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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載 Windows 作業系統的商務電腦專用的
SupportAssist 常見問題

常見問題

使用 TechDirect
● 我要如何設定 TechDirect 帳戶？
● 我已設定「我的 Dell 帳戶」，是否可以使用相同的憑證登入 TechDirect？

管理 SupportAssist 偏好設定
● 設定商務電腦專用的 SupportAssist 時，為什麼「應用程式偏好設定」區段會顯示兩個頻率選項？
● 「在背景執行掃描」和「執行所有遠端掃描和更新，不需要使用者互動」這兩個選項有何差異？
● 如果啟用「隱藏使用者通知，以防安裝後需要重新開機」選項，電腦是否會自動重新開機？

部署商務電腦專用的 SupportAssist
● 我在組織的電腦上安裝了 SupportAssist for Home PCs，是否可以在此電腦上部署 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
● 部署前應建立什麼 Dell 帳戶？
● SupportAssistUninstall_Cleanup.ps1 指令檔的功用為何？
● 我的電腦已儲存 SupportAssistCleanup.ps1 和 CheckAndUninstall.ps1 指令檔，我是否仍可使用這些指令檔來清理電腦？

在電腦上升級 SupportAssist
● 我已在組織的電腦上安裝舊版的 SupportAssist。我應該升級至最新的 SupportAssist 版本嗎？
● 我的 SupportAssist 安裝何時到期？
● 我的電腦機群目前執行 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 2.4 版或更舊版本，且我已選擇自動更新。但 SupportAssist 未自動更新至

最新版本。我該怎麼做？
● 我的電腦機群目前執行 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 2.4 版或更舊版本，且 SupportAssist 已自動更新至最新版本，但

TechDirect 電腦頁面上未顯示最新版本編號。我該怎麼做？

管理資產
● 我的公司有多位 SupportAssist 系統管理員。部分系統管理員已下載並部署 SupportAssist 到其站台上的資產。然而，執行

SupportAssist 的這些資產並不會顯示在「管理資產」頁面中。可能的原因為何？
● 我是否可以在部署 SupportAssist 時，在群組中整理我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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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化電腦
● 即使在電腦上啟用了排程掃描，SupportAssist 也不會執行這項作業。為什麼？
● 我已停用使用者在其電腦上開啟和執行 SupportAssist 的選項，並啟用在背景執行掃描。但是，SupportAssist 會為公司內的使用

者顯示更新通知。可能的原因為何？
● 在清除檔案最佳化期間，會刪除哪些類型的檔案？
● 執行清除檔案最佳化有哪些好處？
● 「調整效能」功能的作用為何？
● 執行「調整效能」最佳化有哪些好處？
● 「最佳化網路」功能的作用為何？
● 「移除病毒和惡意軟體」功能的作用為何？

SupportAssist 使用者介面
● 我已經在電腦上安裝 SupportAssist，但無法開啟使用者介面。可能的原因為何？
● 我要如何檢查其他應用程式是否使用 5700 連接埠？
● 我已允許我組織中的使用者檢視和使用 SupportAssist 使用者介面。但他們無法開啟使用者介面。可能的原因為何？

資料取用量
● SupportAssist 監控電腦需要使用多少網際網路資料？

語言支援
● TechDirect 支援哪些語言？
● SupportAssist 使用者介面支援哪些語言？

其他
● 我是否可以在啟用 BitLocker 的電腦上更新 BIOS？
● 我嘗試在我管理的電腦上執行 BIOS 或驅動程式更新時，TechDirect 會顯示已排程這些更新的訊息。但是更新並未安裝，且在三

天後，TechDirect 會顯示訊息，指出即將再次審閱這些更新。導致此問題的原因為何？
● 為什麼我的使用者報告其電腦偶爾會變慢或沒有回應？
● 如何修復 SupportAssist？
● 我何時可以在 TechDirect 中的「概觀」頁面上看到電腦使用率資料？
● 如果我已在系統內容模式中設定 Proxy，該如何驗證？
● 如果 Dell 伺服器憑證撤銷檢查順利完成，該如何驗證？
● 如果 SupportAssist 安裝檔已經過數位簽署，該如何驗證？

使用 TechDirect
● 我要如何設定 TechDirect 帳戶？

您的公司應指派系統管理員來設定您的 TechDirect 帳戶。此系統管理員必須前往 https://tdm.dell.com，然後按一下立即註冊以開
始註冊程序。在進行這項程序期間，系統管理員會新增具有 SupportAssist 系統管理員和 SupportAssist 技術人員權限的使用者，
而這些使用者稍後會收到供其確認註冊並包含登入詳細資料的電子郵件。如果使用者想要分派零件，則必須先完成 TechDirect 線
上入口網站內的免費線上認證課程。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https://tdm.dell.com。

● 我已設定「我的 Dell 帳戶」，是否可以使用相同的憑證登入 TechDirect？

是的，您可以使用「我的 Dell 帳戶」憑證登入 TechDirect。但是，您必須先透過使用相同憑證的 TechDirect 註冊您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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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SupportAssist 偏好設定
● 設定商務電腦專用的 SupportAssist 時，為什麼「應用程式偏好設定」區段會顯示兩個頻率選項？

如果您的資產群組包含執行 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 2.2.2 版或更舊版本，以及 2.3 版或更新版本的電腦，則會顯示兩個選
項供您選取頻率。

○ 若為執行 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 2.3 版或更新版本的電腦，系統管理員可個別為驅動程式與下載更新、系統最佳化及
硬體掃描，設定排程掃描頻率。

○ 若為執行 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 2.2.2 版或更舊版本的電腦，系統管理員只能為所有更新設定通盤排程掃描頻率。

● 「在背景執行掃描」和「執行所有遠端掃描和更新，不需要使用者互動」這兩個選項有何差異？
○ 如果啟用在背景執行掃描，將可讓 SupportAssist 啟動的掃描在背景執行，而不需要使用者互動。當 SupportAssist 在電腦上執

行排程掃描時，使用者不會收到通知。
○ 如果啟用執行所有遠端掃描和更新，不需要使用者互動，將可讓系統管理員從遠端最佳化受管理的電腦，而不需要使用者互

動。當系統管理員觸發要在受管理電腦上執行的遠端動作時，使用者不會收到通知。

● 如果我啟用「隱藏使用者通知，以防安裝後需要重新開機」選項，電腦是否會自動重新開機？

否，只有在執行驅動程式、韌體及 BIOS 更新時才需要重新開機。電腦不會自動重新開機，只有在使用者手動將電腦重新開機
時，電腦才會套用這些更新。

部署商務電腦專用的 SupportAssist
● 我在組織的電腦上安裝了 SupportAssist for Home PCs，是否可以在此電腦上部署 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

否，相同電腦上無法同時安裝這兩種版本。安裝 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 之前，您必須先從電腦解除安裝 SupportAssist for
Home PCs。若要解除安裝 SupportAssist for Home PCs，請在電腦上部署並執行 SupportAssistUninstall_Cleanup.ps1 指令檔。

如果您使用 EXE 安裝商務電腦專用的 SupportAssist，則系統會自動解除安裝家用電腦專用的 SupportAssist。

● 部署前應建立什麼 Dell 帳戶？

在開始部署 SupportAssist 之前，您應該先設定 TechDirect 帳戶。若要向 TechDirect 註冊您的組織，請前往 https://
tdm.dell.com。

● SupportAssistUninstall_Cleanup.ps1 指令檔的功用為何？

商務電腦專用的 SupportAssist 部署套件中提供的 SupportAssistUninstall_Cleanup.ps1 指令檔會執行下列動作：

○ 從電腦清除與 SupportAssist 相關的登錄項目、服務及資料夾。
○ 若已在電腦上安裝家用電腦專用及 ProManage 專用的 Dell SupportAssist，則會予以檢查並解除安裝。

您也可以使用 SupportAssistUninstall_Cleanup.ps1 指令檔清理執行 SupportAssist 較舊版本的電腦。

● 我的電腦已儲存 SupportAssistCleanup.ps1 和 CheckAndUninstall.ps1 指令檔，我是否仍可使用這些指令檔來清理電腦？

否，建議您下載並使用 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 2.3 版或更新版本的部署套件所提供的 SupportAssistUninstall_Cleanup.ps1
指令檔。

在電腦上更新 SupportAssist
● 我已在組織的電腦上安裝較舊版的 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我應該更新至最新的 SupportAssist 版本嗎？

如果貴組織的電腦目前執行 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 2.1 版或更舊版本，建議您更新至最新版本。更新至最新版本可讓您獲
得已更新 SupportAssist 功能的所有好處。

● 我的 SupportAssist 安裝何時到期？

所有 SupportAssist 安裝均有到期日。如果 SupportAssist 即將到期或已到期，您必須在目標電腦上更新至最新版本的
SupportAssist，以確保支援不中斷。更新至最新版本可讓您獲得已更新 SupportAssist 功能的所有好處。

下表列出 SupportAssist 各版本的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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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SupportAssist 發行版本和有效期 

發行版本 有效期

1.5.0.0 已過期

1.6.0.107 已過期

1.7.0.57 已過期

2.0.0.220 已過期

2.0.1.43 已過期

2.0.2.6 已過期

2.1.0.294 已過期

2.1.1.219 已過期

2.1.2.16 已過期

2.1.3.2 已過期

2.1.4.135 已過期

2.1.5.101 有效期限至 2021 年 10 月 30 日止

2.2.0.144 有效期限至 2022 年 3 月 21 日止

2.2.1.76 有效期限至 2022 年 3 月 21 日止

2.2.2.5 有效期限至 2022 年 3 月 21 日止

2.3.0.125 有效期限至 2022 年 8 月 18 日止

2.4.0.39 有效期限至 2022 年 8 月 18 日止

2.4.1.23 有效期限至 2022 年 8 月 18 日止

3.0.0.34 有效期限至 2023 年 2 月 19 日止

3.1.0.64 有效期限至 2023 年 4 月 7 日止

● 我的電腦機群目前執行 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 2.4.1 版或更舊版本，且我已選擇自動更新。但即使電腦已連線，且可用
更新已推出超過兩週，SupportAssist 仍未自動更新至最新版本。我應該怎麼做？

請執行下列步驟：

1. 從電腦機群解除安裝 SupportAssist。
2. 從 TechDirect 下載 SupportAssist。
3. 將 SupportAssist 重新部署至電腦機群。

● 我的電腦機群目前執行 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 2.4.1 版或更舊版本，且 SupportAssist 已自動更新至最新版本，但
TechDirect 的「電腦」頁面上未顯示最新版本編號。我應該怎麼做？

請執行下列步驟：

1. 從電腦機群解除安裝 SupportAssist。
2. 從 TechDirect 下載 SupportAssist。
3. 將 SupportAssist 重新部署至電腦機群。

管理資產
● 我的公司有多位 SupportAssist 系統管理員。部分系統管理員已下載並部署 SupportAssist 到其站台上的資產。然而，執行

SupportAssist 的這些資產並不會顯示在「管理資產」頁面中。可能的原因為何？

請確定您公司的每位系統管理員都已至少儲存一個包含主要與次要聯絡詳細資料的 SupportAssist 組態。組態建立後，當資產上線
且可連線至網際網路和 Dell 後端時，資產資訊會在 24 小時內顯示於管理資產頁面中。

● 我是否可以在部署 SupportAssist 時，在群組中整理我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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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果您的電腦執行的是 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 2.2 版及更新版本，您可以在 TechDirect 中，於特定群組下整理資
產。

最佳化電腦
● 即使在電腦上啟用了排程掃描，SupportAssist 也不會執行這項作業。為什麼？

只有在掃描時符合下列條件，SupportAssist 才會在電腦上執行排程掃描：

○ 如果電腦已連接至電源插座，電池百分比必須大於 50%。
○ 如果電腦未連接至電源插座，電池運作時間必須大於一小時。
○ 使用者未在電腦上執行任何工作。

● 我已停用使用者在其電腦上開啟和執行 SupportAssist 的選項，並啟用在背景執行掃描。但是，SupportAssist 會為公司內的使用
者顯示更新通知。可能的原因為何？

SupportAssist 會在 TechDirect 中顯示由系統管理員啟動之遠端最佳化任務的相關通知。但是，如果系統管理員已在 TechDirect
偏好設定頁面中啟用執行所有遠端掃描和更新，不需要使用者互動選項，SupportAssist 便不會向使用者顯示遠端最佳化任務的相
關通知。

● 在清除檔案最佳化期間，會刪除哪些類型的檔案？

「清理檔案」功能會從電腦清除暫存、冗餘和其他不需要的檔案。以下為不需要的檔案的部分範例：

○ 瀏覽器資料
○ 在安裝和解除安裝應用程式期間儲存的暫存檔案
○ 在電腦上執行之各種程式所建立的記錄

● 執行清除檔案最佳化有哪些好處？

以下為定期執行清除檔案最佳化的好處：

○ 提高硬碟空間使用率
○ 提升電腦效能
○ 降低電腦報告錯誤和警告的次數

● 「調整效能」功能的作用為何？

「調整效能」功能可以透過以下方式調整電源設定、登錄檔及記憶體配置，以最大化電腦的處理速度：

○ 檢查登錄是否有無效的項目、遺失的檔案參考，或連結中斷，並將其刪除
○ 檢查會影響使用者體驗的重要服務是否正在執行
○ 避免不必要的服務自動載入

● 執行「調整效能」最佳化有哪些好處？

以下是定期調整電腦效能的優點：

○ 提升電腦效能和穩定性
○ 縮短電腦啟動時間
○ 加快應用程式載入時間

● 「最佳化網路」功能的作用為何？

「最佳化網路」功能可透過以下方式改善瀏覽器效能，並最佳化網路連線能力，提供高效且可靠的網路：

○ 識別和清除不需要的瀏覽器檔案
○ 更新裝置設定，以確保安全連線
○ 執行多項檢查，並最佳化 TCP 或 IP 設定和網際網路或瀏覽器設定

● 「移除病毒和惡意軟體」功能的作用為何？

「移除病毒與惡意軟體」功能會透過以下方式隔離、刪除及還原電腦上遭病毒和惡意軟體損毀的檔案，以維護電腦安全：

○ 掃描電腦上的重要位置以偵測作用中的威脅
○ 掃描並修正對電腦安全性至關重要的 Windows 服務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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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Assist 使用者介面
● 我已經在電腦上安裝 SupportAssist，但無法開啟使用者介面。可能的原因為何？

SupportAssist 需要 5700 連接埠，以開啟 SupportAssist 介面。如果有任何其他應用程式使用 5700 連接埠，SupportAssist 不會在
電腦中開啟。此外，請確定傳輸層安全性 (TLS) 1.2 已啟用，以使用 SupportAssist。

● 我要如何檢查其他應用程式是否使用 5700 連接埠？

SupportAssist 需要 5700 連接埠，以開啟 SupportAssist 介面。執行下列步驟，以檢查是否有其他應用程式使用 5700 連接埠：

1. 按一下開始，開啟程式功能表。
2. 搜尋並開啟服務。
3. 在右側窗格中，按一下商務電腦專用的 Dell SupportAssist。
4. 在左側窗格中，按一下停止。
5. 在程式功能表中搜尋並開啟命令提示字元。
6. 輸入 netstat -a -v | findstr /C:"5700"，然後按下 Enter。

○ 如果沒有應用程式正在使用 5700 連接埠，不會顯示任何結果。
○ 如果有任何其他應用程式正在使用 5700 連接埠，則會顯示連接埠號碼和偵聽中狀態。

7. 重新啟動商務電腦專用的 Dell SupportAssist 服務。

● 我已允許我組織中的使用者檢視和使用 SupportAssist 使用者介面。但他們無法開啟使用者介面。可能的原因為何？

若要開啟 SupportAssist 使用者介面，請確定將近端內部網路區域的電腦安全性等級設為中高、中、中低或低。若要設定安全性層
級，請執行下列步驟：

1. 按一下開始，開啟程式功能表。
2. 搜尋並開啟網際網路選項。
3. 按一下安全性標籤。
4. 選取近端內部網路區域。
5. 設定安全性層級。
6. 按一下套用，然後按一下確定。

資料取用量
● SupportAssist 監控電腦需要使用多少網際網路資料？

SupportAssist 需要網際網路連線才能執行其作業。下表列出監控 100 台電腦的資料取用頻率和平均取用量：

表 2. 平均資料取用量 

事件 事件的頻率 資料取用量 (KB)

註冊 SupportAssist 部署後 802

傳送例行電腦監控資訊 部署後每 24 小時一次 241

傳送定期電腦監控資訊 部署後每 30 至 45 天一次 210435

傳送警示和電腦狀態資訊 偵測到警示時 30

確認電腦保固資訊 部署後 7

建立支援要求 警示符合建立支援要求的資格時 159

檢查更新 每週一次 30

檢查是否有組態更新 每 24 小時一次 31

PC 洞見 每小時一次 2320

註: 若為驅動程式、BIOS 及韌體更新，則資料取用量的值會依更新數量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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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支援
● TechDirect 支援哪些語言？

TechDirect 支援 11 種語言：中文 (簡體)、中文 (繁體)、英文、法文、德文、義大利文、日文、韓文、葡萄牙文 (依比利亞)、俄文
及西班牙文。

● SupportAssist 使用者介面支援哪些語言？

SupportAssist 使用者介面 支援 11 種語言：中文 (簡體)、中文 (繁體)、英文、法文、德文、義大利文、日文、韓文、葡萄牙文 (依
比利亞)、俄文及西班牙文。

註: 只有在您已於 TechDirect 偏好設定頁面中啟用允許使用者在其電腦上開啟並執行 SupportAssist 選項時，貴組織中的使用
者才能檢視 SupportAssist 使用者介面。

其他
● 我是否可以在啟用 BitLocker 的電腦上更新 BIOS？

是，若為執行 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 2.2 版及更新版本的電腦，BitLocker 會自動暫停並在 BIOS 更新後啟用。但是，若為
執行 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 2.2 版或更舊版本的電腦，您必須手動停用 BitLocker 加密功能。

● 我嘗試在我管理的電腦上執行 BIOS 或驅動程式更新時，TechDirect 會顯示已排程這些更新的訊息。然而，更新並未安裝，且在
三天後，TechDirect 會顯示訊息，指出即將再次審閱這些更新。導致此情況的原因為何？

當您在電腦上排程 BIOS、驅動程式或其他更新時，工作會排入佇列。如果要讓 SupportAssist 執行工作，電腦必須連線，而且能
連線至網際網路和 Dell 後端。如果連線失敗，工作逾時，TechDirect 可讓您再次排程更新。

● 為什麼我的使用者報告其電腦偶爾會變慢或沒有回應？

當 SupportAssist 執行診斷測試時，CPU 和記憶體使用量會增加，直到測試完成為止。在測試完成之前，這可能會使電腦變慢或
沒有回應。

● 如何修復 SupportAssist？

如果 SupportAssist 未如常運作，請執行下列步驟以修復 SupportAssist：

1. 以系統管理員權限開啟命令提示字元。
2. 視部署套件格式而定，執行下列其中一個命令：

○ 如果您已使用 MSI 部署套件來部署 SupportAssist，請執行 msiexec /fomusv <path of the folder where you
extracted the SupportAssist MSI file>/qn
請確認您使用的 MSI 檔案與部署商務電腦專用的 SupportAssist 時所使用的檔案相同。

○ 如果您已使用 EXE 部署套件來部署 SupportAssist，請執行 <path of the folder where you extracted the
SupportAssist executable file> repair
請確認您使用的 EXE 檔案與部署商務電腦專用的 SupportAssist 時所使用的檔案相同。

3. 若要重新啟動 SupportAssist 服務，請將電腦重新開機。

註: 如果您曾經在部署後修改 SupportAssist 登錄項目和資料庫，則無法修復 SupportAssist。

● 我何時可以在 TechDirect 中的「概觀」頁面上看到電腦使用率資料？

如果符合以下一或多個條件，電腦使用率資料便會顯示在概觀頁面上：

○ 電腦發生多次作業系統當機情形。
○ 記憶體使用量高於 75%。
○ CPU 使用率過高。
○ 安裝的記憶體少於或等於 4 GB。
○ 電池運作時間少於 2 小時。
○ 剩餘儲存空間低於 10%。
○ 應用程式故障次數大於 5 次。
○ 電池健全狀況低於 30%。

註: 效能和使用率資料不適用於使用 Basic 服務方案或方案已過期的電腦。

常見問題 7



● 如果我已在系統內容模式中設定 Proxy，該如何驗證？

如果您已在系統內容模式中設定 Proxy，請按照下列步驟操作以驗證：

1. 從 Microsoft 網站下載 Microsoft PsTools 套件，然後將檔案解壓縮至某個資料夾。
2. 以系統管理員權限開啟命令提示字元。
3. 將工作目錄變更為解壓縮 Microsoft PsTools 套件的資料夾。
4. 在系統內容模式中開啟命令提示字元，執行 psexec -i -s cmd.exe。新的命令提示字元視窗隨即在系統內容模式中開

啟。
5. 將工作目錄變更為 Internet Explorer 安裝資料夾，然後在系統內容模式中執行 iexplore.exe。
6. 在網際網路選項 > 連線 > LAN 設定中驗證 Proxy 設定。

● 如果 Dell 伺服器憑證撤銷檢查順利完成，該如何驗證？

如果 Dell 伺服器憑證撤銷檢查順利完成，請按照下列步驟操作以驗證：

1. 從 Microsoft 網站下載 Microsoft PsTools 套件，然後將檔案解壓縮至某個資料夾。
2. 以系統管理員權限開啟命令提示字元。
3. 將工作目錄變更為解壓縮 Microsoft PsTools 套件的資料夾。
4. 在系統內容模式中開啟命令提示字元，執行 psexec -i -s cmd.exe。新的命令提示字元視窗隨即在系統內容模式中開

啟。
5. 將工作目錄變更為 Internet Explorer 安裝資料夾，然後在系統內容模式中執行 iexplore.exe。
6. 在 Internet Explorer 中，前往 https://www.dell.com/ 並下載憑證。

若要下載憑證，請按一下網址列旁的掛鎖圖示，然後按一下檢視憑證。在憑證視窗中，按一下詳細資料索引標籤，按一下複
製到檔案...，然後按照憑證匯出精靈中的指示操作。

7. 在命令提示字元中，執行 certutil.exe -verify <Path_of_certificate>。如果憑證撤銷檢查順利完成，會顯示確
認訊息。

註: 如果憑證撤銷檢查失敗，則 SupportAssist 無法如預期運作。

● 如果 SupportAssist 安裝檔已經過數位簽署，該如何驗證？

如果 SupportAssist 安裝檔已經過數位簽署，請按照下列步驟操作以驗證：

1. 以滑鼠右鍵按一下 SupportAssistx64.exe 或 SupportAssistx64.msi，然後選取內容。
2. 選取數位簽章索引標籤。
3. 在簽章清單區段中，選取 Dell Inc 並按一下詳細資料。

如果安裝檔已經過簽署，則會顯示這個數位簽章已確認。訊息於數位簽章資訊區段中。

資源
本節列出說明文件資源和其他實用連結，提供您商務電腦專用的 SupportAssist 的相關詳細資訊。

表 3. 資源 

如需以下項目的相關詳細資訊 請參閱 請前往

在 TechDirect 上設置、在電腦機群上設
定、下載及部署 SupportAssist。

IT 管理員：《搭載 Windows 作業系統的商
務電腦專用的 SupportAssist 部署指南》

商務電腦專用的 SupportAssist 說明文件頁
面

合作夥伴：《搭載 Windows 作業系統的商
務電腦專用的 SupportAssist 合作夥伴部署
指南》

使用 TechDirect 管理執行商務電腦專用的
SupportAssist 的電腦

《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 with
Windows OS Deployment Guide》(適用於
搭載 Windows 作業系統之商務電腦的
SupportAssist 管理員指南)

關於商務電腦專用的 SupportAssist 的常見
問題與解答

《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 with
Windows OS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8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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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資源 (續)

如需以下項目的相關詳細資訊 請參閱 請前往

(適用於搭載 Windows 作業系統之商務電
腦的 SupportAssist 的常見問題)

設定商務電腦專用的 SupportAssist 《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 with
Windows OS Quick Setup Guide》(搭載
Windows 作業系統之商務電腦專用的
SupportAssist 快速安裝指南)

從電腦各元件收集的資料 搭載 Windows 作業系統的商務電腦專用的
SupportAssist 從連結之電腦收集的資料

最新變更、增強功能、已知問題及版本限
制的摘要

《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 with
Windows OS Release Notes》(適用於搭載
Windows 作業系統之商務電腦的
SupportAssist 版本資訊)

使用 SupportAssist (由系統管理員在您的
電腦上進行設定與部署)

《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 with
Windows OS User's Guide》(適用於搭載
Windows 作業系統之商務電腦的
SupportAssist 使用者指南)

在 TechDirect 中註冊您的組織、管理
SupportAssist 警示及零件派送要求。

TechDirect 首頁 https://techdirect.dell.com

SupportAssist 優點與特色 SupportAssist 首頁 商務電腦專用的 SupportAssist 首頁

資源 9

https://techdirect.dell.com/portal/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en-us/services/support-deployment-technologies/support-assist-for-PCs.htm#accordion0


註、警示與警告

註: 「註」表示可以幫助您更有效地使用產品的重要資訊。

警示: 「警示」表示有可能會損壞硬體或導致資料遺失，並告訴您如何避免發生此類問題。

警告: 「警告」表示可能的財產損失、人身傷害或死亡。

© 2020 - 2021 Dell Inc. 或其子公司。版權所有，翻印必究。Dell、EMC 與其他商標均為 Dell Inc.或其子公司的商標。其他商標可能為其各自擁有者的
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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