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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 

使用 iPad 来开展自己的“编程一小时”活动，在你的校园或社区小组中庆祝“计算机科学教育

周”。  

本协导员指南可以帮助大家使用 Swift Playgrounds 开展“人人能编程”中的多项活动，来体

验“编程一小时”。Swift Playgrounds 是一款免费的 iPad app，让学习编程入门知识的过

程充满趣味、互动感十足。通过使用真正的代码，年满 11 周岁的参与者只需轻点一下即可闯关

解谜，并操控所选角色。 

对于年龄较小的学生，可以找到面向各种基于模块编程 app (如 Minecraft: Education 
Edition、Hopscotch、Tynker 和 codeSpark 学院) 的“编程一小时”活动相关信息和 
链接。 

“编程一小时”是由“计算机科学教育周”和 code.org 共同发起的一项全球性活动。有关“编

程一小时”活动的更多信息，请点击此处。

准备事项

建议每位参与者配备一部运行  
iOS 11 或更高版本的 iPad。 

*参与者也可以共用 iPad 设备和代码。

Swift Playgrounds app。请点击此处下载。

可选：活动期间为参与者提供指导 
的显示器。

*兼容 iPad Air 或更新机型、iPad mini 2 或更新机型，以及所有 
iPad Pro 设备。

你好！我叫 Hopper，是 Swift Playgrounds 中的一个角色。

我的名字取自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先驱之一 Grace Hopper。为

庆祝 Grace Hopper 的诞辰，我们会在每年 12 月初举办“计

算机科学教育周”。为了纪念她，Swift Playgrounds 中的角

色改为 Hopper，也就是我。如果你要开始闯关，请轻按

“Byte”，然后邀请我进入你的编程世界！

http://code.org
https://hourofcode.com/us/cn
https://itunes.apple.com/cn/app/swift-playgrounds/id908519492?mt=8
https://itunes.apple.com/cn/app/swift-playgrounds/id908519492?mt=8
http://code.org
https://hourofcode.com/u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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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之前 

1. 计划并邀请。 
• 制定日期并寻找活动地点。  
• 使用标签 #编程一小时或 #SwiftPlaygrounds 在社交媒体上向教师、家

长和你的社区发布你的活动消息。 
• 邀请你的小组出席。  
• 探索更多工具来宣传你的“编程一小时”活动。  

2. 做好准备。 

下面是开展活动前你可以做的一些准备工作。 

• 观看这些有用的视频：  
–  命令介绍  

–  函数和循环介绍  

–  你知道吗？提示  

• 在 Swift Playgrounds 的“你好，Byte”挑战中，探索“发出命令”、

“函数”和“For 循环”章节中的前几个关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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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ourofcode.com/us/cn/promote
http://education-static.apple.com/swift-playgrounds/01A_commands2018.mov
http://education-static.apple.com/swift-playgrounds/03_functions-and-loops2018.mov
http://education-static.apple.com/swift-playgrounds/07B_Hints2018.mov
https://hourofcode.com/us/cn/promote
http://education-static.apple.com/swift-playgrounds/01A_commands2018.mov
http://education-static.apple.com/swift-playgrounds/03_functions-and-loops2018.mov
http://education-static.apple.com/swift-playgrounds/07B_Hints2018.m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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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置 iPad 设备。 
请按照以下步骤设置好 iPad 设备，为“编程一小时”做好准备。如果你使用的是学校的 iPad 设备，  
请和你的 IT 管理员一起安装 Swift Playgrounds。  

如果参与者使用自己的 iPad 设备，还需要按照以下步骤为活动做好准备： 

1. 下载 Swift Playgrounds app。 
2. 打开 Swift Playgrounds app。  
3. 在“我的 Playgrounds”屏幕上，轻按“查看全部”。然后轻按“你好，Byte”挑战。  
4. 轻按“获取”，然后轻按该 playground 以打开这个挑战。 

轻按“你好，Byte”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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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tunes.apple.com/cn/app/swift-playgrounds/id908519492?mt=8
https://itunes.apple.com/cn/app/swift-playgrounds/id908519492?m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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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期间 

介绍 (5 分钟) 
欢迎你的小组参加活动，然后花几分钟的时间介绍编程和 Swift Playgrounds。让参与者了解到，代码

如何驱动着我们身边的诸多事物。当你想吃披萨时，代码帮你在线订购。当你使用喜欢的 app 时，代码

可以让你发送消息、分享照片，或者在照片中与你的小猫交换面孔。  

与你的小组讨论在“计算机科学教育周”期间举办的“编程一小时”活动，这项活动是为了纪念“软件

工程第一夫人”Grace Hopper 的诞辰。海军准将 Grace Hopper 博士是一位充满激情的数学家，被称

为“了不起的 Grace”。她在开发第一批编译程序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程序可以将英语转换为机

器代码。请使用下面的材料，重点介绍她的工作在编程和计算机科学领域中的重要影响。与学生讨论她

的工作对于他们今天即将用到的 Swift 代码有何影响。  

介绍 (5 分钟) 

命令和序列  (5 分钟) 

 
发出命令 (15 分钟) 

 
函数 (20 分钟) 

 
 
For 循环 (10 分钟)  

总结 (5 分钟)

活动流程

这是 InVision 的体验设计师 Pablo Stanley 

创作的漫画，讲述了 Grace Hopper 的平生

事迹和伟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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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tanleycolors.com/2014/12/story-grace-hopper-aka-amazing-grace/
http://www.stanleycolors.com/2014/12/story-grace-hopper-aka-amazing-grace/
http://www.stanleycolors.com/2014/12/story-grace-hopper-aka-amazing-grace/
http://www.stanleycolors.com/2014/12/story-grace-hopper-aka-amazing-g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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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身活动：命令和序列 (5 分钟) 
帮助参与者了解命令和序列的概念。参与者来告诉你要做什么！让小组想一些需要多个步骤完成的动作。

例如，他们会让你在黑板上画个笑脸，或者做五下开合跳。活动目标是要让参与者了解编程时需要达到的

详细和精确程度。 

示例 

在黑板上画笑脸。 

1. 走到黑板前。  
2. 拿起马克笔，将笔尖朝下。  
3. 拔下笔帽。  
4. 在黑板上画一个圆，等等。  

 
让参与者来决定动作，但不要让你知道。决定后，他们可以大声地一步一步指示你做。需要准确按照他们

的指示，即使所做的动作并不正确。 

转移到 app 的部分之前，先就活动展开简短的讨论。每天我们做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不会去思考完成

这些事情所需要的所有步骤。所以很难针对每个步骤与其他人沟通交流，在编程时也很难针对每个步骤与

计算机沟通交流。  

问问小组： 

• 是否成功下达命令？  
• 他们可以如何改善指示？  
• 执行他们的指示时是否遇到任何有趣的时刻或问题？  
• 他们可以如何避免这些问题？  

现在我们会把这些概念运用到 Swift Playgrounds app 上。

进行开合跳。  

1. 双脚并拢站立，手臂垂于体侧。  
2. 向上跳，落下时双脚分开两英尺的距离，并

向上举起双臂呈 V 字形，等等。

Swift Playgrounds 编程一小时 | 2018 协导员指南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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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命令 (15 分钟) 

在 Swift Playgrounds app 上，轻按以打开“你好, Byte”挑战。让小组看完“命令”章节的“介绍”部

分。“介绍”部分将解释各种概念，并把这些概念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  

然后指导参与者完成“命令”章节中接下来的四个关卡。告诉他们，如果不能在指定时间内完成所有关卡也

没关系。  

• 发出命令  
• 添加新命令  
• 切换开关  
• 传送门练习  

小组集合，一起总结经验： 

• 参与者写了多少命令？  
• 他们可以用多少种方法来解决每个关卡？  
• 让学生想一个他们玩的数码游戏，然后说出该游戏中的一些命令。  
• 电脑的思维方式与人类的思维方式相比有哪些异同？ 

轻按目录图标以返回至“介绍”，或
跳至该挑战的其他页面。

虽然这项挑战称作“你好，

Byte”，但参与者也可以改变他

们的角色。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角

色！我叫 Hopper，我的名字取

自 Grace Hopper。这个视频将

向你介绍如何改变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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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ducation-static.apple.com/swift-playgrounds/01B_Choose_Character2018.mov
http://education-static.apple.com/swift-playgrounds/01B_Choose_Character2018.m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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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 (20 分钟) 
通读 Swift Playgrounds 中“函数”章节的介绍部分。说明函数这个概念，即组合在一起且被赋予名称

的一组命令的集合。需要时，只要使用函数名称即可随时运行该命令集。函数可以帮助我们更加高效地

编写代码。  

现在让小组在没有你指导的情况下，完成“函数”章节中的以下三个关卡；让他们知道，这是一次独立

进行或与伙伴一起实践学以致用的机会：  

• 组合新行为  
• 创建新函数  
• 嵌入式阶梯  

小组集合，一起总结经验： 
• 什么时候应该创建函数？为什么？  
• 日常生活中还会使用哪些函数？  

For 循环 (10 分钟) 
展示 For 循环介绍，然后让小组从“循环跳跃者”开始。  
参与者可以独立完成或与伙伴合作。 

小组集合，一起总结经验： 

• 什么时候应该创建循环？为什么？  
• 可以想到日常生活中的其他循环吗？ 

Swift Playgrounds 编程一小时 | 2018 协导员指南 !8



Swift Playgrounds 编程一小时 | 2018 协导员指南

比起缅怀过去，我更愿意开

创未来。1

“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这是最危险的一句话。1

我有很强的好奇心...每当你解决

了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就接踵

而至。2

Grace Hopper 当年在五角大

楼的地下室工作时，曾以一面 
Jolly Roger 海盗旗装饰自己

的办公室。

“人们往往不愿意做出改变。他们

总是说，‘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而我会努力打破这种思维定势。这

就是为什么我的墙上挂着一个逆时

针走动的时钟。”1

扩展活动 (可选；10 分钟) 
如果你安排的活动时间超过一小时，或者你想为小组提供扩展活动，可以请学生从这些 Grace Hopper 名
言或图像中，选择一则或一副真正打动他们的内容。在“计算机科学教育周”期间，他们可以使用“备忘

录”、Pages 文稿、Keynote 讲演来展示她的名言，并为 iPad 设备设计新的锁定屏幕墙纸。

!9

1. 援引自维基语录。2. Lynn Gilbert 所著 Grace Murray Hopper 传记：《特别的激情：与塑造我们时代的女性对话》。 

https://en.wikiquote.org/wiki/Grace_Hopper
https://stories.vassar.edu/2017/assets/images/170706-legacy-of-grace-hopper-hopperpdf.pdf
https://en.wikiquote.org/wiki/Grace_Hopper
https://stories.vassar.edu/2017/assets/images/170706-legacy-of-grace-hopper-hopperpd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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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5 分钟) 
恭喜你的小组完成 Swift Playgrounds“编程一小时”活动。活动尾声时，向学生展示如何使用目录来查看他们的“你好，Byte”结业证书。提醒他们可以下

载《学习编程 1》和《学习编程 2》这些 playground 来继续学习。鼓励学生继续编程，有朝一日可以打造 app 来实现自己的奇思妙想。  

Swift Playgrounds 编程一小时 | 2018 协导员指南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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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Swift Playgrounds 选项 
如果你的小组已经熟悉 Byte、《学习编程 1》和《学习编程 2》，那么下面还有一些其他选项，可供使用 Swift Playgrounds 进行“编程一小时”活动。

不可思议的编程机器 

请一同探索“不可思议的编程机器”，了解它的

功能和工作原理。这个机器缺少一些部件。这项

挑战就是要运用逻辑推理和基本的编程技能 (如函

数和循环) 来想办法为它创造新的部件。当这项挑

战结束时，你将拥有一台利用定制部件得以完全

修复的机器。  

除了开始几个页面上需要的部件之外，参与者可

以尝试创建更多的部件。请酌情指导他们进行下

一步。

“起点”模块中的“答案”playground 
可以使用“起点”模块中的“答案”playground，

创建一个小测验甚至是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让学

生尝试在“文本”页面填写自己的名字。指明

“show”和“ask”是两个函数。函数还可以有结

果，就是你在实时视图中看到的内容。在“类型”

页面上，学生还可以探索不同的“show”和

“ask”函数。  

在学生熟悉“答案”playground 之后，让他们编

写一系列不同的“show”和“ask”函数，以供其

他同学来完成。然后，他们可以使用这些函数的结

果来编写故事情节、访谈文章或简短传记。

配件 

对学生来说，使用连接的设备是一种应用其编程技能

的好方法，因为这样就可以看到他们的程序在现实世

界中的体现。 

一些热门机器人和此类设备的第三方开发者，都提供

了 Swift Playgrounds 内容，其中满是引人入胜的 
playground。用户可以配置并操控流行的教育配

件，如 Sphero、Meebot、Wonder Workshop 
Dash 等。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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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低年级学生的“编程一小时” 

如果你想与小学生一起开展“编程一小时”活动，或者想要在 iPad 上探索 app 的其他选项，请查看这些“编程一小时”活动。

Minecraft: Education Edition 

在 Voyage Aquatic 3D 这个入门课程中，学生可以运用 Code 
Builder 中的命令，使用海洋生物来装饰和填充巨型水族馆，整个过

程十分有趣。Minecraft: Education Edition 可以在 iPad 和 macOS 
设备上使用，需要有学校帐户。 

了解详情 >

Tynker 
这是一个包含 12 堂编程教程的系列课程，旨在鼓励孩子们发挥他们的想

象力和创造力。借助 Tynker，孩子们可以完成多项活动，例如，设计一

个与宠物有关的趣味游戏、运用交互式食谱展示烹饪技巧、设计一个关于

如何改变世界的故事、搭建太阳系模型，甚至可以构建自己的游戏。 

了解详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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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ynker.com/hour-of-code/teacher
https://education.minecraft.net/cs/
https://education.minecraft.net/cs/
https://www.tynker.com/hour-of-code/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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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Spark 学院 
学生可通过对一些可爱的 Foos 进行编程，打通有关教授计算机科学基本

概念的关卡，例如序列和循环。或者，他们也可以从 codeSpark 学院的

“创作”模式开始学习编程。两个游戏套件都使用无文字的界面，可以引

导学生创建并编写马里奥风格的视频游戏，非常适合编程初学者和学龄前

儿童！ 

了解详情 >

Hopscotch 
年龄较小的编程人员可参考八个视频教程的任意一个，以便在 
Hopscotch 中设计他们自己的游戏。Hopscotch 是一款开放式编程工

具，让编程人员可以创建自己设想的任何程序。每个项目都提供了全面的

“编程一小时”课程计划。学生可以参考完整的《编程入门》课程进行后

续的学习，该课程解释了编程概念，并提供相关的实践活动以及计算机编

程的基础知识。  

了解详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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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odespark.com/hour-of-code
https://www.gethopscotch.com/hour-of-code
https://www.gethopscotch.com/hour-of-code
https://www.codespark.com/hour-of-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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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 

“人人能编程”课程提供了一些有趣的支持资源，利用这些资源，编程人员不仅可以在 iPad 上学习基础知识，还可以在 Mac 上打造真正的 app。另外，

我们提供了内容全面的教师指南，帮助老师将编程引入课堂，为不同年龄的学生 (从幼儿园小朋友到大学生) 提供循序渐进、符合课程要求的课程。  

查看“人人能编程”的所有资源 >

进一步了解 
《编程入门》 

课程 >

进一步了解  
Swift Playgrounds  

课程 >

进一步了解 
《使用 Swift 开发 App》  

课程 >

© 2018 Apple Inc. 保留所有权利。Apple、Apple 标志、iPad、iPad Air、iPad mini、iPad Pro、Keynote 讲演、Mac、macOS、Pages 文稿和 Xcode 是 Apple Inc. 在美国及其他国家/地区注册的

商标。Swift 和 Swift Playgrounds 是 Apple Inc. 的商标。Hour of Code 是 Code.org 的商标。此处提到的其他产品和公司名称可能是其各自公司的商标。2018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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