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园中的 Apple 

Apple 设计了专用于校园的强大工具，来支持管理员进行部署、帮助教
师完成课堂教学，并为每位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体验。 

管理设备和内容 
Apple 校园教务管理是一项基于 Web 的免费服务，能够帮助技术管理
者在学校部署 iPad 和 Mac、为学生和教职员工创建管理式 Apple ID 
帐户、设置用于“课业”和“课堂”app 的班级名册，以及管理用于教
学的 app。 

经过授权的学校教职员工也能使用 Apple 校园教务管理来重设密码和
检查管理式 Apple ID 帐户。 Apple 校园教务管理会保留这些操作的
记录。 

教学 
借助课业 app，教师和学生能够分享教学资料、查看学生进度、提供即时
反馈，从而支持教师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当学校在 Apple 校园教务管理
中启用了“课业”app 的进度报告后，可以分享学生的进度数据，但分
享的数据仅限于教师专门分配的活动，并且只有当学生在他们的设备上使
用自己的管理式 Apple ID 时才可分享。家长可以通过打开“课业”app 
或是访问孩子的 iPad 上的“设置”，查看孩子的进度信息。 

借助课堂 app，教师能够在课堂上管理学生的 iPad 设备，并指导学
生完成课程。使用“课堂”app 管理设备的前提是学生在上课时间必
须到场，课后无法使用此 app 存储数据或进行控制。 

要进一步了解适用于教育的 Apple 产品，请访问 apple.com/cn/
education/。 

保护学生的隐私 

适用于教育的 Apple 服务和 app 整合了同样的隐私保护措施，这是
所有 Apple 硬件、软件和服务的设计基础。  

我们绝不会出售学生的信息，也绝不将这些信息提供给第三方用于营销
或广告宣传。我们绝不会根据学生的网上行为来建立个人档案，也不会
收集或使用除提供相关教育服务时所需信息之外的任何学生信息。 

Apple 提供专为学校使用而设计的帐户，即“管理式 Apple ID”。 
这些帐户由学校创建、拥有和控制，用于为学生提供对 iCloud 云盘、
iCloud 照片图库、备份、“课业”app 和共用的 iPad 的访问权限。
如果学校发放了供家中使用的密码，学生也能在家中通过个人拥有的 
iPad 或 Mac 登录到他们的帐户来查看自己的作业。这些帐户旨在保
护学生的隐私，包括对广告、购买和通信的限制。禁用了 App 
Store、iTunes 和 Apple Music 上的购买功能，学习材料和 app 则
由学校分发。学校可以启用或禁用 iMessage 信息、FaceTime 通话
等服务或是“课业”app 的学生进度记录。 

学生隐私相关法律的合规性 
学校在使用 Apple 的教育功能和服务时，能够遵守美国 COPPA 和 
FERPA 以及欧盟 GDPR 规定的相应义务，也能遵守提供 Apple 校
园教务管理的司法辖区的其他适用数据隐私法律。 

要进一步了解关于 Apple 教育产品的隐私和安全，请访问
support.apple.com/zh-cn/HT208525。

适用于家长的隐私权概览  
在 Apple，我们认为隐私是基本人权，所以我们的所有产品
自设计之初就将隐私和安全考虑在内，包括我们的教育 app 
和服务。当学校在 Apple 校园教务管理中为学生设置帐户、
设备和 app 时，可以确定 Apple 只会将数据用于教育目的。
本文稿简要介绍了在学校使用的 Apple 产品及其内置的隐私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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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Pad 和 Mac 学习 

用技术支持学习不仅仅是键入论文和使用互联网。iPad 和 Mac 为每
位学生提供了一系列工具来表达自我、解决问题，完成让自己自豪的
作品。我们设计产品时秉承每个人都有创作潜能的理念，因此可以让
你的孩子通过听、看、触摸和创作来学习。  

强大的效率和创意 app 
Pages 文稿、Numbers 表格、Keynote 讲演非常适合学生和教师创
建精美的报告和电子书、数据丰富的电子表格和绚丽夺目的演示文稿。  

借助库乐队、iMovie 剪辑和可立拍，学生和教师将能够创作音乐、剪辑
纪录片或录制简短视频片段。 

在 iPad 上使用 Swift Playgrounds，借助我们强大的编程语言 
Swift 进行入门编程学习，互动性强又妙趣横生。 

借助这些免费 app，学生将拥有完成功课所需的所有工具，并以他们
独特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创意。他们可以用 iMovie 剪辑将学期论文打
造成一部纪录片；可以用库乐队为自己的诗谱曲；或是在 Pages 文稿
中协作，将学校论文变为一本配有照片和插图的互动式电子书。 

支持你孩子的学习 
要阅读有关 iPad、Mac、内置 app 的更多信息，以及在学校如何使
用它们，请访问apple.com/cn/education。  

一起创作有趣的家庭项目。使用 iMovie 剪辑拍摄家庭活动，用库乐队
创作家庭幻灯片的配乐，或是编辑一个 Keynote 讲演演示文稿来记录
你们近期的一趟旅程。一起完成一个简短的项目，能够帮助你和孩子了
解这些工具能够带来哪些可能，并在今后激发新创意。   

与你的孩子一起，探索我们的《人人能创造》项目式学习指南中的活动，
帮助你们开始创作。课程网址请见：www.apple.com/cn/
education/everyone-can-create。 

设置 iPad 和 Mac 

要确保设备配置能够带来最佳学习体验，学校可以使用移动设备管理 
(MDM) 软件来配置网络接入、安全网页内容、软件更新等的设置和
政策。MDM 还允许学校分发学生在学习中使用的 app 和电子书。 

在学校发放的设备上，管理设置通常不可删除。如果学生携带自己的
设备到学校，只能在你选择加入学校的管理软件之后，学校才能管理
这些设备。之后你可以随时删除 MDM 设置。  

家长和学生应该查看学校有关可接受使用、电子邮件和信息发送以及
访问内容和 app 的技术政策。 

App 
iPad 和 Mac 自带一系列功能强大的 Apple app：Pages 文稿、
Numbers 表格、Keynote 讲演、iMovie 剪辑和库乐队。在学校发
放的设备上，学校可以选择要额外安装哪些学习 app，并限制学生下
载其他 app。  

iPad 上的“设置”app 包括了所有已安装 app 的列表。在 iPad 上 
App Store 的“教育”类别中，发现更多由教育工作者和 Apple 精
选的优秀学习 app。 

限制 
在个人设备上，家长能够使用“设置”app 中的家长控制来屏蔽或是
限制孩子设备上的特定 app 和功能。例如，家长能够按照年龄分级限
制电影或音乐等内容；屏蔽特定的 app 或网页；限制分享孩子所在位
置等隐私数据。要进一步了解我们提供了哪些工具来帮助家长选择孩
子可以在设备上进行的操作，请访问：www.apple.com/cn/
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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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你的孩子成为高素质的数字化公民 
我们提供了许多资源来帮助学生在网上做出安全、明智和合乎道德的决定，并为学校和家长提供指导。例如，你可以在以下网址找到一系列适
用于家庭的指南：www.commonsensemedia.org。  

家长可以参加 Apple Store 商店的免费课程，学习各种相关的 iOS 功能，帮助管理孩子可以在设备上看到的内容和执行的操作。要查看我们
提供的各类主题课程，请访问：www.apple.com/cn/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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