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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0 编程课程教学路径 
学⽣⽆论是刚刚接触编程，还是已经有能⼒构建属于⾃⼰的第⼀个 app，你都可以通过 Apple 提供的各种计划，开展基于 Swift 的编程教学。Swift 是
⼀种编程语⾔，许多⻛靡全球的 app 就是专业开发⼈员⽤ Swift 构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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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可运⾏的 Swift 代码： Swift 
Playgrounds 的核⼼是 Swift 编程语⾔，当
今 App Store 中的许多热⻔ app 都是使⽤ 
Swift 语⾔构建的。

交互式环境：在屏幕左侧编写代码，然后轻
点⼀下，就能在屏幕右侧看到结果。 辅助功能设计：Swift Playgrounds 在

设计时就考虑了各种辅助功能。它利⽤
了 iPadOS 和 macOS 中许多强⼤的辅
助功能，包括“切换控制”和“旁⽩”。当学
⽣使⽤代码操控所选⻆⾊时，它甚⾄还会
提供有关⻆⾊动作的额外语⾳解说。

引⼈⼊胜的动画：每⼀节的开始都有⼀段引⼈
⼊胜的动画，通过现实⽣活中的示例来说明编
程概念，从⽽加深学⽣对编程概念的理解。

内置词汇表：查看术语定义对于学⽣
理解具体的术语很有帮助。

有⽤的提示：学⽣可以在遇到困难时获取帮
助。在许多情况下，系统给出的提示会随学
⽣输⼊的代码⽽变。

屏幕键盘：通过 Swift 专⽤键盘，可快速
访问 Swift 代码中最常⽤的数字和符号。

快捷⼯具栏：屏幕底部会显示代码快
速输⼊建议，学⽣只需轻点快捷⼯具
栏，即可输⼊所需的代码。

录制和共享：学⽣可以通过录屏来展示⾃⼰
的编程⼯作。

检查代码：学⽣能加快或减慢代码运⾏速度，也
可单步调试代码来⾼亮显示所执⾏的代码⾏，让
可能存在错误的地⽅更易识别。

触控编辑：可在现有代码周围拖移包裹
其他代码的复杂结构，例如循环和函数
定义。触碰关键字 (例如“for”) 后，屏
幕上即会显示拖移控件。

探索 Swift Playgr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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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3 ⼩时)。学习如何将执⾏功能、语⾔艺术和动作等⽇常活动与代码建⽴联系。本模块的
主要内容包括描述分步指令、正确排列各步骤的顺序、测试代码命令并加以调试。 

函数 (3 ⼩时)。通过学习艺术、歌曲、社会和情感⽅⾯的知识，探索不同函数的作⽤。本模块的
⽬标包括：将⼤问题分解成若⼲⼩步骤，创建函数以解决问题，以及为函数命名。 

循环 (3 ⼩时)。艺术、体育、⾳乐，再来⼀遍！本模块的编程主题包括鉴别循环、循环执⾏命令
序列以完成解谜和任务。 

变量 (3 ⼩时)。以科学、语⾔艺术和社区建设活动为基础来学习变量。学习者将学习如何将变
量名称与给定值相关联、更改变量值及使⽤不同类型的变量。 

App 设计 (3 ⼩时)。通过⼀系列有趣的 app 设计活动激发学习者的灵感，以解决所在学校或
社区中引⼈关注的问题。学习者将运⽤设计思维并发挥创造⼒和同理⼼来构思 app 创意。 

“⼈⼈能编程”涵盖范围和学习顺序
⼈⼈能编程：学前班⾄低年级教学篇 
《⼈⼈能编程：学前班⾄低年级教学篇》适⽤于 K-3 年级课程的执教者，包含五个模块：命令、函数、循环、变量和 App 设计。每个模块
的课程都会通过科学、艺术、⾳乐等⽅⾯的知识帮助学习者了解新的编程概念。学习者可以在学习编程知识的同时分享个⼈经验和想
法。他们将通过实际操作和闯关来了解代码的⼯作原理，然后学以致⽤，在 Swift Playgrounds app 中编写代码。在“App 设计”模块
中，学习者将在最终的 app 设计项⽬中培养设计思维能⼒。下载《⼈⼈能编程：学前班⾄低年级教学篇》  

http://apple.co/code-early-learners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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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命令 (3 ⼩时)。学⽣将了解到让命令简洁精确的重要性。他们将按序整理代码以实
现⽬标，并研究如何在⽇常的数字化技术中使⽤各种命令。  

第 2 章：函数 (3 ⼩时)。学⽣通过将命令分组成可重复使⽤的函数定义，探索函数的强⼤功
能。他们将编写函数以编排机器⼈的舞蹈动作，并思考⽇常的数字化技术中可能会⽤到的函
数类型。 

第 3 章：For 循环 (3.5 ⼩时)。学⽣将识别周围世界和代码中的各种模式，并学习如何使⽤
循环编写更⾼效的代码。  

第 4 章：变量 (4 ⼩时)。学⽣将了解到计算机如何储存信息，并探索如何使⽤变量来编写代
码以跟踪数据和创建灵活程序。他们将探究变量值的变化会如何改变程序的输出。  

第 5 章：条件代码 (4 ⼩时)。学⽣将探索布尔逻辑如何帮助我们在⽇常⽣活及编写代码时
做出决策。他们将练习编写条件代码，以预测不断变化的条件。  

第 6 章：类型和初始化 (5 ⼩时)。学⽣将探索程序员是如何利⽤类型来提⾼编程效率的。他
们将学习根据⽅法和属性来描述类型。  

第 7 章：带有参数的函数 (4 ⼩时)。学⽣将探究为过程补充额外信息以确保获得所需的结
果，并学习如何利⽤参数提供更多详细信息，以便让函数更灵活、更强⼤。  

第 8 章：逻辑运算符 (6 ⼩时)。学⽣将探索那些需要考虑多种因素才能做出决定的情景。他
们将学习如何使⽤逻辑运算符来响应多个条件。  

第 9 章：While 循环 (4.5 ⼩时)。学⽣会探索如何利⽤ while 循环重复执⾏代码⽚段，直
⾄条件得到满⾜。  

第 10 章：数组与重构 (5 ⼩时)。学⽣将学习如何在数组中储存数据，并探索数组与重构对
于简化代码的帮助。  

灵感⽇志：学⽣根据每⼀章介绍的编程概念创建⽇志，从⽽根据提示作出反应并完成任务，将
⽇常⽣活和想法与代码关联起来。 

教师指南：旨在为各种不同编程经验的教师提供⽀持，使教师能够借助丰富的学习体验、评
估理念和技巧来帮助各类学习者。教师指南遵循计算机科学教师协会 (CSTA) 编写的《K–
12 计算机科学标准 1B 级 (3—5 年级)》中的要求，
涵盖算法与编程及计算概念的影响。下载《解谜闯关
教师指南》  

《⼈⼈能编程：解谜闯关》 
专为 4 年级及更⾼年级学⽣设计的“⼈⼈能编程解谜闯关”是⼀份介绍 Swift Playgrounds 的指南，其中包含灵活丰富的活
动，时⻓超过 45 ⼩时，旨在帮助学⽣强化问题解决策略和批判性思维能⼒。每个章节都会帮助学⽣巩固已学的知识、尝试新
的编程概念、运⽤新学到的知识，并创造性地表达编程对⽣活的影响。 
下载《⼈⼈能编程：解谜闯关》  

https://www.apple.com.cn/105/media/cn/education/everyone-can-code/2019/1d77a2fe_0701_4683_a84b_2a0a86ae5950/puzzles/everyone-can-code-puzzles.ibooks?cid=pm-zhcn-ibook-doc-edu-eccode-launch20
https://www.apple.com.cn/105/media/cn/education/everyone-can-code/2019/1d77a2fe_0701_4683_a84b_2a0a86ae5950/puzzles-teacher/everyone-can-code-puzzles-teacher-guide.ibooks?cid=pm-zhcn-ibook-doc-edu-eccode-launch20
https://www.apple.com.cn/105/media/cn/education/everyone-can-code/2019/1d77a2fe_0701_4683_a84b_2a0a86ae5950/puzzles-teacher/everyone-can-code-puzzles-teacher-guide.ibooks?cid=pm-zhcn-ibook-doc-edu-eccode-launch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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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视图中的对象 (6 ⼩时)。学⽣将探索如何利⽤坐标将对象放置到视图 (简称“可视
区域”) 中。他们将练习利⽤坐标对 (即垂直轴和⽔平轴之间的交点) 进⾏编程。 

第 2 章：事件和处理程序 (5 ⼩时)。学⽣将透过触发事件来学习事件处理⽅⾯的基础知识。
他们会回顾带有参数的函数，通过添加代码来实现图像和⽂本的可交互性。  

第 3 章：数组 (8 ⼩时)。为继续学习事件的功能，学⽣将回顾并拓展⾃⼰的数组知识。学⽣
将学习可与数组搭配使⽤的新运算符和新⽅法。他们还会回顾某些数组功能、运算符和嵌套 
for 循环。 

第 4 章：更多事件和处理程序 (5 ⼩时)。学⽣将结合利⽤他们对事件和处理程序的理解与
对数组的理解。他们将了解可向事件处理程序函数传递哪些类型的⾃变量，并探索多种可通
过 iPad 传感器来提供的输⼊。 

第 5 章：将函数⽤作⾃变量 (8 ⼩时)。学⽣将探索闭包，包括如何在函数中使⽤闭包。在拓
展事件相关知识的过程中，他们将深⼊探究增强现实。 

第 6 章：返回类型和输出 (3 ⼩时)。学⽣将学习如何使⽤函数返回特定类型。⾄此，学⽣已
学会使⽤函数来封装过程；现在，他们可以创建类型，以⽤于程序中的其他部分。  

第 7 章：类和组件 (7 ⼩时)。学⽣将学习组件基础知识，并探究如何通过合并组件来新建项
⽬。他们将运⽤设计思维并回顾有关类型的知识，同时还将学习有关类的知识，以便将数据
分组并整理到程序中。他们将利⽤这些组件并将它们联系起来，打造类似 app 的体验。 

教师指南：旨在为编程经验各异的教师们提供⽀持，使教师能够借助丰富的学习体验、评估
理念和技巧来帮助各类学习者。下载《探险闯关教师指南》  

⼈⼈能编程：探险闯关  
《⼈⼈能编程探险闯关》专为 4 年级及以上学⽣⽽设计，可供他们在完成《⼈⼈能编程解谜闯关》后继续学习。约 45 ⼩时的实际操作活
动可以让学⽣体验各种硬件功能，并通过事件驱动的编程⽅式来表达他们的创新想法。每章都会涉及 Swift Playgrounds app 中的更
⾼阶内容，包括“传感器游戏”、“Blu 的冒险”、“声波⼯坊”和“增强现实”。学⽣还会在整个课程中了解 app 开发概念和 app 设计过程，
直⾄在 Swift Playgrounds 中构建出最终项⽬。下载《⼈⼈能编程：探险闯关》  

https://www.apple.com.cn/105/media/cn/education/everyone-can-code/2021/a2e07523-1587-4e13-a5a9-b2ec6e64e1e2/adventures/everyone-can-code-adventures-student-guide.ibooks?cid=pm-zhcn-ibook-doc-edu-eccode-launch20
https://www.apple.com.cn/105/media/cn/education/everyone-can-code/2021/a2e07523-1587-4e13-a5a9-b2ec6e64e1e2/adventures/everyone-can-code-adventures-teacher-guide.ibooks?cid=pm-zhcn-ibook-doc-edu-eccode-launch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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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快速⼊⻔》 
此 PDF 指南为 10 岁及以上的⼉童提供了⼋个有趣的编程活动。⽆论在学校还是家中，学⽣都
可使⽤ iPad 和 Mac 上免费的 Swift Playgrounds app 学习编程。下载《编程快速⼊⻔》   

Swift Coding Club 
Swift Coding Club 为师⽣打开了编程教学的⼤⻔，适⽤于课外、夏令营或其他⾮正式学习环
境。Swift Coding Club 采⽤模块化设计，是编程初学者的理想之选，也⾮常适合有编程经验
的⼈员。下载 Swift Coding Club 套件   

《App 设计⽇志》 
学⽣可以使⽤《App 设计⽇志》，通过 app 设计过程来解决学校或社区中存在的问题。这个⽇
志会引导学⽣集思⼴益、进⾏规划、制作原型和评估他们⾃⼰的 app 创意，最后再通过宣传⽅
案演示⽂稿来展示 app 原型。下载《App 设计⽇志》   

《App 展示活动指南》 
⿎励学⽣通过社区活动 (如项⽬演示或 app 展示活动) 与更多的社区成员分享他们的编程成
就。《App 展示活动指南》提供了实⽤的建议，以帮助你规划并举办展示活动。下载《App 展示
活动指南》  

其他资源 
以下资源能够为热衷于编程的学⽣提供更多机会，帮助他们学习、制作原型和发挥创造⼒。⽆论他们在何处学习，这些资源都能为他们打开编程世界的⼤⻔。 

http://apple.co/quickstartcode_CN
https://www.apple.com.cn/education/docs/swift-club-playgrounds.pdf
http://education-static.apple.com/geo/cn/coding-club-kit/appjournal.key
https://www.apple.com.cn/education/docs/app-showcase-guide.pdf
https://www.apple.com.cn/education/docs/app-showcase-gui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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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辅助功能的指南 
《⼈⼈能编程学⽣指南》和《⼈⼈能编程教师指南》都已针对“旁⽩”进⾏了优化，
且都包含隐藏式字幕和⾳频描述。每节课都经过专⻔设计，加⼊了带有辅助功能
的内容、活动和练习环节，能够让编程⾛进所有学习者的⽣活。  

Swift Playgrounds 和“旁⽩”教学视频 
教师和学⽣可以观看哈德利盲⼈和视障⼈⼠研究所 (Hadle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and Visually Impaired) 的教学视频，学会使⽤ Swift 
Playgrounds 和“旁⽩”。了解如何下载 Swift Playgrounds、定向⾄关卡世
界、使⽤⾃定转⼦动作、输⼊代码和打通简单关卡。在此查看视频合辑   

Swift Playgrounds 触感式关卡世界 
触感式关卡世界提供了统⼀英语盲⽂、⼤字排印⽂本和触感式压印图⽚，以帮助
失明或低视⼒的学⽣浏览 Swift Playgrounds 中的编程关卡。教师可以使⽤
⾃⼰的盲⽂压印⼯具来打印触感式图⽚，也可以订购纸质版本。请在下⽅下载触
感式关卡世界，以获取 PDF 版本的触感式图⽚，并了解如何为学⽣打印或订购
纸质版本。下载触感式关卡世界   

使⽤美国⼿语介绍编程概念  
我们提供了⽤美国⼿语录制的教学视频，以帮助失聪学⽣学习编程。这些视频还
配有隐藏式字幕和转录⽂本，旨在让所有⼈都可以理解和欣赏视频内容。同时，
《⼈⼈能编程：解谜闯关教师指南》包含了⼀系列⽤美国⼿语录制的编程概念介
绍视频。在此查看视频合辑  

兼收并蓄的课程 
Apple 相信，每个⼈都应该有机会发挥创意来改变世界。对于从事残障学⽣教学事业的教育⼯作者，我们推出了带有辅助功能的资源，以便让所有学⽣都
能学习编程。

https://developer.apple.com/asl-videos/
https://developer.apple.com/asl-videos/
https://developer.apple.com/asl-videos/
https://hadley.edu/SwiftVideos.asp
https://www.apple.com/au/education/docs/tactile-puzzle-worlds-lighthouse.zip
https://developer.apple.com/asl-vid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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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能编程”资源 
• iPad 版 Swift Playgrounds app 
• Mac 版 Swift Playgrounds app 
• 《⼈⼈能编程：学前班⾄低年级教学篇》 
• 《⼈⼈能编程：解谜闯关》 
• 《⼈⼈能编程：解谜闯关教师指南》 
• 《⼈⼈能编程：探险闯关》 
• 《⼈⼈能编程：探险闯关教师指南》 
• 《编程快速⼊⻔》 
• Swift Coding Club 套件  
• 《App 设计⽇志》 
• 《App 展示活动指南》 

进⼀步了解“使⽤ Swift 开发”的相关资源 
借助“使⽤ Swift 开发”，学⽣可以在 Xcode 中使⽤ Swift 设计和开发 app，积
累实战经验，为升⼊⼤学和就业乃⾄获取⾏业公认的 app 开发证书做好准备。 
• “使⽤ Swift 开发”课程指南 
• “使⽤ Swift 开发”Canvas 师资培训课程 
• Apple Books 上的“编程教学”合辑 

编程教学 
Apple ⽹站上的“编程教学”⻚⾯包含有关编程教学及 Apple 众多计划的信息，
可帮助教师指导各个年龄段的学习者，⽆论是 Swift 新⼿还是有能⼒获得 
Swift 认可的学习者，都可从中获益。进⼀步了解   

Apple Teacher 
Apple Teacher 计划是⼀项免费的、⾃定进度的专业学习计划，提供任意取⽤
的学习资料和内容，启发你将 Apple 科技的⼒量运⽤于教育之中。进⼀步了解   

Apple 师资培训 
Apple 师资培训 Specialist 专家将指导教师参与沉浸式的实际操作活动，帮助
教师积累创新教学经验并深化学⽣的学习体验。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致函 
apla22@apple.com。

助⼒教育⼯作者 
我们提供多种实践经验，帮助教育⼯作者和管理⼈员使⽤ Swift Playgrounds 和 Apple 产品进⾏部署、管理和教学。

https://apps.apple.com/cn/app/swift-playgrounds/id908519492?mt=8
https://apps.apple.com/cn/app/swift-playgrounds/id1496833156?mt=12
http://apple.co/code-early-learners_CN
https://www.apple.com.cn/105/media/cn/education/everyone-can-code/2019/1d77a2fe_0701_4683_a84b_2a0a86ae5950/puzzles/everyone-can-code-puzzles.ibooks?cid=pm-zhcn-ibook-doc-edu-eccode-launch20
https://www.apple.com.cn/105/media/cn/education/everyone-can-code/2019/1d77a2fe_0701_4683_a84b_2a0a86ae5950/puzzles-teacher/everyone-can-code-puzzles-teacher-guide.ibooks?cid=pm-zhcn-ibook-doc-edu-eccode-launch20
https://www.apple.com.cn/105/media/cn/education/everyone-can-code/2021/a2e07523-1587-4e13-a5a9-b2ec6e64e1e2/adventures/everyone-can-code-adventures-student-guide.ibooks?cid=pm-zhcn-ibook-doc-edu-eccode-launch20
https://www.apple.com.cn/105/media/cn/education/everyone-can-code/2021/a2e07523-1587-4e13-a5a9-b2ec6e64e1e2/adventures/everyone-can-code-adventures-teacher-guide.ibooks?cid=pm-zhcn-ibook-doc-edu-eccode-launch20
http://apple.co/quickstartcode_CN
https://www.apple.com.cn/education/docs/swift-club-playgrounds.pdf
http://itunes.apple.com/us/app/swift-playgrounds/id908519492?mt=8%5D
http://education-static.apple.com/geo/cn/coding-club-kit/appjournal.key
https://www.apple.com.cn/education/docs/app-showcase-guide.pdf
https://www.apple.com.cn/education/docs/develop-in-swift-curriculum-guide.pdf
https://appleeducation.catalog.instructure.com/courses/53455/enrollment/new
http://apple.co/teaching-code_CN
https://www.apple.com.cn/education/k12/teaching-code/
https://www.apple.com.cn/education/k12/apple-teacher/?cid=pm-zhcn-pdf-doc-edu-eccode-launch22
mailto:apla22@app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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