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wift Playgrounds 套件



欢迎来到 Swift Coding Club！ 
学习编程能够教会你如何以创造性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和进行协作，还能帮你开发各种 app，将奇思妙想化

为现实。  

Swift Coding Club 让学习编程和设计 app 变得趣味十足。围绕 Swift (Apple 的编程语言) 组织的

活动可帮助成员相互协作，共同学习编程、制作 app 原型和思考编程如何能为现实世界带来改变。 

无论你是不是教师或编程专家，都可以运营 Swift Coding Club。这些材料可按照你自己的节奏学习，

也可以与俱乐部成员一起学习。你可以举办面向社区的 app 展示活动来分享你的俱乐部创意和设计。 

此套件分为三个部分：

使用入门 学习与设计 分享成果

Swift Coding Club

Swift Playgrounds | 11 岁以上 

在 iPad 上通过 Swift Playgrounds，使用 
Swift 代码来学习编程基础知识。

Swift Playgrounds 套件：欢迎 

基于模块的编程 | 8–11 岁 

在 iPad 上使用可视化 app 学习编程基础知识。

Xcode | 14 岁以上 

学习如何在 Mac 上使用 Xcode 开发 app。

启动 Swift Coding 
Club 所需的一切。

设计俱乐部课程所需的 
提示和活动。

用于在社区规划和举办 
app 展示活动的 

实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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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入门 

1. 下载俱乐部材料。 

在第一次俱乐部会议中，使用“隔空投送”与俱乐部成员分享以下两个指南。本文稿中也包含这两个

指南。 

编程活动 

通过充满乐趣的协作活动学习编程概念，并在 iPad 上打

通 Swift Playgrounds app 的关卡。 

下载 Swift Playgrounds 编程活动 >

App 设计日志 
通过这个 Keynote 讲演日志探索 app 设计流程。进行头脑风暴、

制定计划、制作原型和评估俱乐部的 app 创意。 

下载 Swift Playgrounds App 设计日志 >

Swift Playgrounds  
&KÌ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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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ducation-static.apple.com/geo/cn/playgrounds-coding_CNSC.pdf
https://education-static.apple.com/geo/cn/playgrounds-coding_CNSC.pdf
https://education-static.apple.com/geo/cn/playgrounds-appjournal_CNSC.key
https://education-static.apple.com/geo/cn/playgrounds-appjournal_CNSC.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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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检查你的技术装备。 
在第一次会面之前，请确保你具有以下技术装备： 

• iPad。iPad mini 2 或更高版本、iPad Air 或更高版本，或运行 
iOS 11 或更高版本的 iPad Pro。最好每人都有自己的设备，但也

可以共用设备一起进行编程。  

• Swift Playgrounds app。下载 Swift Playgrounds > 

• 学习编程 1 和 2 playground。从 Swift Playgrounds app 中
下载这些 playground。 

• Keynote 讲演。你将在 iPad 上使用 Keynote 讲演 app 来制作 
app 原型。 

• Swift Coding Club 材料。

3. 制定一个计划。 

以下是要考虑的一些事项： 

• 你的俱乐部成员都有谁？他们都有哪些兴趣爱好？他们有编

程经验还是初次接触编程？ 

• 你的俱乐部成员多久会面一次？如果你正在制定一个夏令营

计划，你需要多少小时的编程活动？ 

• 俱乐部可使用哪项技术？  

• 你的俱乐部的目标是什么？ 

https://itunes.apple.com/cn/app/swift-playgrounds/id908519492?mt=8
https://itunes.apple.com/cn/app/swift-playgrounds/id908519492?mt=8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请通过 [yourname@email.com] 联系 [姓名]。

想学习编程 赶快
加入本俱乐部！

2019 年 X 月 X 日 
[X午 X:XX-X午 X:XX] 

[地点]

 Swift Coding Club

Swift Coding Club 海报

Swift Coding Club 贴纸 

4. 广泛宣传 
让别人了解你的 Swift Coding Club。以下是一些能够吸引新成员加入俱乐部的创意和资源。 

• 宣传你的俱乐部。利用电子邮件、社交媒体、网页、传单或口碑推广，让你的社区了解你的俱

乐部。 

• 举办宣讲会。询问潜在的俱乐部成员，了解他们的兴趣以及他们想要创建的 app 类型。谈论举

办 app 设计展示活动的创意，并向成员介绍如何参加活动。你还可以在线分享有关俱乐部的简

短视频。 

以下项目有助于推广你的 Swift Coding Club，并让其更加与众不同： 

• 海报。下载该免费模板，然后进行个性化设计，以创建你自己的海报。将海报打印出来并进行

展示，或制作数字海报在线分享。请务必包含有关俱乐部会面的时间、地点以及参加方式。  

• 贴纸和 T 恤。使用这些 Swift Coding Club 贴纸来帮助推广你的俱乐部。T 恤是辨认参加 app 
展示活动成员的最佳方法。下载 Swift Coding Club T 恤模板，以便为成员制作 T 恤。

Swift Coding Club T 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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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ducation-static.apple.com/geo/cn/coding-club-kit/poster.zip
http://education-static.apple.com/geo/cn/coding-club-kit/Stickers/Printing_Instructions.pdf
https://education-static.apple.com/geo/cn/Printing_Instructions_CNSC_Shirts.pdf
http://education-static.apple.com/geo/cn/coding-club-kit/poster.zip
http://education-static.apple.com/geo/cn/coding-club-kit/Stickers/Printing_Instructions.pdf
https://education-static.apple.com/geo/cn/Printing_Instructions_CNSC_Shirts.pdf


学习与设计 

俱乐部材料经过精心设计，旨在让你将编程活动和 app 设计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你还可以添加满足

成员兴趣爱好的课程。以下是 30 节一小时俱乐部课程的安排示例。 

请考虑添加构建无人机障碍路线或创建机器人救援任务挑战等活动，以扩展 app 设计和编程活动。为了促进大家在 app 设计方面集思广益，你甚至可以邀

请演讲嘉宾或开展课外活动。

Swift Playgrounds 套件：学习与设计 !6

课程 1–5 课程 6–10 课程 11–15 课程 16–20 课程 21–25 课程 26–30

• 设置 

• 编程活动 1 & 2 

• App 设计日志： 
头脑风暴

• 编程活动 3 & 4 

• App 设计日志：

计划

• 编程活动 5 

• App 设计日志：

原型

• 编程活动 6 

• App 设计日志：

原型 

• 编程活动 7 

• App 设计日志：

评估并反复改进

• App 设计日志：

App 宣传方案 

• App 设计展示 
活动



俱乐部领导适用技巧

Swift Playgrounds 套件：学习与设计 !7

组建一个领导团队。让一组成员负责俱乐部的领导工作，这样可以让学习更加轻松

有趣。哪些俱乐部成员具有领导潜力？考虑为俱乐部招募负责人，负责活动、编程

和 app 设计等。

一起学习。俱乐部领导不需要对

一切都了如指掌。帮助成员进

行自己的研究和培养解决问题的

技能，并鼓励他们帮助他人。

分享创意。有些成员对制作游戏感兴趣。另

一些成员可能想要创建 app 来为人们提供

帮助、学习 Swift 或控制机器人。思考如

何让成员协作完成他们所关注的项目。

混合搭档。有时候，较高水平的成员会领先

于其他成员。看看这些成员是否可以与初

学者组成搭档一起编程。指导他人是提升

自己的绝佳方式！ 

展现。举办 app 展示活动是向朋友、家人、老师

和社区宣传俱乐部、app 创意和编程技能的绝佳

方式。这甚至有可能帮你招募到更多成员。请参阅

第 13 页，获取有关举办 app 展示活动的技巧。

http://www.apple.com/cn/
http://www.app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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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每个编程概念都安排了两个“深入学

习”活动。第一个活动可加深对编程概念的理

解，并促进交流与团队合作。成员使用 iPad 将
自己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创意项目中。  

第二个可选活动要求成员在 Swift Playgrounds 

的“挑战”、“起点”和“订阅”部分的 
playground 中应用该概念。某些活动需要连

接特定的设备。 

编程概念：在每个活动中，俱乐部成员将学习

基础的编程概念，并在日常生活情境中对其进

行探索。然后，他们将应用所学的编程概念，

打通 Swift Playgrounds 中的关卡。

需要更多信息或想更深入地 
学习？ 

下载 Swift Playgrounds：        

《学习编程 1 & 2 教师指南》>

编程活动：这些协作活动围绕 
Swift Playgrounds 构建，  
介绍了基本的编程概念和技能。

Swift Playgrounds 套件：学习与设计

Swift Playgrounds 编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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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pple.com/105/media/cn/education/everyone-can-code/2017/bb05cf6f_6591_4502_ba4a_e84e14c35c01/download-swift-teacher-guide/learn-to-code-1and2-teacher-guide.ibooks
http://www.apple.com/105/media/cn/education/everyone-can-code/2017/bb05cf6f_6591_4502_ba4a_e84e14c35c01/download-swift-teacher-guide/learn-to-code-1and2-teacher-guide.ibooks
http://www.apple.com/105/media/cn/education/everyone-can-code/2017/bb05cf6f_6591_4502_ba4a_e84e14c35c01/download-swift-teacher-guide/learn-to-code-1and2-teacher-guide.ibooks
http://www.apple.com/105/media/cn/education/everyone-can-code/2017/bb05cf6f_6591_4502_ba4a_e84e14c35c01/download-swift-teacher-guide/learn-to-code-1and2-teacher-guide.ibooks


以多种方法通关。每个关卡都有多种通关方法。如果成

员很早就通关了，请鼓励他们思考其他通关方法。

灵活地思考和比较不同的解决方案，可帮助他们

提升批判性思维技能。

分解关卡。关卡可能会很棘手。俱乐

部成员可以将关卡分解之后逐步击破。

他们可以使用 Pages 文稿或“备忘录”

先设计并写出步骤，然后再输入代码。

设置一个帮助台。规划一个空间，以便

俱乐部内的专家为其他成员提供支持。

Swift Playgrounds 套件：学习与设计

利用 Swift Playgrounds 学习编程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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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探索关卡。鼓励俱乐部成员在实时视图中缩

放和旋转 Byte 的虚拟世界，以便他们可以好好

看一看需要完成的任务。另外，他们也可以

全屏查看，方法是按住两个窗口之间的分

隔线区并向左拖移。

两人一组编程。让俱乐部成员尝试在一台 iPad 
上一起工作。他们可以针对如何通关进行头脑风

暴，并轮流编写代码。

使用辅助功能。Swift Playgrounds 与 iOS 内
置的辅助功能配合得很好，因此所有人都可以学

习编程。例如，编程人员可以反转颜色、启用灰度

和进行缩放，以调整可见度。



选择一个角色。轻点角色后可以选择另一个角色，

让你的体验更加个性化。

代码片段库。为尽量减少打字，

可在工具栏中轻点         以访问

“代码片段库”，并快速拖动常

用的代码片段。

!10

探索 Swift Playgrounds



提示。此功能可提供建议，为学生提供帮助。

此外，提示中也会最终揭晓关卡的通关方法，

但是编程人员不可以通过简单地剪切粘贴来通

关。看完提示后，他们仍必须亲自完成各个步

骤和编写代码。 

控制速度。加快或放慢代码运行速度。 

高亮显示正在运行的代码。使用“单步调试我

的代码”可使每行代码在运行时高亮显示，以

更好地了解代码正在执行什么操作。 

Swift Playgrounds 套件：学习与设计 !11



App 设计日志

需要 Keynote 讲演技巧？ 

下载《iPad 版 Keynote 

讲演入门指南 iOS 11》>

Swift Playgrounds 套件：学习与设计 !12

此日志将指导编程人员对自己的设计进行评估并

对原型进行反复改进，就像专业的 app 设计者

一样。  

成员可以创建一个三分钟的 app 宣传方案演示

文稿或视频，分享他们在 app 设计展示活动中

取得的成果。

俱乐部成员以小组形式展开合作，以进行

头脑风暴并策划 app 解决方案，然后在 
Keynote 讲演中创建一个有效的原型。 

编程人员可以使用本 Keynote 讲演日志

了解 app 功能，并设计 app 来解决社区

问题。

https://www.apple.com/105/media/cn/education/apple-teacher-starter-guides/2017/33508216_daee_4c2b_9531_a7e2489a9f8e/ipad-starter-guide/keynote-for-ipad-starte-guide-ios-11.ibooks
https://www.apple.com/105/media/cn/education/apple-teacher-starter-guides/2017/33508216_daee_4c2b_9531_a7e2489a9f8e/ipad-starter-guide/keynote-for-ipad-starte-guide-ios-11.ibooks
https://www.apple.com/105/media/cn/education/apple-teacher-starter-guides/2017/33508216_daee_4c2b_9531_a7e2489a9f8e/ipad-starter-guide/keynote-for-ipad-starte-guide-ios-11.ibooks
https://www.apple.com/105/media/cn/education/apple-teacher-starter-guides/2017/33508216_daee_4c2b_9531_a7e2489a9f8e/ipad-starter-guide/keynote-for-ipad-starte-guide-ios-11.ibooks


2. 设计奖项。友好的竞赛可以更好地激发成员斗志。通过提供各类

奖项，认可俱乐部成员在 app 设计方面的强项，以此鼓舞他们。

考虑设立以下奖项： 

• 最佳工程奖 

• 最佳创新奖 

• 最佳设计奖 

• 最佳宣传方案奖 

你也可以设立“最佳人气奖”来鼓励受众积极参与评选。 

1. 策划大型展示活动。安排展示日期，并邀请学生、教师、家长和

社区成员参加。  

为每个团队留出开展 app 宣传活动的时间，并设立一个简短的问

答环节。如果小组人员较多，可以让俱乐部成员分两轮进行，成员

可以观看彼此的宣传活动。  

在活动结尾，可以考虑播放有趣的幻灯片，来展示在俱乐部课程期

间拍摄的照片。 

可以下载该证书并进行修改，以用于不同

的奖项。 

分享成果 

App 设计展示活动 

App 的设计和展示过程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让更广泛的社区参与进来，共同探索 app 解决当代问题的潜力。另外，展示活动也是展现俱乐部

成员才能的绝佳机会。

Swift Playgrounds 套件：分享成果 !13

http://education-static.apple.com/geo/cn/coding-club-kit/playgrounds-certificate.pdf
http://education-static.apple.com/geo/cn/coding-club-kit/playgrounds-certificate.pdf


3. 招募评委和导师。评委和导师可以是老师或员工、具有编程专业知识

的学生，来自开发或设计行业的专家、学校董事会成员、当地社区负责

人或是将受益于此 app 创意的个人。  

评委不必等到举办展示活动时才与俱乐部成员会面。在成员处于 app 
设计的头脑风暴阶段或计划阶段时，考虑邀请评委作为演讲嘉宾，分享

他们的专业知识。 

4. 选出一位获胜者。评委可以使用下一页介绍的标准来评估 app 的
宣传情况，并提供反馈。你也可以在展示前与编程人员分享此评估标

准，作为 app 设计流程评估阶段的一部分。 

5. 分享与启发。你可能希望将展示活动录制下来，与更广泛的社区分

享，并制作一个集锦以启发未来的俱乐部成员。 

Swift Playgrounds 套件：分享成果 !14

http://www.apple.com
http://www.apple.com


评估标准 团队名称： 

类别 新手 (1 分) 中级 (2 分) 熟练 (3 分) 精通 (4 分) 分数

宣传方案内容 分享了基本信息，例如 app 的用途和目

标受众

清楚地说明了 app 的用途、设计方式以

及它可以如何满足用户需求

清楚且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他们尝试解决的

问题、市场需求、目标受众以及 app 在
设计上如何满足用户需求

宣传方案极具说服力，辅以证据展示 app 
如何满足、超越或重新定义用户需求

宣传方案展示 侧重于表述信息；由一名团队成员演示 展现出自信、热情；由多名团队成员演示 积极、充分地运用视觉资源为故事提供支

持；团队强调了每位成员的贡献

叙事方式富有创意、令人印象深刻；积极

运用视觉支持资源；团队成员接力演示，

合作顺畅 

用户界面 各个屏幕主题一致，可体现 app 的用途 设计清晰、实用，并采用了熟悉的元素；

此原型能够支持基本的用户任务

设计精美、简洁并且赏心悦目，同时巧用

色彩、布局，行文流畅易懂；此原型能让

用户在浏览时获得融入感

设计让用户能够与内容交互；此原型使用

动画、色彩和布局打造流畅、引人入胜的

使用体验

用户体验 设计意图明确；用户可以实现一个或多个

目标

采用一致的标准导航设计；提供直观的路

径来浏览 app 内容 
能够根据用户需求做出调整；提供辅助功

能，并确保隐私和安全性。

富于创新性、充满惊喜且令人愉悦；为用

户提供了有别于同类 app 的新体验

编程概念 展现了 app 功能与底层代码的部分关联性 说明了数据类型、条件逻辑或触碰事件等

基本编程概念是如何与 app 关联起来的 

说明了构建他们的 app 所需执行的具体

编程任务；演示了代码如何驱动 app 的
功能

说明了 app 的架构、数据结构、算法和

功能；讨论了制定这个方法的决策

技术评审 (可选) 

针对可以在 Xcode 中正常运行的 
app 原型。评委应熟悉 Swift 和 
iOS 开发最佳做法。

Swift 代码在特定的示例中运行；代码较

为基础，不包含抽象概念 

代码可在任何情况下正常运行，不出错；

代码较为基础，且包含了一些抽象概念

使用清晰的 Swift 命名惯例组织代码；

包含了大量抽象概念；遵循了 iOS 准则

代码具有完善的文稿记录，并附有注释；

高效地使用了 Swift 功能；采用“模型-

视图-控制器”等组织结构

评价： 0
总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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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ft Coding Club  
Swift Playgrounds



深入学习 

Swift Coding Club 仅仅是编程之旅的一个开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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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必局限于各种俱乐部活动。我们还提供了内容全面的教师指南，帮助教师将编程引入课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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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阅“人人能编程”的各种资源 >

Swift Playgrounds 套件：深入学习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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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ttps://www.apple.com/education/docs/App_Development_with_Swift_Curriculum_Guide.pdf
https://www.apple.com/education/docs/App_Development_with_Swift_Curriculum_Guide.pdf
https://itunes.apple.com/WebObjects/MZStore.woa/wa/viewMultiRoom?fcId=1115454727&ls=1&app=itunes&at=11lvuV&ct=edu-www-ecc-room-coderesources&v0=www-us-education-everyone-can-code-coding-resources
https://www.apple.com/education/docs/Get_Started_with_Code_Curriculum_Guide.pdf
https://itunes.apple.com/WebObjects/MZStore.woa/wa/viewMultiRoom?fcId=1115454727&ls=1&app=itunes&at=11lvuV&ct=edu-www-ecc-room-coderesources&v0=www-us-education-everyone-can-code-coding-resources
https://www.apple.com/cn/education/docs/Swift_Playgrounds_Curriculum_Guide_FF_021017_BWD_FF_09-zh_CN_170623.pdf
https://www.apple.com/education/docs/Get_Started_with_Code_Curriculum_Guide.pdf
https://www.apple.com/cn/education/docs/Swift_Playgrounds_Curriculum_Guide_FF_021017_BWD_FF_09-zh_CN_1706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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