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编程  
Swift Coding Club



欢迎来到 Swift Coding Club！ 
学习编程教会你如何以创造性的⽅式来解决问题并与他⼈协作，还能帮你将奇思妙想化为现实。 

Swift Coding Club 让学习编程和设计 app 变得趣味⼗⾜。围绕 Swift (Apple 的编程语⾔) 组
织的活动可帮助成员相互协作，共同学习编程、制作 app 原型以及思考编程可为身边世界带来哪
些改变。 

即便不是教师或编程专家，也可以运营 Swift Coding Club。这些材料可⾃学完成，你甚⾄可以与
俱乐部成员⼀起学习。你可以举办⾯向社区的 app 展示活动来分享俱乐部创意和设计。 

本指南分为三个部分：

开始⾏动 学习及应⽤ 分享成果

编程资源

⼈⼈能编程  |  5 岁以上 

在 iPad 或 Mac 上通过 Swift 
Playgrounds，使⽤ Swift 代码来学习编程基
础知识。 进⼀步了解 

欢迎 

使⽤ Swift 开发  |  14 岁以上 

学习如何在 Mac 上使⽤ Xcode 开发 app。
进⼀步了解 

启动 Swift Coding 
Club 所需的⼀切

俱乐部课程的模块
和活动

⽤于规划和举办社区活动
的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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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ft Coding Club 是围绕各种编程教学资源
⽽设计的。Apple 让编程⼈员不仅可以学习基础
知识，也可以打造真正的 app。 

https://www.apple.com/education/k12/teaching-code/?cid=pm-zhcn-pdf-doc-edu-eccode-launch22#everyone-can-code
https://www.apple.com/education/k12/teaching-code/?cid=pm-zhcn-pdf-doc-edu-eccode-launch22#develop-in-swift


使⽤⼊⻔ 
1. 探索“⼈⼈能编程”资源  
“⼈⼈能编程”通过互动关卡、有趣的⻆⾊和引⼈⼊胜的活动，将学员带⼊编程世界。在开始设计俱乐部体验之前，请先探索下⾯的“⼈⼈能编程”资源，这
将⼗分有帮助。 

使⽤⼊⻔ 3

下载《⼈⼈能编程》课程 

Swift Playgrounds 是⼀款免费的 app，让学习 Swift 变得充满互动妙
趣。这款 app 包含⼀个内置课程库和⼀整套的 app 项⽬。

下载并探索 Swift Playgrounds  

“⼈⼈能编程”指南包含了多个活动，旨在引⼊编程概念，并将其与⽇常⽣
活联系起来，然后经由打通 Swift Playgrounds 中的关卡来加以应⽤。

https://apps.apple.com/cn/app/id908519492?itscg=edu&itsct=eccode_launch22app_sc22_na_zhcn
https://www.apple.com/cn/education/teaching-code/?cid=pm-zhcn-pdf-doc-edu-eccode-launch22#everyone-can-code


3. 制定计划 
以下是要考虑的事项： 
• 你的俱乐部成员都有谁？他们都有哪些兴趣爱好？他们有编
程经验还是初次接触编程？ 

• 俱乐部成员多久会⾯⼀次？如果你正在制定⼀个夏令营计
划，你需要多少⼩时的编程活动？ 

• 俱乐部可使⽤哪项技术？  
• 俱乐部的⽬标是什么？ 

开始⾏动 4

2. 检查技术事项 
要完成本指南中的各项活动，你需要具备以下资源： 
• iPad 或 Mac。使⽤装有 iPadOS 14.7 (或更⾼版本) 或 macOS 

11.5 (或更⾼版本) 的设备。最好每⼈都有⾃⼰的设备，但也可以共
⽤设备⼀起编程。 

• Swift Playgrounds 3.4.1 或更⾼版本。
下载 iPad 版 Swift Playgrounds  

下载 Mac 版 Swift Playgrounds   
• “⼈⼈能编程”指南。
下载《⼈⼈能编程：解谜闯关》  

下载《⼈⼈能编程：探险闯关》  (可选) 

 如果需要 Apple 产品⽅⾯的协助，请访问 Apple ⽀持。 

https://apps.apple.com/cn/app/id908519492?itscg=edu&itsct=eccode_launch22app_sc22_na_zhcn
https://apps.apple.com/cn/app/swift-playgrounds/id1496833156?itscg=edu&itsct=eccode_launch22app_sc22_na_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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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nch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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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nch22
https://support.apple.com/zh-cn/a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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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ft Coding Club 海报

Swift Coding Club 贴纸 

4. ⼴泛宣传 
让别⼈了解你的 Swift Coding Club。以下是⼀些能够吸引新成员加⼊俱乐部的创意和资源： 
• 宣传你的俱乐部。利⽤电⼦邮件、社交媒体、⽹⻚、传单或⼝碑推⼴，让所在社区了解你的俱乐部。 
• 举办宣讲会。询问潜在的俱乐部成员，了解他们的兴趣及其想要创建的项⽬类型。讨论举办社区活
动的想法，并向俱乐部成员介绍如何参加活动。你还可以在线分享有关俱乐部的简短视频。 

以下项⽬有助于推⼴和个性化设计你的 Swift Coding Club： 
• 海报。下载免费海报模板，然后进⾏个性化设计，以创建你⾃⼰的海报。将海报打印出来并进⾏展
示，或制作数字海报在线分享。请务必包含有关俱乐部会⾯的时间、地点以及参加⽅式。 

• 贴纸和 T 恤。使⽤这些 Swift Coding Club 贴纸来帮助推⼴你的俱乐部。T 恤是辨认参加 
app 展示活动成员的最佳⽅法。下载 Swift Coding Club T 恤模板，以便为成员制作 T 恤。

Swift Coding Club T 恤

开始⾏动 5

https://education-static.apple.com/geo/cn/coding-club-kit/posters.zip
https://education-static.apple.com/geo/cn/coding-club-kit/stickers.zip
https://education-static.apple.com/geo/cn/coding-club-kit/shirts.zip


俱乐部领导适⽤技巧

开始⾏动 6

组建⼀个领导团队。让⼀组成员负责俱乐部的领导⼯作，这样可以让学习更加轻松
有趣。哪些俱乐部成员具有领导潜⼒？考虑为俱乐部招募负责⼈，负责活动、编程

和 app 设计等。

⼀起学习。俱乐部领导不需要对⼀切都了如
指掌。协助成员进⾏⾃⼰的研究并培养解决

问题的技能，⿎励成员帮助他⼈。

分享创意。有些成员对制作游戏感兴趣。另⼀些成
员可能想要创建 app 来为⼈们提供帮助、学习 
Swift 或控制机器⼈。思考如何让成员协作完成
他们所关注的项⽬。

混合搭档。有时候，较⾼⽔平的成员会领先
于其他成员。看看这些成员是否可以与初
学者组成搭档⼀起编程。指导他⼈是提
升⾃⼰的绝佳⽅式！ 

展示成果。举办社区活动或 app 展示活动是向
朋友、家⼈、⽼师和社区宣传俱乐部、介绍设计
理念和编程技能的绝佳⽅式。这甚⾄有可能帮
你招募到更多成员。请参阅第 11 ⻚，了解举办

社区活动或 app 展示活动⽅⾯的技巧。



学习及应⽤ 
1. 探索 Swift Playgrounds 
俱乐部资料是围绕 Swift Playgrounds 设计的，其中不仅包含内置课程库，还有⼀整套的 app 项⽬。请先⾃⾏熟悉 Swift Playgrounds 的内容以及
这款 app 的功能。

学习及应⽤ 7



代码⽚段库
为尽量减少打字，可在⼯具栏
中轻点以访问“代码⽚段库”，
并快速拖动常⽤的代码⽚段。

8

Swift Playgrounds 的功能

⼯具
使⽤这个菜单重设⻚⾯、拍摄照
⽚、创建 PDF，或者录制影⽚。

选取⻆⾊
轻点⻆⾊后可以选取另⼀个⻆⾊，
让你的体验更加个性化。

提示 
这项功能会提供有帮助的建议。尽管提
示中也会最终揭晓关卡的通关⽅法，但
是你不可以通过简单地剪切粘贴来通
关。看完提示后，你仍须亲⾃完成各个
步骤并编写代码。

控制速度
加快或降低

代码运⾏速度。 
⾼亮显示正在运⾏的代码

使⽤“单步调试我的代码”可使每⾏
代码在运⾏时⾼亮显示，以更好地了

解代码正在执⾏什么操作。

⻚⾯菜单
轻点⻚⾯标题以查看所有 

playground ⻚⾯。轻点某个⻚
⾯或者使⽤箭头在⻚⾯之间切换。

学习及应⽤



以多种⽅法通关。每个关卡都有多种通关⽅法。如果成员很早
就通关了，请⿎励他们思考其他通关⽅法。灵活地思考和⽐
较不同的解决⽅案，有助于他们提升批判性思维技能。

分解关卡。关卡可能会很棘⼿。俱乐部成
员可以将关卡分解后逐步击破。他们可以使
⽤ Pages ⽂稿或“备忘录”先设计并写出步

骤，然后再输⼊代码。

设置⼀个帮助台。规划⼀个空间，以便俱乐部
内的专家为其他成员提供⽀持。

学习及应⽤

利⽤ Swift Playgrounds 学习编程的技巧

9

⾸先探索关卡。⿎励俱乐部
成员在实时视图中缩放和旋转 Byte 的虚拟世界，以便
他们可以好好看⼀看需要完成的任务。另外，他们
也可以全屏查看，⽅法是按住两个窗⼝之间的分隔

线区并向左拖移。

结对编程。让俱乐部成员尝试在⼀台 iPad 或 Mac 
上⼀起⼯作。他们可以针对如何通关进⾏头脑⻛暴，
并轮流编写代码。

使⽤辅助功能。Swift Playgrounds 与 macOS 或 
iPadOS 内置的辅助功能配合得很好，因此所有⼈都可
以学习编程。例如，编程⼈员可以反转颜⾊、启⽤灰度和进

⾏缩放，以调整可⻅度。



2. 选取你的模块 
俱乐部资料包含多个模块，这些模块将编程活动和创意设计活动紧密结合起来。每个模块由 12 节时⻓⼀⼩时的课程组成，对应特定的主题和编程⽔
平。在“学习及尝试”课程中，俱乐部成员将探索关键概念，并由此打通 Swift Playgrounds 中的编程关卡和挑战。在“应⽤及建⽴联系”
课程中，他们将思考如何使⽤代码来探索创意并创建新项⽬。他们将运⽤编程和设计技能在 Swift Playgrounds 中为特定受众构建或设计项⽬。 

你将在本⽂的第⼆部分中找到每个模块对应的辅导员指南，也可以使⽤下⾯的链接⽴即探索。

学习及应⽤ 10

构建项⽬ 

俱乐部成员掌握 Swift Playgrounds 中“学习编程 
1”和“学习编程 2”中的编程基础知识。然后他们将运
⽤新技能来设计和构建响应触碰事件的 
playground。查看模块  

设计 App 
俱乐部成员可合作设计⼀款 app，帮助解决他们所在社
区的问题。他们将参与设计流程，了解如何集思⼴益、进
⾏规划、制作原型和评估⾃⼰的 app。查看模块 

考考你的朋友 
俱乐部成员将通过在 Swift Playgrounds 中打通
《学习编程 1》和《学习编程 2》中的更多挑战关卡，来
巩固他们在“构建项⽬”中培养的技能。然后他们将创
建 playground 来请求并响应⽤户信息。查看模块  



2.设计奖项。友好的竞争可以更好地激励参与者。通过提供各类奖
项，表扬俱乐部成员在编程和设计⽅⾯的优异表现，⿎励他们快乐学
习。例如： 
• 最佳⼯程奖 
• 最佳创新奖 
• 最佳设计奖 
• 最佳展示奖 

你也可以设⽴“最佳⼈⽓奖”来⿎励现场观众积极参与评选。 

1.策划⼤型展示活动。安排⽇期，并邀请学⽣、教师、家⻓和社区
成员参加。 

为每个团队留出展示项⽬的时间，并设⽴简短的问答环节。如果
⼩组⼈员较多，可以让俱乐部成员分两轮进⾏，成员可以观看彼此
的演示内容。 

在活动结尾，可以考虑播放有趣的幻灯⽚，来展示在俱乐部课程期
间拍摄的照⽚。

可以下载该证书并进⾏修改，
以⽤于不同的奖项。

分享成果 
社区活动或 app 展示活动 
举办社区活动或 app 展示活动，可让更⼴泛的社区成员参与进来，共同探索代码解决当下问题的潜⼒。这些活动也是展现俱乐部成员才能的
绝佳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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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成果 11

https://education-static.apple.com/geo/cn/coding-club-kit/playgrounds-certificate.pdf


3.招募评委和导师。评委和导师可以是⽼师或学校⼯作⼈员、具有编
程专业知识的学⽣、来⾃开发或设计⾏业的专家、学校董事会成员、
当地社区负责⼈或是将受益于此项⽬创意的个⼈。  

评委不必等到举办展示活动时才与俱乐部成员会⾯。在成员处于项⽬
的头脑⻛暴或计划阶段时，考虑邀请评委作为演讲嘉宾，分享他们的
专业知识。 

4.分享与启发。建议你将展示活动录制下来，与更⼴泛的社区成员分
享，并制作⼀个集锦以启发未来的俱乐部成员。 

请查看《App 展示活动指南》，以获取更多灵感以及有关举办 App 
展示活动的技巧。  

下载《App 展示活动指南》>  

分享成果 12

https://www.apple.com/cn/education/docs/app-showcase-guide.pdf?cid=pm-zhcn-pdf-doc-edu-eccode-launch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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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ft Coding Club 模块 

设计 App考考你的朋友构建项⽬



构建项⽬



在这些课程中，俱乐部成员将通过完成《⼈⼈能编程：解谜闯关》指南中有趣的活动，来掌握编程基础知识。他们
将通过在 Swift Playgrounds 中打通《学习编程 1》和《学习编程 2》中的关卡来练习如何编程，然后运⽤新
技能来设计和构建响应触碰事件的 playground。 

在“学习及尝试”课程中，俱乐部成员将探索关键概念，并应⽤这些概念来打通 Swift Playgrounds 中的编程
关卡和挑战。在“应⽤及建⽴联系”课程中，他们将学习使⽤代码来探索创意并创建新项⽬。课程结束后，考虑举
办⼀场社区活动，让俱乐部成员展示他们的项⽬。  

活动中包含了《⼈⼈能编程：解谜闯关》指南中的⻚码。如需进⼀步了解每项活动，访问其他资源，并了解如何为
俱乐部成员提供⽀持或向他们发起挑战，请探索《⼈⼈能编程：解谜闯关教师指南》。 

课程概述 

  学习及尝试：6 节课程 

  应⽤及建⽴联系：6 节课程 

  社区活动

构建项⽬ 16

资源

学习编程 1

形状

学习编程 2

构建项⽬ 
模块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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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nch22


构建项⽬ 17

命令 
探索命令的基本概念，即给电脑下达的具体指令。
学习如何按顺序使⽤命令进⾏编程。 
学习：观看《学习编程 1》中有关“命令”的介绍  
寻宝挑战 (第 3 ⻚) 
试⼀试：打通《学习编程 1》的“命令”章节中的关
卡 (第 4 ⾄ 10 ⻚) 

《学习编程 1》命令 
• 介绍 
• 发出命令 
• 添加新命令 
• 切换开关

For 循环 
探索 for 循环，以及你可以如何使⽤函数和循环
提⾼代码效率。  
学习：观看《学习编程 1》中有关“For 循环”的
介绍 
创建模式 (第 26 ⻚) 
试⼀试：打通《学习编程 1》的“For 循环”章节
中的关卡(第 27 ⾄ 31 ⻚) 

《学习编程 1》For 循环 
• 介绍 
• 使⽤循环 
• 循环每⼀侧

函数 
了解如何通过编写函数来创建⾃⼰的命令，以及
如何调⽤编写的函数。  
学习：观看《学习编程 1》中有关“函数”的介绍  
折纸 (第 15 ⻚) 
试⼀试：打通《学习编程 1》的“函数”章节中的关
卡 (第 16 ⾄ 21 ⻚) 

《学习编程 1》函数 
• 介绍 
• 组合新⾏为 
• 创建新函数 
• 嵌套模式

1 2 3

构建项⽬



构建项⽬ 18

变量 
了解电脑如何使⽤变量储存信息，以及如何使⽤
变量进⾏编程。 
学习：观看《学习编程 2》中有关“变量”的介绍  
NewsBot (第 36 ⻚) 
试⼀试：打通《学习编程 2》的“变量”章节中的关
卡 (第 37 ⾄ 40 ⻚) 

《学习编程 2》变量 
• 介绍 
• 跟踪记录

⾯向受众设计 
考虑不同⽤户的⻆度，以及如何为特定受众设计
产品。 
建⽴联系：从他⼈⻆度来看 (第 58 ⻚)

条件代码 
探索布尔逻辑以及如何编写条件代码。 
学习：观看《学习编程 1》中有关“条件代码”的介绍 
有⼈说 (第 49 ⻚) 
试⼀试：打通《学习编程 1》的“条件代码”⼀章中的
关卡 (第 50 ⾄ 56 ⻚) 

《学习编程 1》条件代码 
• 介绍 
• 检查开关 
• 使⽤ else if 
• 循环条件代码 
• 定义更巧妙的函数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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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和初始化 
了解如何描述类型，以及如何在代码中对类型进
⾏初始化。  
学习：观看《学习编程 2》中有关“类型”和“初始
化”章节的介绍。 
优秀设计应具备的特性 (第 62 ⻚) 
试⼀试：打通《学习编程 2》的“类型”和“初始化”
章节中的关卡 (第 63 ⾄ 66 ⻚) 

《学习编程 2》类型 
• 介绍 
• 关闭传送⻔ 

初始化 
• 介绍 
• 初始化你的专家 
• 使⽤不同类型的实例

交互式形状  
在 Swift Playgrounds 的“图书”部分，探索“形
状”playground，在后续课程⾥你将在此 
playground 中开始进⾏项⽬开发。在“形状图
形”和“触碰和动画”⻚⾯进⾏试验，并确定各部分
代码所实现的功能以及实现原理。 

形状 
• 形状图形 
• 触碰和动画 

构建形状项⽬ 
探索如何在“形状”playground 图书中创建⼿眼
协调项⽬。重温你的图形元素和函数列表，并向其
添加元素和函数。  
应⽤⼀下：构建⼿眼协调项⽬ (第 67 ⻚) 

形状 
• 触碰和动画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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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项⽬ 
两⼈⼀组，在“形状”playground 图书的“触碰和
动画”⻚⾯中，⼀同为你的项⽬创意进⾏编程。请
参考上⼀节课程中的草图。 

形状 
• 触碰和动画 

设计项⽬  
进⾏头脑⻛暴，思考你还可以使⽤“形状”playground 
图书创建哪些项⽬。考虑使⽤提供的图形元素和函数，
并思考它们可以如何满⾜特定受众的需求。共同探索创
意，然后两⼈⼀组合作绘制原始创意的草图，以展示这
个项⽬如何达成⽬的以及如何针对特定受众进⾏设计。

评估项⽬ 
与同伴⼀起测试你的 playground 项⽬。练习阐
明项⽬的⼯作原理以及设计决策，为举办社区活动
做好准备，届时你可以在社区活动中分享你创作的
作品。 

形状 
• 触碰和动画

社区活动 
举办社区活动，表彰俱乐部的成就。你可以演示你的项⽬、阐述设计流程，并接收来⾃社区的反馈。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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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考你的朋友 
模块概览 

在这个模块中，俱乐部成员可通过完成《⼈⼈能编程：解谜闯关》指南中的更多挑战活动，巩固⾃⼰的技能。他
们将通过在 Swift Playgrounds 中打通《学习编程 1》和《学习编程 2》的关卡来练习编程，并运⽤进阶技能
来开发可以请求并响应⽤户信息的 playground。在开始这个模块前，你需要掌握“解谜闯关”1 ⾄ 6 章中的内
容，并完成“构建项⽬”俱乐部模块或具备同等的背景知识。 
在“学习及尝试”课程中，俱乐部成员将探索关键概念，并应⽤这些概念来打通 Swift Playgrounds 中的编程
关卡和挑战。在“应⽤及建⽴联系”课程中，他们将学习使⽤代码来探索创意并创作新产品。课程结束后，考虑
举办⼀场社区活动，让俱乐部成员展示他们的项⽬。  

活动中包含了《⼈⼈能编程：解谜闯关》指南中的⻚码。如需进⼀步了解每项活动，访问其他资源，并了解如何
为俱乐部成员提供⽀持或向他们发起挑战，请探索《⼈⼈能编程：解谜闯关教师指南》。 

课程概述 

学习及尝试：4 节课程 

应⽤及建⽴联系：8 节课程 

社区活动
⽯头剪⼑布

回答

考考你的朋友 22

资源

学习编程 1

学习编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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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nch22


带有参数的函数 
了解如何向函数提供参数使之更加明确，从⽽向
电脑提供更多信息。  
学习：观看《学习编程 2》中有关“参数”的介绍  
成功的秘诀 (第 71 ⻚) 
试⼀试：打通《学习编程 2》“参数”⼀章中的关卡 
(第 72 ⾄ 75 ⻚) 

《学习编程 2》参数 
• 介绍 
• 持续向前⾛

考考你的朋友 23

1 逻辑运算符 
了解如何使⽤逻辑运算符为具体⾏为编程，以响
应特定条件。  
学习：观看《学习编程 1》中有关“逻辑运算符”的
介绍 
有⼈说 (第 2 轮) (第 81 ⻚) 
试⼀试：打通《学习编程 1》的“逻辑运算符”章节
中的关卡 (第 82 ⾄ 85 ⻚) 

《学习编程 1》逻辑运算符 
• 介绍 
• 使⽤“⾮”运算符 
• 检查这个与那个 
• 检查这个或那个

设计游戏 
使⽤ Swift Playgrounds“图书”部分中的“⽯头
剪⼑布”playground，为这款游戏设计⼀个新的
改进版本。 
应⽤⼀下：构建“⽯头剪⼑布”游戏 (第 76 ⻚) 

⽯头剪⼑布 
• 创建游戏 
• 共享代码 
• 添加操作 
• 修改属性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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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测验 
综合运⽤诸如运算符、条件、变量、函数、带有参数
的函数等⽅⾯的知识，在 Swift Playgrounds“图
书”部分的“回答”playground 中创建测验。 
应⽤⼀下：构建测验 (第 86 ⻚) 

回答 
• ⽂本 
• API 概述 
• 测验类型

While 循环 
了解 while 循环，以及如何使⽤它们来循环运⾏
某个代码块，直到条件不成⽴为⽌。  
学习：观看《学习编程 1》中有关“While 循环”的
介绍 
Playground 游戏 (第 90 ⻚) 
试⼀试：打通《学习编程 1》“While 循环”⼀章中
的关卡 (第 91 ⾄ 94 ⻚) 

《学习编程 1》While 循环 
• 介绍 
• 当……时运⾏代码 
• 创建更巧妙的 While 循环 
• 嵌套循环

设计测验项⽬ 
对基于“回答”playground 图书所构建的 
playground 测验，提出构想。确定测验的⽤途，探
索测验 app 的设计，考虑⽬标受众，并描绘出⾃⼰
的构想。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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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测验 
对原始测验进⾏更新，以便在 while 循环中引⼊
不同模式。当你在后续课程中为⾃⼰的项⽬创意
进⾏编程时，会使⽤这些技能。  
应⽤⼀下：优化测验 (第 95 ⻚) 

回答 
• ⽂本 
• API 概述 
• 测验类型 

数组与重构 
在这个课程中，俱乐部成员将学习使⽤数组的新
技能，然后运⽤这些技能重构他们的代码。  
学习：观看《学习编程 2》中有关“数组”的介绍 
评估 (第 99 ⻚) 
试⼀试：打通《学习编程 2》“数组”⼀章中的关卡 
(第 100 ⾄ 105 ⻚) 

《学习编程 2》数组 
• 介绍 
• 储存信息 
• 探索迭代 
• 堆叠砖块 
• 按序排列 
• 修复索引超出范围错误

向测验添加选项 
更新你的测验 playground，以纳⼊选项列表，然
后开始设想你可以使⽤选项列表构建哪些项⽬。 
应⽤⼀下：向测验添加选项(第 106 ⻚) 

回答 
• ⽂本 
• API 概述 
• 测验类型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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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项⽬ 
在“回答”playground 图书中构建⾃⼰的项⽬。
使⽤上⼀节课程中的线框图作为指南。 

回答 
• ⽂本 
• API 概述 
• 测验类型

考考你的朋友 26

设计新项⽬ 
进⾏头脑⻛暴，思考你还可以使⽤“回
答”playground 图书创建哪些项⽬。集思⼴益，
然后独⽴提出创意，确定⽤途和受众，并绘制线框
图。 

评估项⽬ 
与同伴⼀起测试你的 playground。练习阐明项
⽬的⼯作原理以及设计决策，为举办社区活动做好
准备，届时你可以在社区活动中分享你的作品。  

回答 
• ⽂本 
• API 概述 
• 测验类型

社区活动 
举办社区活动，表彰俱乐部的成就。你可以演示你的项⽬、阐述设计流程，并接收来⾃社区的反馈。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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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设计⽇志

在这个模块中，俱乐部成员将分⼩组合作设计⼀款 app，以帮助解决他们所在社区的问题。他们将按照引导来
完成整个设计流程，在此过程中，他们将集思⼴益，规划⾃⼰的 app，在 Keynote 讲演中制作可⾏的原型，并
评估该 app。 
设计流程将以 App 设计⽇志的形式进⾏呈现，帮助俱乐部成员记录和追踪整个设计周期内获得的灵感。这样
做是为了记录整个设计流程，从⽽协助他们反复改进 app 项⽬。⽽且该⽇志还可⽤作参考资料和未来项⽬的切
⼊点。  
在这个模块结束后，举办 App 展示活动，彰显俱乐部成员的创造⼒。下载《App 展示活动指南》，了解规划活
动⽅⾯的技巧和资源。 

课程概述 

集思⼴益：2 节课程 

规划：2 节课程 

原型制作：5 节课程 

测评：3 节课程 

展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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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App 
模块概览

资源

https://education-static.apple.com/geo/cn/coding-club-kit/appjournal.key?cid=pm-zhcn-pdf-doc-edu-eccode-launch22
https://www.apple.com/cn/education/docs/app-showcase-guide.pdf?cid=pm-zhcn-pdf-doc-edu-eccode-launch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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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思⼴益 
探索 app 创意，设法解决你关⼼的问题，并专注
于 app 的⽤途和受众。 

集思⼴益 
• ⽤途 
• 创意 
• 专注 

制作原型 
设计 app 的⽤户界⾯，为屏幕创建故事板，并在 
Keynote 讲演中制作可⾏的 app 原型。
  

制作原型 
• 速绘屏幕 
• 故事板 
• 优化 App ⾏为 
• 设计⻛格 
• 构建 
• App 图标和名称

规划 
当你在探索 iOS 功能和包容性做法时，请考虑你
的 app 为达成⽬的需要做哪些实际准备。

规划 
• ⽤户操作 
• 输⼊和 App 状态 
• 选取功能 
• 包容性

1-2 3-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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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展示活动 
通过 App 展示活动，与更⼴泛的社区成员分享俱乐部的 app 原型和宣传⽅案。请参阅《App 展示活动指南》，寻找规划和举办活动⽅⾯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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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评 
宣传你的 app 创意，并让⽤户测试你的原型，根
据反馈意⻅对设计进⾏反复修改。  

测评 
• App 宣传⽅案 
• 准备 
• 观察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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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Apple Inc. 保留所有权利。Apple、苹果、Apple 标志、iPad、iPadOS、Keynote 讲演、Mac、macOS、Pages ⽂稿、Swift、Swift 标志、Swift Playgrounds 和 Xcode 是 Apple Inc. 在
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的注册商标。“⼈⼈能编程”是 Apple Inc.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注册的服务商标。 IOS 是 Cisco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的商标或注册商标，并已获授权使⽤。 本材料中提及的其他

产品和公司名称可能是其各⾃公司的商标。2022 年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