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惙苭買瓃碬䘧

这些活动⾮非常适合 8-12 岁及以上的⼉儿童。
点击或轻点任意活动，查看对应的项⽬目描述。

敆毄媡穛颳

苝猻橭瘧緬

繮統揔氿湇

緇統鵤暋

紱訖齽㩚

41

鷳獷碼統

使⽤用 iPad (你也可以使⽤用 iPhone) 内置的功能，探索 30 个有趣⽽而富有
教育意义的创意活动。这些活动专为 8-12 岁及以上⼉儿童设计，可根据
全家需要轻松作出调整。

2/!蕦睴陸螠鏈嗐

围绕⼀一个⼩小物件讲述故事。将它放在不不同地⽅方取景，拍摄照⽚片
并进⾏行行拟⼈人化。将照⽚片放⼊入相簿、Keynote 讲演演示⽂文稿或可
⽴立拍视频中。
⽴立即开始：打开⼀一张照⽚片，轻点“编辑”，然后轻点右上⽅方的三
个点，即可使⽤用“标记”。

3/!縠耚櫆妚

冮ｃ薔薔鬛緇
㹍ｄ䚯衁徸妵
曗鏹陸柵媊
浄喰浱㯎睴 錳!
膾ꃰ
轁鷳獵㶪!?

6/!敆毄媡穛颳

与其他⼏几个⼈人⼀一起，使⽤用提词器器录制⼀一个⼩小短剧。身着特定服
装演出，让你的⻆角⾊色惟妙惟肖。
⽴立即开始：在 Pages ⽂文稿中编写⼩小短剧。轻点右上⽅方的三个
点，再轻点“演讲者模式”，然后轻点屏幕即可开始滚动。

7/!淲㭓嗋梽鎝

⽤用照⽚片填充⽂文字，为⽂文字增添质感！想⼀一个词，然后从照⽚片图
库中选择⼀一张照⽚片，或者⽤用“相机”新拍⼀一张，⽤用于填充字词。

寻找身边的各种材质，例例如⾐衣服、瓷砖、⼤大⾃自然或汽⻋车等各种
材质，然后制作成⼀一个相簿。对照⽚片逐⼀一裁剪，凸显材质
纹理理。

⽴立即开始：打开 Keynote 讲演，键⼊入你想到的词，然后⾼高亮显
示。依次轻点“格式”按钮、“⽂文本颜⾊色”和“图像”，然后选择“更更
改图像”。

⽴立即开始：使⽤用“相机”拍摄尽可能多样化的图案。在“照⽚片”中
编辑每张照⽚片，进⾏行行裁剪和其他更更改。然后轻点“共享”按钮，
将照⽚片添加到相簿中。

4/!㨖㠤螠䖒嬙橰湰

⽤用你的声⾳音和⾳音效来讲述故事。在库乐队中，对声⾳音进⾏行行采样
并结合旁⽩白，将听众带⼊入你的想象世界。
⽴立即开始：录制你⾃自⼰己讲故事的语⾳音。从声⾳音资源库中下载
“玩具盒⼦子”声⾳音包。按声⾳音包进⾏行行筛选，找到并添加能给你的
录⾳音增效的“玩具盒⼦子”循环乐段。

5/!凕氿㸋暋

在镜头前做⼀一个动作，例例如跑动、跳跃或跳舞，给⾃自⼰己抓拍⼀一组
连续照⽚片。挑选效果最好的图像并进⾏行行编辑，展示出你的⻛风格。
⽴立即开始：在“相机”app 中，轻触并按住快⻔门按钮，即可连续
拍摄多张照⽚片。在“照⽚片”中，选择最满意的⼀一张，然后调整亮
度和⾊色彩，并添加滤镜。

!
8/!橭瘧柸ꀱ

与朋友合作完成⼀一次写作挑战。设置计时器器，每个⼈人使⽤用不不同
的字体颜⾊色，轮流添加故事情节。
⽴立即开始：在 Pages ⽂文稿中开始⼀一篇故事，留留⼀一点悬念，让下
⼀一位“编剧”能添加更更多内容。轻点“协作”按钮，邀请其他⼈人⼀一
起完成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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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柉柺歛䐧

23/!㸥裊粈掗

⽴立即开始：使⽤用“时钟”添加闹钟，然后更更改标签并添加表情符
号。你还可以选择闹钟响起时播放的声⾳音。

⽴立即开始：在 Keynote 讲演的空⽩白幻灯⽚片上，轻点屏幕顶部的
画笔。依次轻点“背景”、“图像”和“更更改图像”，从你的照⽚片图
库中选择⼀一张照⽚片。

利利⽤用闹钟规划⼀一天的时间，并通过表情符号进⾏行行标记。为当天
的重要事项设置提醒，例例如与宠物玩耍，或者早晨出⻔门前的准
备⼯工作。

在你身边找到⼀一幅触动你的壁画或艺术作品。将它拍摄下来作
为背景，然后按照你⾃自⼰己的⻛风格在上⾯面绘画。

:/!魯薔╪耡

创建⼀一个图形标志，⽤用来代表你的个⼈人品牌。其中要包含你的
姓名和⼀一个能代表你⾃自⼰己的符号。可以使⽤用形状、⽂文本和绘画
来创建标志。
⽴立即开始：新建⼀一个 Keynote 讲演项⽬目，然后选择“基本”主
题。标志制作完成后，以图像格式导出，然后就可以与全世界
分享。

21/!苝猻橭瘧緬

制作⼀一本⽤用玩具出演的故事书。给玩具摆出各种姿势，拍下
动作照⽚片。将照⽚片添加到故事书中，并为书中⻆角⾊色配⾳音。
⽴立即开始：在 Pages ⽂文稿中选择⼀一个“图书”模板。使⽤用媒体
占位符即可轻松拍照。使⽤用内置录⾳音机添加⾳音频。将你的图书
导出为 EPUB 格式，以便便与其他⼈人分享。

22/!繮統欕礏凂兙

在地图上标记出你家附近不不为⼈人知的隐藏景点。对你所居住的
地区进⾏行行截屏，然后标记出你最喜欢去的地点。
⽴立即开始：在“地图”中，轻点“地图设置”按钮 ⓘ，然后轻点
“卫星”。先截屏，然后使⽤用“照⽚片”中的“标记”指出各个地⽅方。

24/!冮鱥嶯螠鵤暋陸㾿渙

在库乐队中使⽤用循环乐段制作⼀一⾸首乐曲，然后将它设为早晨闹
钟的唤醒铃声。
⽴立即开始：制作乐曲，轻点“实时循环乐段”，然后轻点“新建”。
查找你想要的 Apple 乐段，将它拖动到⽹网格中。乐曲完成后，
将它作为电话铃声共享。它将在“时钟”中显示为铃声选项。

25/!㲒㰞殫㶾

与朋友和家⼈人⼀一起制作⼀一个蹦跳剪辑舞蹈视频。编排⼀一些简单
的动作，例例如晃⼿手或摆臀。将这些动作按顺序串串联起来，教某
个⼈人做这些动作，然后录制下来。
⽴立即开始：在可⽴立拍中，拍摄⼀一名舞者先做动作再定格的画
⾯面。暂停录制。换到另⼀一名舞者，从相同的动作开始，然后
再加上⼀一些其他动作。如此继续，直到完成整⽀支舞蹈。

26/!繮統揔氿湇

描绘你的⽬目标和计划，然后⽣生动呈现到画布上。添加照⽚片、绘
画、⽂文本、形状等，任何能表达你对未来期许的元素都可以放
到画布上。
⽴立即开始：创建⼀一份 Numbers 表格⽂文稿，选择⽩白⾊色或⿊黑⾊色的
空⽩白模板。要清除画布，可轻点表格左上⻆角的圆圈，然后轻点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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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殫縐冲鋎㭟ⅳ紱嫬

31/!緇統鵤暋

⽴立即开始：将 Keynote 讲演幻灯⽚片的背景更更换为照⽚片图库中的
⼀一张⻛风景照。添加其他照⽚片，然后使⽤用“即时 Alpha”和绘画⼯工
具来完成你的拼接。

⽴立即开始：创作⼀一⾸首乐曲。选择“⿎鼓⼿手”，并选取⼀一个⿎鼓⼿手。轻
点播放并调整设置。在“⾳音轨”视图中，添加⼀一个⾳音轨。轻扫到
“录⾳音机”，轻点“声⾳音”，然后使⽤用“纯⾳音”预置来录制你的说唱
歌曲。

制作你的⽣生活剪影拼接。先挑选⼀一张你最喜欢的地⽅方的照⽚片。
添加家⼈人、宠物或⼩小物件的照⽚片，然后移除背景。加⼊入⽂文本和
涂鸦。

在库乐队中制作⼀一⾸首说唱歌曲。围绕⼀一个你喜欢的主题写下韵
脚，创作节拍，然后和着节拍录制你的说唱歌曲。

28/!斸啠暞係

制作⼀一个⽤用不不同语⾔言问好的短视频。使⽤用 Siri 学习相应的说法。
给你的剪辑⽚片段添加“即时字幕”以及表情符号和贴纸来强调⽂文
本内容。
⽴立即开始：在可⽴立拍中，轻点“即时字幕”按钮，然后选择⼀一种
⽂文本样式。录制你⾃自⼰己问好的视频。轻点地球图标，选择另⼀一
种要讲的语⾔言。

32/!膾薖驑詰

将⼈人像画转换为动画 GIF 格式。在 Keynote 讲演中绘画，复制
幻灯⽚片，然后对新的幻灯⽚片进⾏行行⼩小幅改动，以展示动态效果。
重复这⼀一操作，直到让整个⼈人像动起来。
⽴立即开始：选择“基本”主题以创建项⽬目。添加空⽩白幻灯⽚片，然
后绘制动画的第⼀一帧。要复制幻灯⽚片，可在幻灯⽚片导航器器中轻
点它，再轻点“拷⻉贝”，然后粘贴在原幻灯⽚片的下⽅方。

33/!娮夢柵趶
29/!蕵鋭觰靬薖

在 Swift Playgrounds app 中使⽤用代码来设计创意图形元素，
将代码可视化。

以家乡寻宝为题材，制作⼀一部影⽚片的预告⽚片。在 Pages ⽂文稿中
写下你的剧本。
⽴立即开始：在 iMovie 剪辑中新建⼀一个项⽬目，轻点“预告⽚片”。
选择“探险”主题，然后在你的预告⽚片中添加视频⽚片段和照⽚片。

⽴立即开始：在 Swift Playgrounds 中，打开“螺线”playground
的“欢乐时光”⻚页⾯面。构建有趣的形状并截屏，然后使⽤用“标记”
将形状转换为艺术图形。

2:/!擷稒亸捵螠劉薲

在⼤大⾃自然的帮助下⽤用照⽚片传递爱的讯息。到户外去找⼀一些⽯石
头、树叶或树枝，⽤用它们摆出⼀一句句引发思考的短语。然后选⼀一
个有趣的⻆角度拍下照⽚片。
⽴立即开始：使⽤用“相机”拍摄⼀一张俯视照⽚片。然后调整亮度和⾊色
彩，进⾏行行裁剪或添加滤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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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苭礏劉薲

制作幻灯⽚片来展示你的旅⾏行行愿望清单。探索⻜飞越城市上空的
体验。然后在幻灯⽚片上添加⽂文字和形状来描述你的旅⾏行行
感受。
⽴立即开始：在“地图”中，搜索⼀一个⼤大城市，例例如罗⻢马或东京。
轻点“俯瞰”，然后轻点“开始城市导览”。在游览途中捕捉屏幕
快照，并将这些照⽚片添加到你的幻灯⽚片放映中。

38/!趓驤袘敆鵍恠

将⾃自拍转换为经典波普艺术。更更换不不同的背景颜⾊色和鲜明亮
点，乐享其中。
⽴立即开始：给“照⽚片”中的⼀一张⾃自拍照添加“Noir ⿊黑⾊色”滤镜，
然后增加对⽐比度。将照⽚片添加到 Keynote 讲演中。使⽤用“即时
Alpha”移除背景并替换为不不同颜⾊色。添加亮点。

35/!鏈冲諾冲遼

在库乐队中学习如何⽤用其他语⾔言数到 10。找到“玩具盒⼦子”声⾳音
包，播放其中⼝口述数字的语⾳音。
⽴立即开始：在新建项⽬目中，打开“乐段浏览器器”，按照“声⾳音包”
筛选，并选择“玩具盒⼦子”。然后在“搜索 Apple 乐段”栏位中
输⼊入⼀一种语⾔言。

36/!紱訖齽㩚

将制作美⻝⾷食或甜点所需的配料料和步骤拍成照⽚片。确定制作要
点。以视频形式分享你的菜谱。
⽴立即开始：使⽤用“相机”app 拍摄照⽚片。⽤用“可⽴立拍”app 将照⽚片
拼接起来。使⽤用标签为配料料和⽤用量量添加说明。

37/!㚌㷫掗㩋

使⽤用你⾃自⼰己的照⽚片和信息，为你感激的⼈人定制⼀一张答谢卡。
⽴立即开始：在 Pages ⽂文稿中创建⼀一份⽂文稿，轻点“办公⽤用品”，
然后选择⼀一个照⽚片卡⽚片模板。卡⽚片完成后，将它导出为 PDF
⽂文件以进⾏行行共享。

!
39/!榒晆嗐畞

在短视频中开讲天⽓气预报。先为“天⽓气”app 截屏。借助道具拍
摄照⽚片和录制⽚片段，通过天⽓气预报帮助⼈人们做好⼀一天的安排准
备。
⽴立即开始：使⽤用“相机”拍摄⼀一段视频，然后与“可⽴立拍”中的照
⽚片和其他视频组合到⼀一起。添加表现动态效果的贴纸和代表天
⽓气的⾳音乐。

3:/!惙苭買瓃碬䘧

从⾳音乐制作⼈人的⻆角度创作⼀一⾸首乐曲。⾸首先选择⼀一个你喜欢的
“实时循环乐段”模板，然后加上你⾃自⼰己的编曲。
⽴立即开始：在库乐队中选择⼀一个“实时循环乐段”模板。轻点单
元格以试听你可以在编曲中使⽤用的不不同声⾳音，待⼀一切就绪后，
开始录制。

41/!鷳獷碼統

使⽤用合适的创意媒介完成⼀一个即兴之作，例例如透过相机镜头
表达你对环境的热爱，或者通过播客讲述你的家族历史故
事，然后与他⼈人分享。
⽴立即开始：下载《“⼈人⼈人能创造”设计⼯工作簿》，点燃你的热情
并与他⼈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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