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上活動適⽤用對象為 8 歲⾄至 12 歲以上兒童。 
點⼀一下任⼀一項活動即可檢視計畫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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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莤蘨耱 𠖥 
敘述⼀一個⼩小東⻄西的故事。將⼩小東⻄西擺放在不同的地⽅方拍照，
並以擬⼈人化的⽅方式呈現。將照片放入相簿、Keynote 簡報或
「可立拍」影片。 
開始動⼿手：打開⼀一張照片，點⼀一下「編輯」，然後點⼀一下右上
⾓角的三個點，即可使⽤用「標⽰示」功能。 

3/!脒𢈈%醁傿𦒘檉 
⽤用照片填充⽂文字，為⽂文字增添質感！選⼀一個字，然後從照片
圖庫中選⼀一張照片，或⽤用「相機」拍⼀一張新的照片，⽤用以填
滿⽂文字。 

開始動⼿手：打開 Keynote，輸入⽂文字並反⽩白。依序點⼀一下「格
式」按鈕、「⽂文字顏⾊色」和「影像」，然後選擇「更更改影像」。 

4/!脒 糵頄 
⽤用你的語⾳音搭配⾳音效來來述說故事。在 GarageBand 中，將不同
的聲⾳音取樣並結合旁⽩白，帶領聽眾進入你的想像世界。 

開始動⼿手：錄下你⾃自⼰己說的故事。從「聲⾳音資料庫」下載「玩
具盒」聲⾳音套件。依「聲⾳音套件」篩選，尋找並加入可為你的
故事增添效果的「玩具盒」循環樂段。 

5/!脒 鑭E9 騜莤溽 
⽤用連拍的⽅方式拍攝⾃自⼰己進⾏行行某個動作 (例例如跑步、跳躍或跳舞)。
挑出最完美的影像並進⾏行行編輯，展現⾃自⼰己的風格。 

開始動⼿手：在「相機」app 中，觸碰並按住「快⾨門」按鈕進⾏行行
連拍。在「照片」中選出最棒的⼀一張，然後調整光線和顏⾊色並
加入濾鏡。 

6/!㯂楢晲𨭆糵頄 
找幾個夥伴，使⽤用提詞機，錄製⼀一齣⼩小短劇。透過服裝和情感
表達，為⼈人物⾓角⾊色注入⽣生命⼒力力。 

開始動⼿手：將你的⼩小短劇寫在 Pages 中。點⼀一下右上⾓角的三個
點，點⼀一下「發表⼈人模式」，然後點⼀一下螢幕以開始捲動。 

7/! 躞劁 煾  
製作⼀一本相簿，收集⽣生活周遭的各種材質紋路路，可以是來來⾃自衣
服、磁磚、⼤大⾃自然或是停⾞車車場中的汽⾞車車。裁切各張照片，只留留
下材質紋路路的部分。 

開始動⼿手：使⽤用「相機」，盡量量拍攝各種不同的圖案。在「照
片」中編輯每⼀一張照片，加以裁切並進⾏行行其他變更更，然後點⼀一
下「分享」按鈕，將照片加入相簿。 

!
8/!糵頄ぅ  
與朋友合⼒力力完成寫作挑戰。設定計時器，然後使⽤用不同的字體
顏⾊色，輪輪流為同⼀一則故事增加內容。 

開始動⼿手：在 Pages 中開始編寫故事，並留留下未完待續的情節，
讓下⼀一位作者可以增加更更多內容。點⼀一下「合作」按鈕，邀請
⼤大家共同編寫這個故事。 

運⽤用 iPad 的內建功能 (也可以使⽤用 iPhone)，探索 30 項樂趣⼗十⾜足⼜又富
有教育意義的創意活動。這些活動專為 8 到 12 歲以上孩童所設計，
可輕鬆改編成適合全家⼈人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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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滈 
利利⽤用數個時段的鬧鐘設定來來安排⼀一天的時間，並在標籤中加入
表情符號。為⼀一天當中的重要安排設定提醒事項，例例如：陪寵
物玩耍，或做好早晨出⾨門的準備。 

開始動⼿手：使⽤用「時鐘」設定鬧鐘，然後更更改標籤並加入表情
符號。你也可以選擇在鬧鐘響時要播放的提⽰示聲。 

:/!晲𨭆薙鍖槆* 
為你的個⼈人品牌製作⼀一個圖形標誌，加入你的名字和代表⾃自⼰己
的符號。請善⽤用形狀狀、⽂文字和繪圖。 

開始動⼿手：製作新的 Keynote 計畫案，選擇⼀一個「基本」主
題。製作好標誌之後，請輸出為影像，然後與他⼈人分享。 

21/!𥇣塉糵頄𡡣 
製作⼀一本由玩具擔綱演出的故事書。調整玩具的姿勢，拍攝
⼀一連串串動作的照片。將照片加入書籍中，並搭配上你為⾓角⾊色
配製的錄⾳音。 

開始動⼿手：在 Pages 中選擇⼀一個「書籍」樣板。使⽤用媒體暫存
區以輕鬆拍攝照片，利利⽤用內建錄⾳音機加入⾳音訊。以 EPUB 格式
輸出書籍，並與他⼈人分享。 

22/! 暀祘 澕潢 
以 3D ⽅方式，標⽰示出你家附近的私藏景點圖。拍攝你居住地區
的截圖，然後標出你最喜歡去的幾個地點。 

開始動⼿手：在「地圖」中，點⼀一下「地圖設定」按鈕 ⓘ，然
後點⼀一下「衛星」，再點⼀一下地圖上的「3D」。拍攝截圖，
使⽤用「照片」中的「標⽰示」來來指出地點。 

23/!  
畫出鄰⾥里里中讓你⼼心有感觸的壁畫或藝術品。拍下此藝術作品的
照片當作背景，然後依你個⼈人風格在照片上作畫。 

開始動⼿手：在空⽩白的 Keynote 幻燈片上，點⼀一下螢幕上⽅方的
油漆刷。依序點⼀一下「背景」和「影像」，再點⼀一下「更更改
影像」，並從圖庫中選擇照片。  

24/!猻暀痗堩薙鍖𨭆  
使⽤用 GarageBand 中的循環樂段製作⼀一⾸首歌曲，然後設為早晨
鬧鐘的鈴聲。 

開始動⼿手：製作⼀一⾸首歌曲，點⼀一下「即時循環樂段」，然後點
⼀一下「新增」。找到你想要的 Apple 樂段，然後拖移到格線
上。完成歌曲後，輸出為鈴聲來來分享。這⾸首歌就會顯⽰示為「時
鐘」裡的⼀一個聲⾳音選項。 

25/!ぅ 莌鉊 
以跳接⼿手法與親友合拍⼀一段舞蹈影片。編排簡單的舞蹈動作，
例例如轉轉⼿手或扭屁股。將這些動作編成⼀一連串串的舞步，教別⼈人
怎麼跳，然後錄下來來。 

開始動⼿手：⽤用「可立拍」拍攝舞者，對⽅方表演⼀一個動作後就靜
⽌止不動。暫停錄影，切換到另⼀一位舞者，先表演與前⼀一位舞者
相同的動作，然後多做幾個舞蹈動作。持續相同步驟，直到錄
完整⽀支舞蹈為⽌止。 

26/! 暀 𨬌𨯂  
想像⼀一下你的⽬目標和計畫，然後在版⾯面上⽣生動地呈現出來來。
加入照片、繪圖、⽂文字、形狀狀，或能表達出你對未來來期待的
任何內容。 

開始動⼿手：製作 Numbers ⽂文件，選擇空⽩白的⽩白⾊色或⿊黑⾊色樣
板。若若要清空版⾯面，請點⼀一下表格左上⾓角的圓圈，然後點⼀一
下「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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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煄莌 莃 醟鑔 
製作⽣生活拼貼畫。先找出喜愛地點的照片。加入家⼈人、寵物或
物品的照片，然後移除背景。加入⽂文字和塗鴉。 

開始動⼿手：將 Keynote 幻燈片的背景更更改為照片圖庫中的風景
照。加入其他照片，然後使⽤用「立即 Alpha」和繪圖⼯工具來來完
成拼貼畫。 

28/!黲鸒摝 
製作⽤用各種語⾔言說「你好」的短片。使⽤用 Siri 來來學習不同語⾔言
的字詞。為你的剪輯片段加入「即時字幕」，並使⽤用表情符號
和貼圖來來加強⽂文字效果。 
開始動⼿手：在「可立拍」中，點⼀一下「即時字幕」按鈕，然後
選擇⼀一種⽂文字樣式。錄下⾃自⼰己說「你好」。點⼀一下地球圖像，
選擇要使⽤用的另⼀一種語⾔言。 

29/!脒 豃 暀軭 
在 Swift Playgrounds app 中⽤用程式碼設計創意圖形元素，以視
覺化的⽅方式呈現程式碼。 

開始動⼿手：在 Swift Playgrounds 中，打開「螺旋線」
Playground 的「玩樂時間」⾴頁⾯面。創造出有趣的形狀狀並拍攝
截圖，然後使⽤用「標⽰示」將形狀狀設計成藝術作品。 

2:/!嘓荿蕰衈 騹 
運⽤用⼤大⾃自然的元素，拍出⼀一張傳達善意訊息的照片。走到⼾戶外，
⽤用⽯石頭、葉⼦子或樹枝排成溫馨的句句⼦子，然後找個有趣的⾓角度拍
攝照片。 

開始動⼿手：使⽤用「相機」以俯視⾓角度拍攝照片，然後調整光線
和顏⾊色、加以裁切或加上濾鏡。 

31/!猻暀 鑭 
在 GarageBand 中製作⼀一⾸首饒舌歌曲。針對你喜愛的主題編寫
⼀一段押韻的歌詞、設計節拍，然後搭配節拍錄下饒舌創作。 
開始動⼿手：製作⼀一⾸首歌曲。選取「⿎鼓⼿手」，然後選擇⼀一位⿎鼓
⼿手。點⼀一下以播放及調整設定。在「⾳音軌」顯⽰示⽅方式中，加入
⼀一個⾳音軌。滑動到「錄⾳音機」，點⼀一下「⼈人聲」，然後使⽤用
「清⾳音」預設組錄下饒舌創作。 

32/! 堩 軭筳 棈 
將⼈人像畫製作成動畫式 GIF。在 Keynote 中繪圖，複製幻燈片，
然後在下⼀一張幻燈片之中稍加更更改，藉此呈現動態變化。重複
相同步驟，直到完成⼈人像的動作為⽌止。 

開始動⼿手：選擇「基本」主題以製作計畫案。加入⼀一張空⽩白幻
燈片，繪製動畫的第⼀一個影格。若若要複製特定幻燈片，請在幻
燈片導覽器中點⼀一下該幻燈片，點⼀一下「拷⾙貝」，然後貼到該
幻燈片下⽅方。 

33/!  
製作⼀一⽀支預告片來來介紹探尋鄰⾥里里間特定事物的電影。將你的
劇本寫在 Pages 中。 

開始動⼿手：製作新的 iMovie 計畫案，點⼀一下「預告片」。選擇
「遠征探險」主題，然後將影片剪輯片段和照片加到預告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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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炦 荿蕰 
製作幻燈片秀，展⽰示你的夢想旅遊清單。以⿃鳥瞰⽅方式探索各個
城市。然後，在幻燈片上加入⽂文字和形狀狀來來說明旅程。 

開始動⼿手：在「地圖」中搜尋羅⾺馬或東京等⼤大都市，點⼀一下
「⾶飛⾏行行俯瞰」，然後點⼀一下「開始城市導覽」。在導覽的過程
中拍攝截圖，然後將這些截圖加到你的幻燈片秀。 

35/!Pof Uxp Uisff 
利利⽤用 GarageBand，學習如何⽤用其他語⾔言從 1 數到 10。從
「玩具盒」聲⾳音套件中，找出並播放數字朗讀的聲⾳音。 

開始動⼿手：在新的計畫案中，打開「循環樂段瀏覽器」，依
「聲⾳音套件」篩選，然後選取「玩具盒」。然後在「搜尋
『Apple 樂段』」欄欄位輸入欲搜尋的語⾔言。 

36/!鷴 㯂 
使⽤用「群組 FaceTime」籌備⼀一場才藝表演。號召幾個朋友，
安排好⽇日期和時間，就能開始⼤大顯⾝身⼿手！ 

開始動⼿手：在「訊息」中發起群組對話，加入所有你想邀請
參參與才藝表演的對象。如果要開始「群組 FaceTime」，請點
⼀一下螢幕上⽅方的聯聯絡⼈人，然後點⼀一下「FaceTime」。 

37/! 闤 
使⽤用⾃自⼰己的照片和⽂文字訊息，製作個⼈人化謝卡給想要感謝的 
對象。 

開始動⼿手：在 Pages 中選擇「製作⽂文件」，點⼀一下「信紙」，
然後選擇照片卡片樣板。做好卡片後，輸出為 PDF 檔案以便便
分享。 

38/! 楢鍖㒖晲𨭆 騜 
將⾃自拍照變成經典的普普藝術創作，盡情享受不同背景顏⾊色和
明亮反⽩白所帶來來的樂趣。 

開始動⼿手：在「照片」中為⾃自拍照加上「復古」濾鏡，然後加
強對比，將照片加入 Keynote。使⽤用「立即 Alpha」移除背景，
換成各種不同的顏⾊色，然後加上豐富細節。 

!
39/!懌㗊 誽 
利利⽤用短片進⾏行行天氣預報。⾸首先，拍攝「天氣」app 的截圖。
使⽤用道具，拍照並錄製影片片段，幫助他⼈人為⼀一天做好準
備。 
開始動⼿手：使⽤用「相機」錄製影片，再利利⽤用「可立拍」來來結
合照片和其他影片。加入貼圖表⽰示動向，並加入能代表天氣
的⾳音樂。 

3:/!脒嚳炦馼嵛𥇣𡧛  
從⾳音樂製作⼈人的⾓角度來來創作⼀一⾸首歌曲。從你喜歡的「即時循環
樂段」樣板著⼿手，然後找出專屬於你的排列列⽅方式。 

開始動⼿手：在 GarageBand 中選擇⼀一個「即時循環樂段」的
樣板。點⼀一下各輸入格以試聽你所編排的聲⾳音，在你覺得滿意
時，錄下演奏成果。 

41/! 谹暀 
使⽤用最能⽣生動呈現構想的創意媒介，分享因個⼈人愛好⽽而完成的
計畫案，例例如：透過相機鏡頭記錄你對環境的熱愛，或是以 
Podcast 的形式⼝口述家族歷史。 

開始動⼿手：下載《⼈人⼈人可創造設計習作本》，幫助你發展興趣
愛好並與他⼈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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