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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或轻点任意活动，以查看对应的项⽬目描述。

这⼀一系列列简单活动向教育⼯工作者介绍了了 iPad 的⼀一些内置
功能，旨在帮助教师节省时间，并更更轻松地使⽤用 iPad 开
展教学。

有关更更多信
息，请
Apple Teac 访问
her
Learning C
enter
⽴立即访问 >

1. 随时随地记录想法

5. 简化触控操作

使⽤用“语⾳音备忘录”app 记录想法，以免忘记。以后随时收听，
⽅方便便将想法融⼊入到课程或活动中，或者与他⼈人分享你的想法。

借助“辅助触控”，只需轻点⼀一下，即可调节⾳音量量、锁定屏幕、
使⽤用多指⼿手势、重启设备或替换按钮。

⽴立即开始：打开“语⾳音备忘录”。轻点“录⾳音”按钮，再次轻点该
按钮即可停⽌止录⾳音。要共享备忘录，请在列列表中轻点它，再轻
点三个点，然后轻点“共享”。进⼀一步了了解 >

⽴立即开始：在“辅助功能”设置中打开“辅助触控”。将该按钮拖
到屏幕的任意边缘。轻点它即可打开“辅助触控”菜单；轻点菜
单的外⾯面即可将其关闭。进⼀一步了了解 >

2. 为照⽚片添加注解来增强效果

6. 收集和整理理资源

在“照⽚片”中使⽤用“标记”添加注解，向学⽣生指出图像上的重要
特征。

利利⽤用“备忘录”轻松地从⽹网上收集、整理理和共享课程资源。

⽴立即开始：在“照⽚片”中选择图⽚片，然后轻点“编辑”。轻点右上
⻆角的三个点以使⽤用“标记”。进⼀一步了了解 >

⽴立即开始：在 Safari 浏览器器中，轻点“共享”按钮将⽹网⻚页存储到
“备忘录”。在“备忘录”中，设置⽂文件夹、添加图像、创建核对
清单、⽤用⼿手指或 Apple Pencil 书写绘画，以及与同事协作。
进⼀一步了了解 >

7. 在 Safari 浏览器器中为⽹网⻚页创建 PDF
⽂文稿
⾼高亮显示⽹网⻚页上的信息⽂文本或图像，并与学⽣生或同事共享。
⽴立即开始：在 Safari 浏览器器中的⽹网⻚页上，轻点“共享”按钮。
轻点“标记”并添加注解，然后轻点“完成”。轻点“共享”按钮，
将其发送给他⼈人或存储到“⽂文件”。进⼀一步了了解 >

8. 为截屏添加注解
在截屏上添加指示或概念澄清。然后将截屏添加到课件中。

3. 消除⽹网⻚页⼲干扰

⽴立即开始：截屏，然后轻点缩略略图进⾏行行编辑和标记。轻点
“标记”⼯工具栏中的 +，添加⽂文本、形状等。进⼀一步了了解 >

在 Safari 浏览器器中查资料料时使⽤用阅读器器视图，让你能够专注于
最重要的信息。
⽴立即开始：轻点地址栏中的格式选项 (AA) 按钮，然后轻点“显示
阅读器器视图”。注：如果“显示阅读器器视图”处于灰显状态，则表
示该⻚页⾯面不不⽀支持该视图。进⼀一步了了解 >

9. 镜像显示 iPad 的屏幕

4.利利⽤用屏幕录制制作课件

利利⽤用“隔空播放镜像”即时向全班分享⽹网站、演示⽂文稿、图书、
照⽚片等。

利利⽤用屏幕录制以视频格式从⽹网上捕捉演示内容，然后将它们添
加到课件中。
⽴立即开始：将“屏幕录制”添加到“设置”中。从屏幕右上⻆角向下
轻扫。轻点“录制”按钮并等待倒计时。轻点红⾊色状态栏即可停
⽌止录制。进⼀一步了了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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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开始：从屏幕右上边缘向下轻扫。轻点“屏幕镜像”，然
后选择播放位置。要切回 iPad，请轻点“停⽌止镜像”。进⼀一步
了了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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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优化屏幕⼯工作流程

16. 说出你的想法

使⽤用程序坞和 App 切换器器同时查看两个⽹网⻚页或 app。

让 Siri 帮助处理理教学和⼯工作流程任务。只需吩咐⼀一声，Siri 就
能帮你预览每⽇日⼯工作计划、设置分级提醒、打开最新版的⽂文
稿，以及进⾏行行更更多其他操作。

⽴立即开始：在 app 中，从底部向上轻扫。在程序坞上，按住
另⼀一个 app，然后将它拖到屏幕的左侧或右侧边缘。进⼀一步
了了解 >

11. 快速访问个⼈人收藏⽹网站

⽴立即开始：确保 Siri 已打开。在“设置”中，轻点“Siri 与搜索”，
然后打开“询问 Siri”下⽅方的所有设置。现在按住主屏幕按钮，
就能向 Siri 提问。进⼀一步了了解 >

通过将⽹网站图标添加到 iPad 主屏幕，⽅方便便访问常⽤用的⽹网⻚页。
⽴立即开始：在 Safari 浏览器器中，前往所需的⽹网⻚页。轻点右上⻆角
的“共享”按钮，然后轻点“添加到主屏幕”。进⼀一步了了解 >

12. ⾃自定你的教师⼯工具包
通过“控制中⼼心”即时快速访问所需
的功能，例例如“相机”、“备忘录”、“放
⼤大镜”、“计时器器”、“秒表”、“语⾳音
备忘录”或⼆二维码扫描器器。
⽴立即开始：轻点“控制中⼼心”设置中
的“⾃自定控制”，以添加或移除⼯工
具。从屏幕右上⻆角向下轻扫即可访
问它们。进⼀一步了了解 >

17. 巧⽤用截屏
对整个⻚页⾯面进⾏行行截屏并标记，以供学⽣生或同事参考。

13. 将 app 整理理到⽂文件夹中
按类型或主题整理理 app，⽅方便便更更快地找到所需的 app。
⽴立即开始：要移动 app，请轻触其中⼀一个 app，直⾄至 app 全
部开始晃动。将⼀一个 app 拖到另⼀一个 app 上，即可将它们都
添加到⼀一个新⽂文件夹中。轻点⽂文件夹并对其进⾏行行重命名。轻
点“完成”或按主屏幕按钮。进⼀一步了了解 >

14. 让信息⼀一⽬目了了然
⾃自定“今天”视图，让你可以快速获取所需信息，开始全新的
⼀一天。
⽴立即开始：在主屏幕上向右轻扫以打开“今天”视图。向下滚动
并轻点“编辑”。添加、移除或重新排序⼩小组件。进⼀一步了了解 >

15. 扫描⼆二维码
利利⽤用“相机”即时扫描⼆二维码，快速访问信息。
⽴立即开始：打开“相机”，并将镜头对准⼆二维码。在链接弹出
后，轻点它即可畅享⽹网络之旅。进⼀一步了了解 >

⽴立即开始：在 Safari 浏览器器中截屏。轻点缩略略图，然后轻点
“整⻚页”。从⼯工具栏中选择标记⼯工具。轻点 + 可显示更更多选项。
使⽤用滑块滚动查看所有⻚页⾯面，并进⾏行行标记。完成后进⾏行行分享。
进⼀一步了了解 >

18. 建⽴立阅读列列表
将⽂文章存储到阅读列列表中，再次需要时便便可以轻松进⾏行行访问。
⽴立即开始：在 Safari 浏览器器中找到所需⽹网⻚页。轻点“共享”按
钮，然后轻点“加⼊入阅读列列表”。前往阅读列列表，查看所有已
存储的⽂文章。进⼀一步了了解 >

19. ⽣生成电⼦子版作业
使⽤用“备忘录”轻松扫描纸质⽂文稿和图像来⽣生成电⼦子版，以便便
可以上传供学⽣生使⽤用。
⽴立即开始：打开“备忘录”，轻点“相机”按钮，然后轻点“扫描
⽂文稿”。扫描采集⽂文稿，然后进⾏行行存储。轻点“共享”按钮进⾏行行
发送。进⼀一步了了解 >

20. 给⾃自⼰己拍些照⽚片
在给学⽣生的笔记或讲义中加⼊入你的照⽚片。他们想要看⻅见你！
⽴立即开始：打开“相机”，切换到前置摄像头，然后将 iPad 稳
固放好。设置计时器器，然后对着镜头摆好姿势！将你的照⽚片
添加到提供给学⽣生的作业中。进⼀一步了了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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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为课件开头加些动画

25. 复制样式

在 Keynote 讲演中制作动画 GIF，打造⽣生动有趣的课件开头和
直观的演示。

通过拷⻉贝所选⽂文本的样式，然后将样式应⽤用到其他⽂文本，在
iWork 中快速设置⽂文本格式。

⽴立即开始：向幻灯⽚片中添加图像或形状。轻点图像，再轻点“动
画效果”。轻点“添加动作”，然后轻点“创建路路径”。拖动图像。
现在将它导出为动画 GIF，以便便添加到课件中。进⼀一步了了解 >

⽴立即开始：选择你想要拷⻉贝样式的⽂文本。轻点“样式”，再轻
点“拷⻉贝样式”。选择你想要应⽤用样式的⽂文本，然后粘贴样式。
进⼀一步了了解 >

26. 设计学⽣生抽认卡
⽤用 Keynote 讲演中的⽂文本和⾳音频功能制作让学⽣生喜爱的⾃自定抽
认卡。
⽴立即开始：在 Keynote 讲演幻灯⽚片中，添加⽂文本框并输⼊入问题
或字词。添加新幻灯⽚片，并在其上输⼊入答案或定义。播放项⽬目
并轻点以显示抽认卡。进⼀一步了了解 >

27. 利利⽤用虚拟⽩白板
利利⽤用 Numbers 表格中的⽆无限空间随意涂鸦、绘画和绘制图表。
⽴立即开始：你可以使⽤用 Apple Pencil 直接在 Numbers 电⼦子表
格上书写绘画。要⽤用⼿手指书写，请轻点插⼊入 (+) 按钮，然后轻
点“媒体”按钮并选择“绘图”。双指合拢来缩⼩小表格即可显示更更
多画布空间。进⼀一步了了解 >

22. 将幻灯⽚片转换成影⽚片
将你的 Keynote 讲演演示⽂文稿转换为⾃自⾏行行播放的影⽚片发送给学
⽣生。加⼊入你的声⾳音，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指导信息。
⽴立即开始：依次轻点 +、“媒体”按钮和“录制⾳音频”，在幻灯⽚片
上录⾳音。导出影⽚片进⾏行行存储或发送。播放时，影⽚片将⾃自动放映
显示各张幻灯⽚片。进⼀一步了了解 >

23. 及时跟家⻓长分享信息
⽤用“可⽴立拍”制作 60 秒的简报视频，与家⻓长分享有关信息。
⽴立即开始：在“可⽴立拍”项⽬目中，轻点“即时字幕”按钮，选择⼀一
种样式，然后关闭菜单。按住“录制”按钮。松开该按钮即可停
⽌止录制。进⼀一步了了解 >

24. ⽤用慢动作视频做演示
录制慢动作视频，⽤用减慢的速度直观地说明某种运动现象。
⽴立即开始：打开“相机”并选择“慢动作”。轻点“录制”按钮，录
下你的演示过程。再次轻点该按钮即可停⽌止录制。你的视频现
已在“照⽚片”中，随时可供使⽤用。进⼀一步了了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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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比照清单核对任务
使⽤用“提醒事项”跟进待办事项并排定优先顺序。创建⼦子任务
并添加附件，根据时间设置提醒。
⽴立即开始：在“提醒事项”app 中，创建提醒事项列列表。添加新
的提醒事项。在任务完成后打勾。进⼀一步了了解 >

29. 在讲解时添加注解
讲解内容时，在 Keynote 讲演中为幻灯⽚片添加注解以说明相关
信息。
⽴立即开始：在 Keynote 讲演演示⽂文稿中，轻点“播放”按钮。
按住幻灯⽚片以显示绘图⼯工具。⽤用⼿手指⾼高亮显示图像中的重要字
词或部分。进⼀一步了了解 >

30. 创建交互式作业
设计包含媒体占位符的作业，供学⽣生回复使⽤用。
⽴立即开始：新建⼀一个 Pages ⽂文稿并选择⼀一个模板。添加你⾃自⼰己
的⽂文本和图形。然后，添加图像并轻点将其选中。轻点“格式”
按钮，然后轻点“设为占位符”。将作业共享给学⽣生。进⼀一步
了了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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