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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在這個 21 世紀的科技時代，智慧型手機已經深深的影響和改變了我們的
生活與消費習慣。在現代只要一提及智慧型手機，大部分的人會直接聯想到
Apple。
在 2014 年 7 月，Apple 宣布與 IBM 結盟，兩家企業決定聯手合作進軍企
業市場。此消息一出，企業市場一片譁然。一個是近年來飛快竄起的 Apple，
一個是全世界 IT 產業的始祖 IBM，這兩家企業結盟後會碰撞出什麼樣的火花
？本文會深入探討兩家企業結盟的原因，以及結盟後共同產出的技術。
報告的視角以 Apple 為主軸，剛開始我們會簡單介紹 Apple 與 IBM 的歷程
和現階段提供的產品及服務，之後我們會深入探討兩家企業為何結盟？結盟後
共同產出的結晶為何？最後會提及技術帶來的效益與對抗競爭者方法，進而做
出總結。希望本文可以讓大家對於 Apple 結盟 IBM 這個議題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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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企業歷程與現今概況
本次探討的對象是 Apple 及 IBM 兩家企業，以下將簡單介紹兩家企業的歷
程以及現在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

 Apple
在現代只要一提到 Apple，大眾最能直接聯想到的就是 iPhone 系列
的手機、iPad 系列的平板及 Mac 系列的電腦。但凡用過 Apple 產品的人
，品牌忠誠度都極高，就因為如此，Apple 擁有一群死忠的蘋果迷，進而
使他變成現在智慧型手機的龍頭老大，但能擁抱這些光彩的背後，也必
有他通往成功之路的辛苦之處。
Apple 公司成立於 1976 年 4 月 1 日，早期推出了第一代電腦 AppleⅠ
時，馬上就獲得了市場的關注，接著推出 AppleⅡ也助長了個人電腦革命
，但是 Apple 公司並非就這樣一路順遂的走到現在，在中途也曾遇到過
瓶頸，像是當第二任執行長決定將 Apple 的產品往高價路線發展時，緊
接伴隨而來的卻是銷售下滑，這時 Apple 馬上請賈伯斯回歸公司進行改
革管理，才重新把公司帶上軌道。而現在的 Apple 則致力於人性化介面
設計、開發和銷售消費性電子產品及線上服務這一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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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BM
IBM 公司成立於 1911 年，從成立至今，IBM 銷售過許多產品，像是
已經銷聲匿跡的打孔機、打字機及乘法器等，到現在耳熟能詳的超級電
腦、儲存設備和人工智慧都是 IBM 的範疇。
IBM 之所以能屹立不搖存活至今的原因是他一直在與時俱進，IBM
並沒有依附在一種產品或一種技術上。隨著時代的演變，IBM 也跟隨時
代一同進步，順應時代的潮流研發出新的產品及提供新的服務，而現在
IBM 提供的產品及服務主要劃分為四個部分：系統與科技、軟體、IT、
諮詢服務，以下將簡單介紹這四個部分。
1. 系統與科技：包含 IBM 所銷售的硬體，像是大型電腦，儲存設備
(Flash System、磁碟儲存設備)
2. 軟體：Big Data、IBM Cloud、商業知會分析軟體和資訊安全。
3. IT：及 IT 基礎架構、軟硬體維護支援服務等。
4. 諮詢服務：系統架構和網路代管的諮詢服務。

3

參、 Apple 與 IBM 結盟
一、 Apple 與 IBM 為什麼結盟？
近幾年電子裝置市場中的各家廠商也差不多都走入了一個比較穩定的
狀態，對於 Apple 來說，iPhone 已經出到第六代了，大家也都看得出來
iPhone 現在進入了成熟期，難以再創造大幅度成長的銷售數字。所以這時
候的 Apple 認為，應該要尋求市場的穩定，基於這個觀點 Apple 決定進軍
企業市場，去尋找新的利潤增長點。
但是 Apple 發現要重新發展與了解企業市場其實並不是那麼簡單的事
情，所以打算借助外力來攻入企業市場，而放眼望去，IBM 超過百年來在
企業界都屹立不搖，絕對有很深的基礎，且重點是 IBM 近乎是所有大型科
技企業中唯一不沾終端消費者市場的人，由此可得知，這兩間企業的專長
，不但沒有衝突，反而還互補，互補的意思是在於，Apple 擅長軟硬整合
、重視使用者經驗設計，而 IBM 在商務雲端、大數據領域發展有成，若是
雙方合作，將有機會大幅改造商務行動應用市場，也是因為 Apple 考慮了
到這一點，所以才毅然決然的尋找 IBM 合作。
而 IBM 願意與 Apple 合作的原因其實是，IBM 不擅長將能力強大的技
術或軟體，轉換成可以讓終端使用者了解、產生價值的工具，而 IBM 所不
擅長的卻又剛好是 Apple 的強項，IBM 也是考慮到了兩家企業互補這一區
塊，所以才會和 Apple 一拍即合決定聯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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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IBM MobileFirst for iOS 計劃
Apple 和 IBM 結盟提出一個名為 IBM MobileFirst for iOS 的計劃，專
門為商務運用打造的應用程式，運用了各自獨特的優勢，結合後得以創造
新的技術，這些技術也套用在 App 上，搭配 iPad、iPhone 和 Apple
Watch 的行動裝置推出，使多種產業能將複雜的工作流程以簡單易上手的
介面進行操作，讓員工如虎添翼。以下將詳細介紹此次合作的特點，接著
我們介紹 Apple 與 IBM 結盟後共同開發出的三項技術，再來會帶一個運用
在工業的個案讓大家瞭解這個技術。
1. 四大核心特點
此次合作的精隨在於解決企業及移動應用的難題進而重新定義人們
的工作方式。未達成其目標，Apple 與 IBM 提供四個服務來協助企業
改變舊有的辦公方式。
(1) 為許多行業開發全新的企業級解決方案
Apple 與 IBM 瞄準特定的行業需求，預計為 100 多種產業設計
專屬 App，讓使用者直接透過 iOS 裝置，就能連結巨量資料與數據
分析，藉此掌握更多能力，徹底改變他們的工作方式。目前已為零
售、醫療、銀行、旅行及交通、電信、保險及工業等 13 個產業開
發適合的 App，在未來將有更多產品問世。
(2) iOS 最佳化
利用 IBM 的雲端服務、設備管理、數據分析與 Apple 的軟硬
體整合將移動管理進行強化，以利提供「端對端」企業級服務。針
對 iOS 開發「移動優先」的 IBM 解決方案而打造的生產力套件。
在上述軟件解決方案的基礎上，這些服務將登陸 Bluemix—IBM
Cloud Marketplace 上的開發平台。
(3) 為企業需求量身打造的售後維護與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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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享譽已久的客戶服務將為企業級的用戶提供協助。同時
，IBM 將提供現場諮詢服務。
(4) IBM 針對裝置啟用、供應與管理提供全新的成套產品
IBM 將 推 出 IBM MobileFirst 供 應 與 管 理 服 務 ， 用 於 針 對
iPhone 與 iPad 的設備供應和管理。
2. 三大技術
IBM MobileFirst for iOS 所推出的技術為三種，分別為 iBeacon 技
術、定位服務技術與推播通知技術，以下將詳細介紹這三種技術。
(1) iBeacon 技術
iBeacon 技術賦予企業鄰近偵測認知能力，讓工作變得前所未
有地智慧、安全，且效率更勝以往。掌握適當的定位資訊，能一舉
改寫顧客服務的面貌，提升員工職場安全，並大幅簡化日常工作流
程。
(2) 定位服務技術：
利用定位服務，就能以前所未有的輕鬆，依所在位置做出最及
時、合宜的決策。不論是透過導航前往作業現場、根據定位資訊識
別潛在風險，或就當地商務競爭態勢為客戶提供諮詢，只要適時適
地取得適切資訊，就能讓整個工作流程煥然一新。
(3) 推播通知技術：
推播通知可為使用者即時提供資訊提示，讓他們能在最需要的
時刻，獲得關鍵性的知識。不論是天氣警示、安全危害或會議提醒
，推播通知都會以簡單、直覺的方式，隨時隨地提供使用者所需的
正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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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個案－Safe Site 現場主管適用
只要利用 Safe Site 裡面的定位服務，就能讓主管清楚了解自己走到哪
個工作區域。內建攝錄鏡頭及麥克風等 iPhone 功能，將能協助現場主管即
刻記錄、指出與通報任何不安全的狀況。現場管理人員可利用推撥通知這
項技術，來即時應對風險、回報驚險狀況和事故，並與鄰近員工分享警告
提示。最後這款 APP 裡還運用了 iBeacon 技術，在接近已標識的危險區域
時，會向現場主管發送警示。預測分析，則會根據以往資料及事故相關安
全措施，提出行動建議及可行的解決方案。
Safe Site 利用即時資訊與數據分析，確保人人獲得最新的關鍵資訊，
讓每位現場主管能以更安全、更具生產力的方式工作。

四、 IBM MobileFirst for iOS 帶來的效益
Apple 與 IBM 在 2014 年 12 月推出第一波 IBM MobileFirst for iOS
App，此技術的推出讓 Apple 成功進入了企業市場，且逐漸在深入此市場
。不僅如此，IBM MobileFirst for iOS App 推出，也幫助了 IBM 推動其服
務逐漸向企業服務領域擴張，但由於此技術推出才一年多，所以還並沒有
為兩家企業帶來非常顯著的利益提升，但是兩家企業也都達成了初步的目
標，且在持續發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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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Apple 與 IBM 結盟對抗微軟
Apple 與 IBM 結盟，推出的 IBM MobileFirst for iOS App 技術，強化
了 Apple 在企業市場的競爭力，IBM 也藉由 Apple 的裝置增加了市場吸引
力。兩強聯手攻占企業市場，首當其衝要攻打的其實就是已經在企業市場
有一席之地的微軟。
在商務的領域裡，微軟還是獨霸一片天，但是面對 Apple 和 IBM 的來
勢洶洶，也還是有可能會扭轉商務作業平台生態。因為以行動裝置作業系
統來說 iOS 是一大勁敵，Windows 的行動裝置想要與之抗衡，也是一件具
有難度的事情。
而現在 Apple 與 IBM 結盟，推出了 IBM MobileFirst for iOS App 攻入
企業市場，就已經讓部分在企業市場的競爭者措手不及了。所以相信只要
Apple 及 IBM 完善 IBM MobileFirst for iOS App 這一區塊，再努力讓他們
的品牌效應加乘，還是很有可能擊退微軟在企業市場的地位，但短時間之
內要讓企業市場變天，對於 Apple 及 IBM 來說還是一件很有挑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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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語
這次報告矩陣圖落點的地方，位於結盟與競爭者的對抗這一區塊，結盟指
的是 Apple 與 IBM 結盟這一部分，競爭者的對抗意指 Apple 與 IBM 結盟後共
同對抗微軟這一部分。由於這兩家企業在 30 年前還是競爭者的狀況，30 年後
竟破天荒的合作，而讓我們產生了莫大的好奇心，所以才決定要探討 Apple 與
IBM 為何合作及合作後共同對抗微軟這一議題。
經過了解後才發現，原來是 Apple 想要進軍企業市場，所以才找 IBM 合作
，且兩家企業的專長不但沒有衝突，反而還與之互補。由此而來，Apple 及
IBM 才一拍即合決定聯手合作。Apple 與 IBM 這次的合作，提出了 IBM
MobileFirst for iOS App 這項技術，此技術是專為 iPhone、iPad 與 Apple
Watch 所打造的，這項技術擁有 Apple 在使用者經驗和產品設計上的卓越能力
與 IBM 巨量資料與數據分析的能力，這個技術產生的目的是想提升商務專業人
士的工作效率。第一批 IBM MobileFirst iOS 企業應用已經出爐，首波推出的企
業應用包括金融服務、保險、銀行、電信、政府，及航空業等。
但由於 IBM MobileFirst for iOS App 推出也才一年多，所以還並沒有為兩
家企業帶來顯著的效益，但至少此技術的推出讓 Apple 成功進入了企業市場，
也幫助了 IBM 推動其雲服務逐漸向企業服務領域擴張。我們經過討論後也都認
為 Apple 與 IBM 若是有完善 IBM MobileFirst for iOS App 這項技術，再努力讓
他們的品牌效應加乘，那在企業市場裡面對微軟這個勁敵時，也無須畏懼了。
最後，我們認為 Apple 與 IBM 結盟，在企業市場還有很大的發展機會。也
希望大家看完我們的報告後，對於 Apple 結盟 IBM 有更進一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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