaming\Apple Computer\iTunes\iPad Software Update

 2. iPad裡面安裝的APP程式(*.ipa)，要透過iTunes已購清單，預先下載到

 C:\Users\xxxxx\Music\iTunes\iTunes Media\Mobile Applications

 3. 要複製的iPad在對拷前，請預先關閉

 關閉FIND MY IPAD  (一定要關閉)

 設定->iCloud->關閉 [尋找我的iPad]



關閉FIND MY IPAD

 關閉FIND MY IPAD  (一定要關閉)

設定 iCloud 關閉 [尋找我的iPad] 

(需要輸入APPLE ID 密碼)



設定[存取限制]

 設定一般將 [取用限制] 開啟，
設一組四位數數字，防止亂設定。





注意事項
 用iTunes軟體，PC + USB充電線對拷:

1.原型機iSO版本一定要升到最新版(否則iTunes會自動下載)
2.對拷前，關閉FIND MY IPAD ，關閉iCloud 
3.要對拷的iPad要先升級最新版本的iOS 韌體，並清除所有設定（APP），才能用還原
的方式對拷。

 對拷前PC要預先下載最新的iOS 韌體( *.ipws)，APP 檔案(*.ipa)，可加快對拷速度。

 各版本iPad iOS 韌體檔(*.ipws)下載: 
iPWS Downloads網站
https://iPWS.me/

 越多台PC同時對拷，可節省更多
時間。30台iPad+4台PC，
約2小時完成

 其他步驟，請參考
「用iTunes大量對拷iPad教學」文章
http://w3.nhps.tp.edu.tw/cptech/view.asp?ID=369

https://ipsw.me/


MAC電腦+USB充電車+Configurator2

(未納管，不使用MDM)
 裝置需求:

1. APPLE MAC電腦或筆電，建議筆電
2. USB充電車
3. MAC電腦上的Configurator2軟體

 詳細操作步驟，請參考
MAC電腦+USB充電車+Configurator2對拷iPad教學
http://w3.nhps.tp.edu.tw/cptech/view.asp?ID=378

http://w3.nhps.tp.edu.tw/cptech/view.asp?ID=378


MAC電腦+USB充電車+Configurator2

 一、iPad納管（最多30台）
1. 設定->iCloud->關閉 [尋找我的iPad]
2. 下載最新的iOS 韌體( *.ipws) iPWS Downloads網站 https://iPWS.me/
放到MAC電腦 ~/資源庫/Group 
Containers\K36BKF7T3D.group.com.apple.configurator\
Library\Caches\Firmware
3. 所有ipad連接上線後，在Configurator2中，「清除所有內容和設定」
4. 監管裝置

 二、「新增藍圖」
1.以相同的APPLE ID登入iTunes，下載欲安裝的APP
2.設定「資訊」
3.選擇欲安裝的「APP」
4.設定「描述檔」

 三、「準備」（監管）套用藍圖 iPad重新開機，
輸入Apple ID帳密

https://ipsw.me/


注意事項
 用Configurator2管理整班iPad，第一次納管最辛苦，

需要 逐台 關閉iCloud->關閉 [尋找我的iPad]

 描述檔設定可依不同的班級、科目設定，
建議一個班用一個APPLE ID去管理。

 iPad更新最耗時的就是iOS升級，
每次建議可先將iOS韌體先下載回來再更新！

 一班30台iPad更新開通，約1小時。



MDM管理機制
 名詞解釋：

MDM: 行動裝置管理(Mobile Device Manager)
MacOS Server 上叫做「描述檔管理程式」 profile-manager
ASM： 教育單位管理(Apple School Manager)

DEP：行動裝置部屬(Apple Deployment Programs)

DEP：裝置註冊計畫(Device Enrollment Program)
簡化機構裝置的部署上線流程。可在啟動 MDM 的過程中
註冊裝置並略過基本設定步驟，讓使用者迅速上手。
VPP： 大量採購計劃(Volume Purchase Program)
簡單搜尋，輕鬆購買，並且容易分發給使用者。
使用者註冊後不需公開 Apple ID，
可透過 MDM 解決方案來指派 App 給他們。

參考文章：使用 Apple School 

Manager 與 MDM 管理 大量 Ipad

https://blog.alexw.net/2016/12/30/

%E4%BD%BF%E7%94%A8-apple-

school-manager-%E8%88%87-

mdm-%E7%AE%A1%E7%90%86-

%E5%A4%A7%E9%87%8F-ipad/

https://blog.alexw.net/2016/12/30/%E4%BD%BF%E7%94%A8-apple-school-manager-%E8%88%87-mdm-%E7%AE%A1%E7%90%86-%E5%A4%A7%E9%87%8F-ipad/


環境需求

 MAC電腦1台(MAC Mini、MAC BOOK):當 Server用

 macOS Server 軟體 NT：590

 MAC筆電+ Configurator2 +USB充電車 :管理iPad用

 註冊DEP與VPP帳號（ Apple School Manager ）
（需要先去申請一個APPLE ID，還綁一個行動電話）



MDM申請流程
 申請MDM管理帳號必須先申請一個APPLE ID，而且需要雙重認證(EMAIL+手機)。

再用此APPLE ID去申請 DEP與VPP https://deploy.apple.com

 要註冊兩次+認證兩次，APPLE會打電話給你的上司，確認你是學校管理人員

https://deploy.apple.com/


Apple School Manager 申請

 學校請直接申請 Apple School Manager
https://school.apple.com/
只需要註冊一次，認證一次

 說明：
提出已經通過的APPLE ID(雙重認證)，
你必須是學校的網管人員。
表單填寫你的上司聯絡電話(至少主任層級)
Apple 會打電話給你上司，確認你是網管人員。

最後Apple會寄一封信給你的上司
要按下信中的 link 才能啟用管理帳號

此帳號是用來登入ASM的Apple ID，
也可以拿來購買VPP上的App

https://school.apple.com/


安裝 macOS Server
 在MAC電腦上，花NT：599元，

買macOS Server 軟體

 請你的教育代理商幫你設定MDM
（碁峰、極電、精盛）

 網路服務
學校防火牆NAT與DNS要設定

TCP 80 / 443 / 1640 對內放行

TCP 2195 / 2196 / 5223 對外放行

 APPEL MDM防火牆設定
http://w3.nhps.tp.edu.tw/cptech/view.asp?ID=371

https://itunes.apple.com/tw/app/macos-server/id883878097?l=zh&mt=12
http://w3.nhps.tp.edu.tw/cptech/view.asp?ID=371


新的iPad納管流程
裝置註冊計劃：1.提供DEP客戶與經銷商ID

 向 Apple 授權經銷商購買iPad，
必提供學校的DEP客戶ID，
你也必須要將DEP經銷商ID

加入DEP（ASM）中

指派裝置
1. 學校MDM中新增DEP經銷商ID (幫你採購的經銷商)

2. 學校DEP ID 回報給DEP經銷商，向蘋果下訂
3. 經銷商將訂單編號指派到學校MDM中
4. 學校DEP中加入訂單編號，裝置序號匯入學校MDM伺服器



裝置註冊計劃：2.裝置序號納入學校MDM伺服器



裝置註冊計劃：2.裝置序號納入學校MDM伺服器

 經銷商出貨之後，訂單編號會直接在下拉選單顯示，
點選之後，再加入學校的MDM伺服器，所有iPad的序號就進到學校管理了。



裝置註冊計劃：2.裝置序號納入學校MDM伺服器



Apple School Manager管理畫面



購買APP流程
大量採購計劃：採購APP給所有的iPad使用



大量採購計劃： Volume Purchase Program 
https://volume.itunes.apple.com/us/store













MDM伺服器監管iPad
 用Chrome或Safari連線到你的 macOS Server ，點選「描述檔管理程式」



macOS Server設定
 macOS Server必須登入MAC電腦設定，主要設定憑證、使用者、快取、

描述檔管理程式、Open Directory等項目

防火牆設定
TCP 80 / 443 / 1640 對內放行
TCP 2195 / 2196 / 5223 對外放行

開啟兩個服務:

描述檔管理程式
OpenDirectory













MDM伺服器-描述檔管理程式設定
 描述檔管理程式中的功能，以「裝置群組」最好管理。

 先在裝置群組中設定班級名稱（自訂），每個班級中，再利用序號（讀條碼
方式）將裝置（iPad）抓進來。

 再設定一個最高層的「裝置群組」，在此設定「登記設定」、「一般、限
制」、要安裝的「App」。最後再到「成員」中，加入其他裝置群組（班級）



App透過VPP採購的App



裝置每一台平板的基本設定



裝置每一台平板的基本設定
（不用設定，會從上層繼承）



裝置群組設定



裝置群組進階設定



裝置群組進階設定限制



裝置群組進階設定App&媒體內容



裝置群組加入裝置(iPad)或裝置群組
裝置群組成員



裝置群組
平板進階處理



使用者設定
（不用設定，會從上層「群組」繼承）



使用者進階設定
（免設定，用預設值）



使用者進階設定限制
(免修改，繼承群組設定)



使用者App&裝置



群組設定



群組進階設定
(免修改)



管理原則

 利用「裝置群組」來管理下層的裝
置（iPad）

 上層「裝置群組」中，可以再加入
其他[裝置群組]，共同的App與限
制設定可在最上層的[裝置群組]設定。

 個別班級要的App與設定到下層[裝
置群組]設定。

 「使用者」與「群組」的設定可以
免設定，或簡單設定在上層「群組」
之中，其他App與限制設定可以不
用設定。



用MDM管理班群iPad步驟

一. 設定開通管理員帳密

二. 確認iPad有進入MDM中管理

三. 設定「裝置群組」名稱

四. 「裝置群組」細項設定
（設定、App）

五. 逐一開通每台iPad



用MDM管理班群iPad步驟
一、設定開通管理員帳密

 此帳號是用來開通新iPad時，
連結到MDM伺服器的帳密，
建議設定簡單一點，
逐台開同時可節省很多打字時間



用MDM管理班群iPad步驟
二、確認iPad有進入MDM中

 透過DEP（Apple School Manager）採購回來的新裝置，
在MDM裝置，可以看到所有設備，
透過搜尋欄位，輸入iPad序號，
可以找到這台裝置。

 若只要設定單台，可點選「設定」、
「App」進行設定



用MDM管理班群iPad步驟
三、設定「裝置群組」名稱

 [裝置群組]名稱可自行定義，可用中文，通常是以[班級]為單位來設定

 [裝置群組]名稱設好之後，在進入右邊「設定」、加入要安裝「App」

 裝置群組中，可以再加入其他群組，設定時，只要設定最上層的[裝置群
組]即可



用MDM管理班群iPad步驟
四、「裝置群組」細項設定
成員加入裝置
 最底層的裝置群組，要加入成員，利用輸入iPad序號的方式最快
 新購買有納管的iPad，再開箱時最好把機器的二維條碼序號保留，
可快速用條碼機讀出序號，並製作成電子檔，可方便以後機器在MDM

中的尋找與管理。

 ASP二維條碼查詢列印程式
可快速將序號變成印成二維條碼，方便條
碼機使用
http://w3.nhps.tp.edu.tw/cptech/vie

w.asp?ID=372

http://w3.nhps.tp.edu.tw/cptech/view.asp?ID=372&Page=1&Item=5


用MDM管理班群iPad步驟
四、「裝置群組」細項設定

設定描述檔設定、登記設定
裝置群組設定建議在最上層群組
設定共同的設定。



用MDM管理班群iPad步驟
四、「裝置群組」細項設定

App
APP的來源就是透過VPP大量採購計劃
預先採買後，才能分配到裝置群組之中

共同要安裝的APP建議在最上層群組。



用MDM管理班群iPad步驟
五、逐一開通每台iPad

iPad重置後納管

大量重置 (清除內容並重新初始化) iPad，因為數
量多，建議使用MAC電腦+USB充電車
+Configurator2，一次最多處理30台

先下載安裝免費的 Apple Configurator 2

全選iPad--> 右鍵-->進階-->清除所有內容和設定

若只有一兩台需要重置，可使用MDM描述檔管
理程式重置。在管理網頁裝置，輸入序號找到
該台iPad後，點選下方齒輪狀圖清除



用MDM管理班群iPad步驟
五、逐一開通每台iPad

開通測試各步驟畫面：
1. 前面的語系設定、WIFI聯結就省
略了，聯結南湖國小MDM伺服器



用MDM管理班群iPad步驟
五、逐一開通每台iPad

開通測試各步驟畫面：
2. 輸入連結MDM伺服器的帳密







結論與建議

 未建置MDM，iPad數量少，又有沒有MAC電腦與USB集線器，
就只能用iTunes備份還原。

 USB充電車(集線器)是管理iPad好用的工具，但必須結合MAC電
腦+Configurator2 才能擁有強大的管理功能。

 MDM管理最輕鬆，但建置麻煩，需要額外的MAC電腦當伺服器。
若再搭載MAC電腦(筆電)與USB充電車，管理起來會更人性化。

 APPLE ID的管理很重要，帳密勿外流，尤其是學生！建議一定要
紀錄下來，尤其是三個安全性問題，務必抄下來交接。

 App的購買，建議由學校網管人員統一購買。

 系統安裝交給網管，老師只要盡量去TRY 想用的APP，或是觀摩
各種行動教學，如何運用在教學上。



參考資料
 使用 Apple School Manager 與 MDM 管理 大量 Ipad(太空猴子)

https://blog.alexw.net/2016/12/30/%E4%BD%BF%E7%94%A8-apple-school-manager-%E8%88%87-mdm-
%E7%AE%A1%E7%90%86-%E5%A4%A7%E9%87%8F-ipad/

 Apple Configurator使用手冊(鄭秀玉)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ahU
KEwjp4p7yzJvUAhWHmJQKHXoEAoYQFggiMAA&url=http%3A%2F%2Fwww.king-
on.com.tw%2Fupload%2Fliam%2Fkingon%2F_manage_download_Z5AF373DA4D204145C23.pdf&usg=AFQj
CNEUFcxjFn048mumO_1cWX80STDlpQ&sig2=uL1V7rCVE1ntYwq7geRtRA

 APPLE CONFIGURATOR 2 實際使用分享(金恩科技 韓昀峰)
http://king-on.com.tw/upload/liam/kingon/_manage_download_B1367D884CD55F57AC97.pdf

 針對 iTunes Store、App Store 和 iBooks Store 購買項目開啟「自動下載」
https://support.apple.com/zh-tw/HT202180

 用iTunes大量對拷iPad教學(黃秀山)
http://w3.nhps.tp.edu.tw/cptech/view.asp?ID=369

 MAC電腦+USB充電車+Configurator2對拷iPad教學(黃秀山)
http://w3.nhps.tp.edu.tw/cptech/view.asp?ID=378

 iPad大量部署與管理(黃輝聲)
https://issuu.com/waynehuang/docs/ipadadmin2

 初次利用 APPLE CONFIGURATOR管理IPAD(JACK的資訊教學筆記) Http://jackedu.blogspot.tw/2013/12/apple-
configuratoripad.html?m=1

 iPad管理路迢迢.pdf- (國語實小林家豪)

 Apple Configurator2教學.pdf、MDM使用VPP與DEP.pfd、 VPP申請.pdf、(極電資訊)

https://blog.alexw.net/2016/12/30/%E4%BD%BF%E7%94%A8-apple-school-manager-%E8%88%87-mdm-%E7%AE%A1%E7%90%86-%E5%A4%A7%E9%87%8F-ipad/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ahUKEwjp4p7yzJvUAhWHmJQKHXoEAoYQFggiMAA&url=http://www.king-on.com.tw/upload/liam/kingon/_manage_download_Z5AF373DA4D204145C23.pdf&usg=AFQjCNEUFcxjFn048mumO_1cWX80STDlpQ&sig2=uL1V7rCVE1ntYwq7geRtRA
http://king-on.com.tw/upload/liam/kingon/_manage_download_B1367D884CD55F57AC97.pdf
https://support.apple.com/zh-tw/HT202180
http://w3.nhps.tp.edu.tw/cptech/view.asp?ID=369
http://w3.nhps.tp.edu.tw/cptech/view.asp?ID=378
https://issuu.com/waynehuang/docs/ipadadmin2
http://jackedu.blogspot.tw/
http://jackedu.blogspot.tw/2013/12/apple-configuratoripad.html?m=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