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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	hourOfCode()	{	

	 foldOrigami()	

	 learnFunctions()	

	 solvePuzzles()	

	 doDa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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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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协导员指南可帮助大家使用 Swift Playgr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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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三年级和更高阅读水平的参与者可完成解谜闯关，

并认识他们可以通过点击来控制的角色。 

在这个“编程一小时”体验活动中，参与者将探索全新“人人能编程”课程中的改良

课程，不仅学习如何编程，还学习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运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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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ift Playgrounds 要求使用装有 iOS 10 或更高版本或

者装有 iPadOS 的 64 位 iPad。建议每位参与者都配备

一部 iPad。参与者也可以共用 iPad 设备一起编程。

Swift Playgrounds app。请点击此处下载。

活动期间为参与者提供指导的显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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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轻点“Byte”，然后邀请我进入你的编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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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http://code.org
https://hourofcode.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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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rOfCode、#EveryoneCanCode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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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探索全新的《人人能编程：解谜闯关教师指南》中的以下章节： 
– 命令 

– 函数 

•  在 Swift Playgrounds 中探索“学习编程 1”的“命令”和“函数”章

节中的前几个关卡。  

•  在 Swift Playgrounds 的“玩 MeeBot 学跳舞”playground 中，尝试

对 MeeBot 角色进行编程。  

•  下载“Swift Playgrounds 编程一小时”演示文稿，你将使用这个演示

文稿来指导参与者完成各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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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ourofcode.com/cn/cn/promote
http://www.apple.com/105/media/cn/education/everyone-can-code/2019/1d77a2fe_0701_4683_a84b_2a0a86ae5950/puzzles-teacher/everyone-can-code-puzzles-teacher-guide.ibooks
https://hourofcode.com/cn/cn/promote
http://www.apple.com/105/media/cn/education/everyone-can-code/2019/1d77a2fe_0701_4683_a84b_2a0a86ae5950/puzzles-teacher/everyone-can-code-puzzles-teacher-guide.i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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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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yground”屏幕上，轻按“查看全部”。找到“学习编程 1”playground。  
4.  轻按“获取”，然后轻按该 playground 以打开这个挑战。  
5.  滚动至“来自其他发布者”，选择“UBTech Jimu Robots”，然后轻点“订阅”。 

6.  轻点“获取”以下载“MeeBot 舞蹈”playground。  

注：你还需要为每位参与者准备一张方形的白纸，并准备一个屏幕来放映“Swift Playgrounds 编程一小时” 
演示文稿。下载演示文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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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pps.apple.com/cn/app/id908519492?ls=1
https://education-static.apple.com/geo/cn/teaching-code/hour-of-code-keynote.key
https://apps.apple.com/cn/app/id908519492?ls=1
https://education-static.apple.com/geo/cn/teaching-code/hour-of-code-keynote.key


Swift Playgrounds 编程一小时 | 协导员指南

活动期间  

介绍 (5 分钟) 
欢迎你的小组参加活动，然后花几分钟时间介绍编程和 Swift Playgrounds。提醒参与者代码在我们周

围是无处不在的，无论我们是在手机上使用 app，还是只是在红绿灯处过马路。向参与者说明，在今天

的活动中，他们不仅会学习如何使用基本概念进行编程，而且还会学习如何将代码用于日常生活。 

介绍 (5 分钟) 

学习：命令和函数 (10 分钟) 

试一试：Swift Playgrounds 关卡 
(20 分钟) 

应用一下：“玩 MeeBot 学跳舞”

视频 (15 分钟)  

建立联系：代码无处不在 (5 分钟) 

总结 (5 分钟)

活动流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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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命令和函数 (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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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小组成员，他们有没有指导过别人去做某件事，比如进行开合跳或解

数学题。如果有，即表示他们发出过命令。向小组成员说明，在这个活动

中，他们将按照命令来制作占卜折纸。  

展示“学习：制作占卜折纸”幻灯片，给每个人分发一张方形纸，然后让

他们按照指令来制作占卜折纸。  

每个人都能够制作出占卜折纸吗？命令表述是否清晰？表彰能够按照指令

完成任务的小组！

讲解函数的概念。让小组成员回想他们第一次学习刷牙的过程。向他们展

示包括 brushTeeth() 函数在内的幻灯片，并向他们说明他们学到的每

个步骤：弄湿牙刷、涂上牙膏、刷牙、清洗牙刷、漱口。   

在了解这些步骤后，他们可能会记住“刷牙”的这一系列指令。所以，每

当被要求“刷牙”时，他们都知道要怎么做。他们已执行 brushTeeth 
函数。  

��

brushTeeth(
)

������  
��

1.  $b]@L�`�5�`��=�Z'b]��f
b]�e�@D�i�  2.  $b]hY�`�5�`��=�Z'b]��f
b]�e�@D�i�  3.  QTI�%N$b]�`�5�`��=�Z'b
]��fb]�e�@D�i�  4.  Q+TI�%N$b]�`��fb]�e�@D
�i�� 

5.  $0�%`>d#��fb]�e�@D�i� 
6.  hY�`��'[�`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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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FortuneTeller()

��func	makeFortuneTeller()	{	

}

 

现在，向小组成员展示包括 makeFortuneTeller() 函数在内的幻灯片。向他们说明，这是一个使用 Swift 编程语言编写的命令。询问是否有人可以解读

这个命令。指出函数使用了驼峰式命名法，让小组成员猜猜大括号内会包含哪些内容。选择“学习：制作占卜折纸”幻灯片，以揭示伪代码。选择包括 
makeFortuneTeller() 函数在内的幻灯片，向小组成员展示你可以如何调用这个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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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一试：Swift Playgrounds 关卡 (2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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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小组成员打开 Swift Playgrounds app，然后打开“学习编程 1”  
playground。一起通读“命令”章节的介绍部分。这一部分阐明了具

体的编程概念，并将它们与日常生活联系了起来。  

向参与者展示“试一试”幻灯片，然后指导他们打通“命令”章节中的

下两个关卡：  

•  发出命令 
•  添加新命令  

向他们展示如何浏览 playground 页面，以找到“函数”章节。他们可以

查看介绍，然后打通前两个关卡：  

•  组合新行为 
•  创建新函数 

如果时间充裕，参与者可以尝试打通这个章节中的其他关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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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玩 MeeBot 学跳舞”playground，你可以对虚拟的 MeeBot 角色

进行编程以使之跳舞。如果你碰巧拥有 MeeBot 机器人，可以将它连接至

该 playground。 

向参与者说明，在这个活动中，他们将对机器人进行编程以参加舞蹈比赛。

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制作精彩的舞蹈视频，让机器人参与比赛。  

向参与者展示如何找到“玩 MeeBot 学跳舞”playground，然后从探索

“基础舞步”页面上的 MeeBot 舞蹈动作开始。几分钟后，向参与者展示

如何录制影片。让他们将 MeeBot 场景拖动至全屏，然后帮助他们找到

“工具”菜单中的“录制影片”。  

现在，让他们挑战创建舞蹈动作函数并录制舞蹈视频。  

小组集合，一起总结经验：  

•  什么时候应该创建函数？为什么？  
•  让参与者两两结对，查看对方的代码。如果只看代码，他们能明白具体

的舞蹈动作吗？  

应用一下：“玩 MeeBot 学跳舞”视频 (15 分钟)

 Swift 

Playgroun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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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联系：代码无处不在 (5 分钟) 

在总结活动之前，提醒参与者：代码不仅仅是与 app 和电脑有关。他们可能

没有注意到生活中有多少事物都在使用代码。向他们展示“建立联系”幻灯

片，讨论他们可以在微波炉中找到的命令和函数，例如 makePopcorn() 
命令或 doneAlert() 函数。  

扩展活动  
如果时间充裕或者你想要进一步向参与者发起挑战，鼓励他们找到使用代码

的 10 个物体并拍摄照片。他们可以将图像添加到 Pages 文稿中，列出这

些物体可能会使用的命令，并尝试将这些命令组合成函数。让参与者两两结

对，分享他们的文稿，并使用标记工具添加其他命令和函数。 

 
H\TLg"�^� 10 �BW�/�KG�6A_7�aP

KG)3 BW2P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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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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他们展示如何使用“隔空投送”在自己的设备上获取 MeeBot 舞蹈动作。   

提醒参与者，他们可以下载《人人能编程：解谜闯关》、“学习编程 1”和“学习编程 2”playground 来继续学习。鼓励他们继续编程，以便可以在某一

天创建程序来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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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pple.com/105/media/cn/education/everyone-can-code/2019/1d77a2fe_0701_4683_a84b_2a0a86ae5950/puzzles/everyone-can-code-puzzles.ibooks
http://www.apple.com/105/media/cn/education/everyone-can-code/2019/1d77a2fe_0701_4683_a84b_2a0a86ae5950/puzzles/everyone-can-code-puzzles.i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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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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线 
“起点”模块中的“螺线”可让你使用代码来创

作自己的几何曲线。参与者可以为变量指定颜色

和小数位数，以创建和更改不同的设计。  

当参与者探索完几何形状和图案的范围后，请他

们挑战通过在代码中输入和更改相关值来创作艺

术作品。他们可以截屏并使用创建的形状，作为

公司标志或新奇设计的基础。 

“起点”模块中的“回答” 
可以使用“起点”模块中的“回答”，创建小测验

甚至是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让参与者尝试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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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还可

以探索不同的“show”和“ask”函数。  

在参与者熟悉“回答”之后，让他们编写一系列不

同的“show”和“ask”函数，以供朋友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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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状 
你可以使用“起点”模块中的“形状”，来放置对

触控做出响应的对象和文本，并对它们进行动画处

理。让参与者探索“创建”、“触碰”和“动画”

页面，了解如何使用类型和初始化。  

向参与者发起挑战，让他们创建一个项目，供医生

用来提高患者的手眼协调能力。参与者应当思考如

何充分利用“起点”模块提供的形状和函数。他们

可以与同伴一起测试他们的设计，并思考可以如何

进一步提升他们的项目。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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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  
在教授编程时，你不仅是在教授技术语言，还是在教授思考和实现创意想法的全新方式。Swift 是 Apple 开发的一种强大、直观且易于学习的编程语言，

使用 Swift 编程可以让人通过乐趣十足、引人入胜的方式为迎接未来做好准备。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发挥创意来改变世界。 

开展“编程一小时”活动仅仅是编程之旅的开端。Apple 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将编程引入课堂所需的一切，无论你是刚刚开始在 iPad 上使用 Swift 
Playgrounds，还是准备在 Mac 上学习 Xcode。 

查看所有用于教授代码的资源 >

进一步了解“人人能编程”课程 > 进一步了解“使用 Swift 进行开发”课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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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pple.com/cn/education/teaching-code/#everyone-can-code
https://www.apple.com/cn/education/teaching-code/
https://www.apple.com/cn/education/teaching-code/
https://www.apple.com/cn/education/teaching-code/#everyone-can-code
https://www.apple.com/cn/education/teaching-code/#develop-in-swift
https://www.apple.com/cn/education/teaching-code/#develop-in-sw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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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ft Coding Club 
Swift Coding Club 套件可提供灵活、自定进度的编程活动，并且支持俱乐部成员设计自己的 app。无论你是不是教师或编程专家，都可以运营 Swift 
Coding Club。本套件不仅提供了启动俱乐部所需的一切，还提供了设计俱乐部活动所需的提示和具体活动，以及用于规划和举办 app 展示活动的实用

资源。下载 Swift Coding Club 套件 >

Swift Coding Club 套件  |  适用年龄 10 岁以上 
在 iPad 上通过 Swift Playgrounds，使用 Swift 
代码来学习编程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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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pple.com/cn/education/docs/swift-club-playgrounds.pdf
https://www.apple.com/cn/education/docs/swift-club-playground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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