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 Apple 成为学习的助⼒力力
慍㹌曗鏹

了了解如何通过 Apple 技术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每份快速指南都会提供五项技巧，帮助你在家学习 

时充分利利⽤用 iPad 和 Mac 的内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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灝媣 App 餛螠庡旫儥鎛虫 
当弹出 app 内评分及评论请求时，可能导致学⽣生在学习时分⼼心。 
可在“设置”中的“App Store”下⽅方关闭此选项。 
 

保持专注的 5 项技巧 
保持专注有助于发挥批判性思维并激发创造⼒力力。 
 

齆縶浄喰橏曐!?

LearningWithApple 

廬姪歛䐧㧇綺虫 
使⽤用“时钟”app 中的计时器器来规划学习时段。橙⾊色线条会随着
计时器器倒计时⽽而不不断缩短，让学⽣生能够直观地感知时间的流逝
和学习⽤用时。可选择⼀一种声⾳音作为倒计时结束时的提示声。

栿鏢嶺盳廰虫 

创造⼀一个专⼼心的学习环境，屏蔽各种来电、提醒或
通知。在 iPad 上的“勿扰模式”设置中，选择“静⾳音”
下⽅方的“始终”选项。

郲鐒喰賒氌喎莗虫 
使⽤用“分屏浏览”功能，即可在两个窗⼝口或 app 间拖动⽂文本、
照⽚片和⽂文件。并排视图让你能够实现⽆无缝访问，避免来回切
换。在“设置”中的“主屏幕与程序坞”下⽅方打开“多任务”即可。

4㨬檮 App 㹇覶㧧顇虫 
当 app 有新的通知时，app 图标上会出现红⾊色圆圈标记。学⽣生
可能会因为点进去查看，⽽而在学习过程中分⼼心。对于⾮非必要的 
app，请在“设置”>“通知”中关闭“标记”。



为⽅方便便学习⽽而整理理 iPad 的 
5 项技巧 
为⽅方便便学习⽽而整理理 iPad，让你的学⽣生可以更更轻松地度过每⼀一天，坚持学习并保持⾼高效。

齆縶浄喰橏曐!?

LearningWithApple 

浄櫼 OS虫  
确保学⽣生的设备在功能、产品和安全 
性⽅方⾯面已得到及时更更新。打开“设置”，
轻点“通⽤用”，查看有没有最新的软件 
更更新。 

嶁訖喓愲恄虫!! 
通过“备忘录”轻松整理理学习资源。创建主
题⽂文件夹，制作便便捷核对清单，并与全家
共享。固定重要备忘录，保持置顶。

鄡莗歄踒㚌虫! 
通过⽇日历 app 创建⼀一个所有家庭设备共
享的⽇日历。通过提醒事项确保所有⼈人遵
循⽇日程安排，并将提醒声⾳音⽤用作虚拟校
园铃声。

緇徔頠轗慍枤欆徸虫! 
从 Safari 浏览器器共享选项中轻点“添加到 
主屏幕”，在主屏幕上为学⽣生最常⽤用的⽹网 
站创建⼀一个图标。

緇徔 app 鮭㶾虫  
将学⽣生最常⽤用的 app 或⽹网站整理理到主屏幕
上的⼀一个合辑中。轻触并按住任意 app，
然后拖动到另外⼀一个 app 上，并为新⽂文件
夹添加标签。



管理理“屏幕使⽤用时间”的 
5 项技巧  

“屏幕使⽤用时间”包含⼀一些特殊功能，这些功能⾮非常有益，可帮助你
选择学⽣生使⽤用设备的⽅方式与频率。

齆縶浄喰橏曐!?

LearningWithApple 

鄡莗歛䐧虫 
使⽤用“App 限额”来延⻓长教育和创意等 app 的使⽤用

时间，最⼤大程度地减少社交⽹网络等 app 的⼲干扰。

駛戯鏈獵虫 

每天留留出“停⽤用时间”休息⼀一下，让⾃自⼰己远离屏

幕。启⽤用后，只有你允许的 app 和电话功能可

以使⽤用。

曐鞆㰊㱕虫 
通过“屏幕使⽤用时间”，你可以查看每天和每周

的设备使⽤用时间，并了了解哪些 app 学⽣生使⽤用得

最多。

㸶暱㸯怾餛娳虫! 

使⽤用“内容和隐私访问限制”来阻⽌止学⽣生的设

备显示不不当⽹网⻚页、购买不不当产品和下载不不当

内容。

緇徔鏈魯陽賒內妎虫! 

“限定通信”可以⽤用于管理理你的学⽣生在使⽤用⾃自⼰己

的设备时可以与哪些⼈人⾃自由通信。 



提⾼高效率的 5 种⽅方式 

内置的辅助功能让所有学⽣生都能受益，改进学习体验并提⾼高效率。

栿䤒䐸㨤睻薣廰虫 
当系统使⽤用“朗读所选项”和“⾼高亮显示内容”功能读出⾼高亮显示的字
词时，学⽣生可跟着阅读。这样有助提升阅读理理解能⼒力力，帮助学⽣生更更
好地完成编辑⼯工作。

㚌㷫捀盉庨栿鏢惻統鬛覿虫! 
Pages ⽂文稿、Keynote 讲演和“备忘录”等 app 都⽀支持听写功能，
有助于你传达信息和培养写作技能，⽽而不不必局限于键盘输⼊入。 
轻点 iPad 键盘上的⻨麦克⻛风按键，或者在任意⼀一款 macOS app 
中选取“编辑”>“开始听写”即可。 

㶨糼鷳齔槃統虫 
利利⽤用“辅助触控”，可简化对于菜单、控制项和功能的访问。“轻点⼀一下”功能对于动
作能⼒力力受限的⽤用户很有帮助，⽽而且⾃自定菜单中包含⼀一些常⽤用的功能，⽐比如多任务处
理理和截屏。另外，学⽣生在阅读时，可将该菜单按钮拖到⽂文本下⽅方，⽤用作参考线。

齆縶浄喰橏曐!?

LearningWithApple 

嫤齔鬛灝媣庡旫虫! 
“引导式访问”可限制⽤用户只能在 iPad 上使⽤用单个 app，并允许你控制可
使⽤用的功能和时间限制。你可使⽤用⼿手指在屏幕上圈出你不不希望对触控操
作进⾏行行响应的区域，⽐比如 Safari 浏览器器中的某个⽹网⻚页链接。

嶺盳瞔㟬頠䚫餛娳虫 

Safari 阅读器器会移除⼴广告，减少⼲干扰因素，并允许你调整⽂文本⼤大⼩小、
对⽐比度和字体样式。使⽤用两根⼿手指向下轻扫，“朗读屏幕”功能就会 
⼤大声朗读⻚页⾯面上的内容。



讲故事的 5 种⽅方法 
讲故事是交流感情、联系亲友的好⽅方法。

齆縶浄喰橏曐!?

LearningWithApple 

紱訖衑鉃虫 
邀请他⼈人通过“共享相簿”关注你的冒险故事
或⽇日常⽣生活。好友可以为你的图⽚片点赞，也
可以在展开故事后给你评论。

嗋啠㨝驤渙虫 
使⽤用“语⾳音备忘录”录制⾃自⼰己读书的
语⾳音或讲述⾃自⼰己⼀一天的⽣生活，然后
使⽤用“信息”或“邮件”进⾏行行分享。

緇徔兙薖緬虫 
在 Pages ⽂文稿图书模板中撰写或起草故事。
然后使⽤用“录制⾳音频”功能添加旁⽩白，让故事
更更加⽣生动。以 EPUB ⽂文稿形式导出图书，以
便便与好友分享。

繮統恵耚虫 
使⽤用“可⽴立拍”app，通过照⽚片和视频
讲述⼀一段有趣的冒险经历。海海报、动
画贴纸、滤镜和即时字幕为你提供各
种⽅方式来表达感受和想法。 

鮭統湌憜鏈魯橭瘧虫! 
在 Keynote 讲演中通过幻灯⽚片构思⼀一个故事，
然后发送⽂文稿链接给好友，⽅方便便他们添加照
⽚片、形状等内容。导出为影⽚片，共享你们的 
合作成果。



运⽤用各种资源， 
让 Apple 成为学习的助⼒力力

商标及版权所有 © 2020 Apple Inc. 保留留所有权利利。 

䖖鱺斔浱薔! 
Apple ⽀支持 
• 观看各种操作教学视频，包括如何设置 iPad、如何添加辅助功能等。在 YouTube 上探索我们的视频 > 
• 从 Apple ⽀支持社区获取详细的分步说明和解答。探索“Apple ⽀支持”⽹网站 > 

关注家⼈人 
• 就你最关⼼心的主题获取详细解答。了了解 Apple ⼯工具中专为家庭着想的设计巧思 > 
• 使⽤用 iPad 和 iPhone 的内置功能，探索可供孩⼦子和全家参与的有趣活动。在 apple.co/creativityforkids_CN 上下载相关的 

PDF > 

䖖鱺檆骪嶢統饳 
适⽤用于教师的 30 个省时技巧 

创建交互式作业，录制上课画⾯面，随时随地记录各种想法。借助 iPad 的内置功能，让⼀一切井然有序，助你专⼼心完成各项 
任务。在 apple.co/tipsforteachers_CN 上下载相关的 PDF > 

Apple 教育学习系列列 
Apple 教育领导⼒力力与学习团队制作了了专⻔门的视频，旨在帮助教育⼯工作者⽆无论在哪⾥里里授课都能充分利利⽤用 iPad 和 Mac 的内置 
功能。查看完整的系列列资源 > 

䖖鱺 IT 輪鄡  
顺畅地完成设备部署是营造学习环境的关键所在。为此，⾸首先要为 IT 主管提供所需的⽀支持。  

• 进⼀一步了了解⾯面向 IT 的⽀支持 >    
• 进⼀一步了了解如何使学校的 Apple 设备为远程学习做好准备 >    
• 探索 Apple 教育学习系列列中的 IT 聚焦视频 >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YFQ33UIPERYx8-ZHucZbDA
https://support.apple.com/zh-cn/
https://www.apple.com.cn/families/
http://apple.co/creativityforkids_CN
http://apple.co/creativityforkids_CN
http://apple.co/tipsforteachers_CN
https://video.ibm.com/apple-edu-learning-series
https://www.apple.com.cn/education/k12/it/
https://support.apple.com/zh-cn/HT211092
https://video.ibm.com/recorded/1263996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