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就採取行動！
按 照 本 手 冊 中 的 步 驟 設 
定您的 Sysco Network ID 

和密碼。

瞭解您的 Network ID 是保持連接和存取對
您在 Sysco 的生活至關重要的系統的重要組
成部分。將此識別證卡貼附在您的識別證夾或
掛繩上，以便參考。

您的 Sysco 
Network ID
您的 Sysco Network ID 允許您 
存取許多重要的 Sysco 系統， 
例如 Workday。要存取這些系
統，您需要設定密碼，並且需要
您的 Sysco Network ID 來執行
此操作。 

Sysco 要求所有員工每 90 天重
設一次密碼。自助服務密碼重設 
(SSPR) 允許您從資訊亭、桌上
型電腦、平板電腦或智慧手機快
速點擊幾下即可重設密碼，而無
需致電服務台。請參閱手冊另一
面的有關如何設定密碼和 SSPR 
的說明。



Quinyx   （適用於 USBL 和加拿大倉儲和運輸協會） 

Quinyx 正逐步在整個組織中推廣。Quinyx 可讓您透過智慧手機、電腦或
平板電腦或您網站的資訊亭輕鬆存取和檢視您的排程。不再需要查看公告 
板或在深夜收到簡訊或電話。只需按一下一下，您就可以檢視您的排程。 
有關 Quinyx 的問題或瞭解它何時會在您的位置部署，請與您的經理或 
HRBP 聯絡。

Workday   （適用於所有美國員工） 

Workday 非常適合經常出差的員工。您可以透過電腦（在家中或工作場所 
的資訊亭）或智慧手機或平板電腦使用 Workday 應用程式。您將使用  
Workday 更新您的個人聯絡資訊並管理某些與薪資相關的詳細資訊，例如
您的直接存款。請記住，某些與薪資相關的交易無法透過行動應用程式進
行； 您必須從電腦登入。瀏覽 SyscoWorkday.com 並按一下橙色的Join 
Workday（加入 Workday） 按鈕，或下載 Workday 應用程式。

Sysco To Go   （適用於所有員工） 

使用 Sysco To Go，您可以透過參與線上社群和加入您感興趣的主題的對
話來與其他 Sysco 員工建立聯絡。它很方便 - 從 Sysco To Go 應用程式或  
web 存取它。您可以在以下位置找到下載應用程式和存取 Sysco To Go  
的說明http://syscotogo.com/。

Thrive   （適用於所有員工） 

我們迫不及待地想讓您嘗試 Thrive - 這是我們全新的全球學習體驗！它易
於使用，您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和母語對其進行自訂。此外，您還可以與同
事交流。點贊、分享或收藏內容。Thrive 旨在讓員工發展他們的職業！

您的地址是否正確？
您是否注意到本手冊中記錄的您的家庭住址？如果不正確，則意
味著您無法獲得福利或稅務相關資訊等個人化資訊。立即登入 
Workday 以確保您的所有個人資訊都是最新的。

http://SyscoWorkday.com
http://syscotogo.com/


作為 Sysco 員工，您的銘牌上有很多資訊（或裝在托盤上或卡車上）。 
我們讓您輕鬆獲得並保持與 Sysco 工具和資源的聯絡。其中一些工具
和資源為您提供了重要的資訊，讓您及時瞭解公司發生的最新情況，而
其他工具和資源則是您執行工作所必需的或將會需要的。最重要的是， 
您將使用您的 Sysco Network ID 存取您的薪資單。

¿Hablas español?  Vaya a SyscoBenefits.com/SSPR instrucciones en españ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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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scoBenefits.com/SSPR


我們的數位景觀
在我們的卡車和倉庫中，我們使用手持裝置完成工作。交付合作夥
伴使用 GPS 從一個客戶切換到另一個客戶。客戶線上下訂單並審
核發票。隨著我們的卡車、倉庫和客戶工具變得更加數位化，您可
以輕鬆地從筆記型電腦、臺式電腦或行動裝置存取重要的 Sysco 
工具和資源。  

您的 Sysco Network ID 驅動幫助您獲得薪酬、更新聯絡資訊和
檢視您的排程的關鍵 Sysco 系統。設定自助密碼重設 (SSPR) 後， 
重設密碼很容易，因此您可以保持連接、獲得所需資訊並在需要時
採取行動。

有疑問嗎？需要幫助嗎？
如 果 您 需 要 有 關 密 碼 或  Sysco 
Network ID 的 幫 助，請 聯 絡 
Sysco 服務台：1-866-981-1190.
您可以在以下位置找到更多資源： 
SyscoBenefits.com/SSPR。

http://SyscoBenefits.com/SSPR


您的 UPN / 使用者名稱
如果您忘記了密碼並需要重設密碼，或者您的帳戶被鎖定，您將使用您
的 UPN / 使用者名稱存取您的帳戶。它印在您的識別證上，以便於參考。 

第 1 部分：重設您的臨時密碼
您的主管或經理向您提供了一封信，其中包含您重設密碼所需的兩條資訊：

 • 您的 Sysco Network ID

 • 您的臨時密碼，僅用於首次登入以設定新密碼

有了此資訊，您就可以開始使用系統了。完成第 1 部分和第 2 部分的所有步
驟大約需要 20 分鐘，因此請留出一些時間。按照以下步驟設定您的密碼並
獲得重要的 Sysco 系統的存取權限。 

1. 瀏覽 Sysco.workspaceoneaccess.com或使用智慧手機掃描下方二
維碼。

2. 輸入您的 Sysco Network ID，然後按一下
Next（下一步）。

3. 在下一個螢幕上，在Password（密碼）欄位中
輸入您的臨時密碼（來自隨本手冊提供給您的
信件）。 

4. 再次在Old Password（舊密碼）欄位輸入您的 
臨時密碼，然後按一下Sign in（登入）。此後， 
您將不再使用您的臨時密碼。

5. 在 New Password（新密碼）欄位，輸入新密
碼：

 ▪ 密碼必須至少包含十個字元，並且至少包含以下三個字元： 一個
大寫字母、一個小寫字母、一個數字和這些特殊字元之一： @、%、$  
或 _。

 ▪ 您不能使用任何其他特殊字元。

 ▪ 新密碼不能是您之前的六個密碼之一。

6. 在Re-type Password（重新輸入密碼）欄位重新輸入您的新密碼。

7. 按一下Sign-in（登入）以變更您的密碼。變更密碼後，請關閉瀏覽器 
視窗。

要透過智慧手機
完成第 1 部分， 
請掃描此二維碼。

http://Sysco.workspaceoneaccess.com
http://Sysco.workspaceoneaccess.com


現在您已連接
完成第 1 部分（重設密碼）和第 2 部分（註冊 SSPR）後，您就已連接！現在，
您可以開始存取和使用 Sysco 擁有的快捷且便利的工具，讓您更輕鬆地完
成工作、掌握 Sysco 新聞並管理您的薪酬。

第 2 部分：註冊 SSPR
每次重設密碼時，系統都會要求您驗證您的身份，以
便安全地進行密碼重設。為密碼重設建立您的身份
需要您註冊 SSPR。 

1. 切換到 https://passwordreset.sysco.com 上的  
Sysco Password Manager（Sysco 密碼管理員）。

2. 選擇Registration（註冊）選項。

3. 您可能會被要求執行一些額外的步驟：

 ▪ 如果系統要求您輸入電子郵件，請輸入您的 Sysco Network ID，
並新增 @sysco.com。您不能輸入您的 Sysco Network ID 或輸
入另外一個電子郵件地址。例如，如果您的 Sysco Network ID 是 
Batman123，請輸入 Batman123@sysco.com。 

 ▪ 如果系統要求您提供使用者 ID，請輸入您的 Sysco Network ID， 
不帶 @Sysco。

 ▪ 如果系統要求您輸入密碼，請輸入您在第 1 部分中設定的新密碼。 

 如果您沒有被要求完成這些額外步驟，您將直接被導向 #4。

4. 您將進入標題為 Security Info（安全資訊）的頁面。按一下 +Add 
Method（新增方法）。

5.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需要重設密碼時要使用的方法。 

 ▪ 首選：請使用電話方法，因為它最簡單。代碼將發送到您的智慧手
機，您將輸入此代碼以重設密碼。

 ▪ 如果您選擇「security questions（安全問題）」選項，則必須執行額外
步驟，並且需要使用您網站的資訊亭註冊 SSPR。

6. 按照說明設定您的方法。

有關 SSPR 的更
多 資 訊，請 掃 描

此二維碼。

https://passwordreset.sysco.com
https://passwordreset.sysc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