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 项⼉儿童创意活动


这些活动⾮非常适合 4 岁⾄至 8 岁或以上的⼉儿童。 
点击或轻点任意活动，以查看对应的项⽬目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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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緇捵暣薔鐒 
在家中或室外拍摄⽇日常物品的照⽚片，然后使⽤用“标记”在照⽚片上
稍作描画，将物品变成活灵活现的⼈人物。 

⽴立即开始：打开你的照⽚片，轻点“编辑”，然后轻点右上⽅方的三
个点即可使⽤用“标记”。 

3/!暋棸徍歛棸恵㟪䛇 
设置好 iPad 来拍摄延时摄影视频，记录你砌城堡、制作 爱的
⼩小吃、清理理玩具或观看冰块融化的过程。 

⽴立即开始：在“相机”app 中选择“延时摄影”模式。轻点“录制”
按钮开始录制；完成后，再次轻点⼀一下。  

4/!鱥繮矟鵍鳶耚! 
拍摄⼀一些有趣的照⽚片，然后将它们变成⿊黑⽩白照⽚片，制成⾃自⼰己的
涂⾊色卡⽚片。使⽤用“标记”来上⾊色。 

⽴立即开始：打开每张照⽚片，轻点“编辑”，然后应⽤用其中⼀一种⿊黑
⽩白滤镜。你还可以使⽤用 Pages ⽂文稿 app 中的模板做成涂⾊色绘
本。 

5/!蕵兙耚曋驤鱥嶯螠鮫妚! 
在书本内或标牌中找到⾃自⼰己姓名中的每个字，并逐个拍下照
⽚片。⽤用这些五颜六⾊色的照⽚片拼贴出你的名字。 

⽴立即开始：在“照⽚片”app 中裁剪出所需⽂文字，然后按照正确的
顺序，将每张照⽚片添加到 Keynote 讲演⽂文件中。 

6/!䓂㙰䓂暋! 
挑选⼀一个颜⾊色或英⽂文字⺟母做当⽇日主题，拍下⼀一些这个颜⾊色或以
这个字⺟母开头的物品。然后，将这些照⽚片制成拼贴图或视频，
做个彩虹或字⺟母接⻰龙试试！  

⽴立即开始：在 Keynote 讲演 app 中，将包含每种颜⾊色或每个字
⺟母的照⽚片添加到幻灯⽚片中。或者将每张照⽚片添加到“可⽴立拍”，
然后录制⼀一段语⾳音来说明各种颜⾊色或各个字⺟母。 

7/冮搎膾統牎徸獵㟦婤䛒鵍 
录制⼀一段数滴⻝⾷食⽤用⾊色素⼊入⽔水的慢动作视频。⾸首先滴⼊入红⻩黄蓝三
原⾊色，然后混合起来⽣生成调和⾊色。  

⽴立即开始：在“相机”app 中选择“慢动作”模式，然后开始录制。  

8/!蕵㚌拤週齷㚌㷫愒拤 
画⼀一个圆圈，然后加上呆萌的眼睛、笑脸或代表你⼼心情的眉⽑毛。
你还可以添加形状和图像，然后与朋友分享！  

⽴立即开始：将图像添加到 Keynote 讲演幻灯⽚片中，然后轻点 
加号以使⽤用绘图⼯工具。或者⼀一开始先使⽤用形状，再⽤用表情符号
装饰。 

!
9/!繮統兙㯎賒氌磇鐠 
给你⽇日常活动中有代表性的东⻄西逐个拍照，将照⽚片整合起来，
并为每次活动加上标题、时间和复选框。每天打卡！ 

⽴立即开始：将照⽚片添加到 Keynote 讲演幻灯⽚片中，加上⽂文本和
复选框，然后以图像形式导出，好让你每天可以在完成的活动后
打勾。 

:/!緇捵歄鷲 
下载这个有趣的模板，来标记⽇日期、⽉月份、季节、天⽓气、温度，
甚⾄至你的⼼心情！  

⽴立即开始：使⽤用 Keynote 讲演 app 打开⽂文稿。复制标签，然后
将它们粘贴到⽇日历上的相应位置。 

使⽤用 iPad (你也可以使⽤用 iPhone) 内置的功能，探索 30 个有趣⽽而有
教育意义的创意活动。这些活动专为学前班⾄至⼆二年年级的⼉儿童⽽而设计，

可以轻松地进⾏行行调整，贴合全家⼈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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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媊昅嗋鱥総陸螠恖脄! 
在户外拍摄⼀一张照⽚片，然后⽤用“标记”勾勒勒出你在照⽚片中找到的
所有形状。 

⽴立即开始：打开你的照⽚片，轻点“编辑”，然后轻点右上⽅方的三
个点即可使⽤用“标记”。 

!

!

22/!繮統郲殑兙緬! 
发挥想象，构思⼀一个故事，把各部分情节拍成照⽚片或视频。然
后⽤用这些照⽚片或视频场景，配上故事说明⽂文字，做成⼀一本书。
然后，⽤用绘画、形状或表情符号图像装点⼀一下。  

⽴立即开始：使⽤用 Pages ⽂文稿 app 将照⽚片和视频添加到图书模
板中。 

23/!蕵恖脄㧚㸝橭瘧 
从“形状”菜单中将各种形状添加到空⽩白⻚页⾯面中，然后重新排列列
它们，就成了了⼀一个故事。试试再⽤用不不同的⽅方式排列列同⼀一组形
状，就会出来三个不不同的故事。  

⽴立即开始：在 Pages ⽂文稿 app 中，轻点右上⽅方的加号，打开 
“形状”菜单。拖动形状进⾏行行重新排列列。 

24/!恄繮櫼䐮㧨㨱 
录制⼀一段有趣的⾃自问⾃自答的录⾳音。⽤用不不同的⾳音效和⼈人声，化 
身外星⼈人在外太空播报天⽓气，或变身⼀一只在外藏坚果的松⿏鼠 
玩玩。 

⽴立即开始：使⽤用“库乐队”app 中的“录⾳音机”。 

25/!緇統㸋苭薖 
把⾃自⼰己和喜欢的玩具拍成拟⼈人状态的照⽚片，再将这些照⽚片合成
视频，套⽤用漫画书滤镜转换⼀一次， 后由⾃自⼰己录⾳音讲出⼀一个完
整的故事。 

⽴立即开始：轻触并按住“可⽴立拍”app 中的“录制”按钮，从“照⽚片”
中导⼊入每个⻆角⾊色的照⽚片。轻点每个⽚片段，加上漫画书滤镜效果。 

26/!掄團螠䐡䛎昅縲邚澓 
有疑问？⽐比如，为什什么天空是蓝⾊色的？或者，⼀一头⼤大象有多
重？让 Siri 为你找出答案。  

⽴立即开始：对着 iPad 说“嘿 Siri”。 

27/!儣縲㷴蟯 
拿⼀一张旧照⽚片，重置照⽚片中同样的场景，拍下来，然后加上
⿊黑⽩白滤镜效果，就⽣生成了了⼀一张旧时感觉的照⽚片。  

⽴立即开始：打开你的照⽚片，轻点“编辑”，然后轻点底部的三个
圆圈，即可使⽤用滤镜。 

28/!靭凂莑惻媐拤緬 
把喜爱的地⽅方拍下来、画下来或者找到这个地⽅方的图⽚片。加 
⼊入⽂文本框或录⾳音，说明喜欢的原因，以及你会如何爱护这个 
地⽅方。  

⽴立即开始：将你的照⽚片添加到 Pages ⽂文稿或 Keynote 讲演 app。
轻点加号选择“录制⾳音频”，或者选择“形状”并添加⽂文本框。 

29/!浱㯎螠㰞㯮㧇檧 
跳着数 2、5、或 10 的倍数，并录下这个过程。⽤用好玩的⾳音
效，让⾃自⼰己发出怪物或机器器⼈人的声⾳音。 

⽴立即开始：使⽤用“库乐队”app 中的“录⾳音机”。 

!
!
!
2:/!緇統兙澓 
在空⽩白⻚页⾯面上添加⼀一组两到三个形状，然后创作图案。⽤用⼀一组
新的形状重现这种图案，接着练习识别每⼀一个形状，并将轮廓
勾勒勒出来。 

⽴立即开始：在 Pages ⽂文稿 app 中，轻点加号，使⽤用“形状”菜
单添加形状。拖动形状，将它们排列列成图案。再次轻点加
号，⽤用绘图⼯工具在形状上略略作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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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媊娋礏敃 
使⽤用这个模板，以不不同形状或图像替换每个⽅方框中的物品，开
始设计⾃自⼰己的寻宝游戏。 

⽴立即开始：在 Keynote 讲演 app 中打开该模板。轻点右上⽅方的
加号，打开“形状”菜单，然后将每个⽅方框中的物品替换为你所
选择的形状。你也可以使⽤用表情符号加以替换。 

32/!駼錊樞貚 
与朋友或兄弟姐妹⼀一起，只⽤用表情符号或形状来书写短语或句句
⼦子。相互分享提示，并轮流解开谜题。  

⽴立即开始：在 Pages ⽂文稿 app 中打开⼀一个⽂文稿，然后轻点键盘
左下⽅方的地球图标，即可查看表情符号。轻点右上⽅方的⼈人形图
标，与朋友展开协作。   

33/!鑿櫡湦嗮吙 
叠出枕头塔，然后录⼀一个枕头塔倒塌的慢动作视频。  

⽴立即开始：在“相机”app 中选择“慢动作”模式，然后开始录制。 

34/!紱㳗䦕盉 
让⼀一名家⼈人从你所在的位置开始，拍摄⼀一张全景照⽚片。然后跑
到 后，让你在照⽚片中出现两次。 

⽴立即开始：从相机取景框的左侧开始，然后绕过摄影师身
后，跑到取景框右侧。 

35/!媡鶜㭥鳶 
使⽤用形状制作⼀一束花。加上⼀一些 
⽂文字，然后以明信⽚片形式发送给 
特别的⼈人。  

⽴立即开始：轻点 Keynote 讲演 app 
右上⽅方的加号，就可以打开“形 
状”菜单。以图像形式导出并分享。 

36/!徢愒鏈迺 
让 Siri 给你讲个笑话。  
⽴立即开始：对着 iPad 说：“嘿 Siri，给我讲个笑话”。  

37/!㠊楀殦軇 
躺在地上并抬头往上看，拍下家⼈人跳起来触摸星空的连拍照
⽚片。仰拍⻆角度会让他们看起来仿佛能摸到天空。 

⽴立即开始：轻触并按住快⻔门按钮，就可以连续拍摄多张照⽚片。
轻点“编辑”，选择跳跃者在半空中 ⾼高点的照⽚片。  

38/!鐒㳗鵘涺娮 
给你⾃自⼰己或你喜爱的玩具拍照。勾勒勒出照⽚片的轮廓，然后删除
照⽚片，你的艺术作品就诞⽣生了了。 

⽴立即开始：将照⽚片添加到 Keynote 讲演的空⽩白幻灯⽚片中。轻点
加号，使⽤用绘图⼯工具来描摹出照⽚片的轮廓。完成后存储为图
像。 

39/!嚧蕵佫䘧 
使⽤用“语⾳音备忘录”录制⾳音频信息，与朋友分享有趣的笑话、
发送虚拟玩耍约会的邀请，或者只是打个招呼！  

⽴立即开始：在“语⾳音备忘录”app 中录制⼀一条信息，然后使⽤用
“信息”或“邮件”进⾏行行分享。 

3:/!檮莗柕廌 
拍照记录⽇日常⽣生活事项的每个步骤，例例如洗⼿手：打开⽔水⻰龙头、
涂抹肥皂、搓⼿手、冲洗，然后擦⼲干。按顺序排列列照⽚片，把照⽚片
串串联起来。你刚刚学会了了第⼀一个编程概念！ 

⽴立即开始：将你的照⽚片添加到 Keynote 讲演或“可⽴立拍”app 中，
然后按照正确的顺序进⾏行行排列列。在“可⽴立拍”中，你可以制作短
⽚片并在其中加⼊入⾳音乐、字幕和贴纸。 

!

!

41/!掄薔詰縠耚咾碶魯憭䜄潽 
⽤用⼈人像模式拍⼀一张⾃自拍照，然后使⽤用“标记”在照⽚片上描绘⼀一
下，让⾃自⼰己成为个性⼗十⾜足的⼈人物。要不不要让⾃自⼰己身披⽃斗篷或
⻓长⼀一对翅膀？或者来⼀一对独⻆角兽的⻆角？或者把⾃自⼰己头发挑染
成绿⾊色？ 

⽴立即开始：打开你的照⽚片，轻点“编辑”，然后轻点右上⽅方的三
个点，即可使⽤用“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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