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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lly Phonics家長 /老師指南  
 
 
 
 
 
 
Jolly Phonics為閱讀和寫作打下全面基礎。它使用了合成拼音(synthetic 
phonics )的字母發音教學方法，既有趣又能運用多種感官。孩子們能學會如何
用字母發音來朗讀和寫出單詞。 
 
本指南給家長和老師們提供建議。它說明了Jolly Phonics背後的原理，能大大

增強您對教學方法的理解，以及幫助提升小朋友的能力。 

 
所有 Jolly Phonics的材料都適合在學校使用，大部分(已標有*號的項目)也適合
在家中使用。各項材料均可以放在一起使用或單獨使用。 
 
Jolly Phonics包括學習不規則單詞，或稱為“搗蛋單詞”（tricky words）的

常見單詞，例如said, was 和 the。這些材料應該和故事書一起使用。 
 
家長的支持對所有兒童都非常重要，因為在學習中得到大量的讚美和鼓勵，對

他們來說很有益處。家長應該選擇和尊重適合孩子的學習速度。如果孩子正失

去興趣，便應該放棄教學一段時間，然後再繼續。並非所有兒童都覺得學習合

成發音容易，更多循序漸進的練習會使閱讀更流暢，並幫助您的孩子在學校中

應對自如。 
 
 
閱讀和寫作的五個基本技能是：  
 
1.  學習字母的發音  
2.  學習字母的寫法  
3.  拼合發音  
4.  識別單詞裡的發音   
5.  拼寫搗蛋單詞（tricky words）  
 
 

本指南會將以上技能分開講述，但在教學時它們是融合教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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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習字母的發音  
Jolly Phonics不僅教授字母，而且教授英語的42個主要發音，發音共分為七組。

有些發音是用兩個字母拼寫的，例如ee和or。這些稱為二合字母(digraph)。oo
和th可以產生兩種不同的發音，例如book和moon，that和three。為了區分這

兩種發音，二合字母(digraph)會用兩種形式表示，如下所示： 
 

1. s,  a,  t,  i ,  p,  n  
2. c k,  e,  h,  r,  m,  d   
3. g,  o,  u,  l ,  f,  b  
4. ai,  j ,  oa,  ie,  ee,  or  
5. z,  w,  ng,  v,  oo,  oo  
6. y,  x,  ch,  sh,  th,  th  
7.  qu,  ou,  oi,  ue,  er,  ar 

 
每個發音都附有一個動作幫助小朋友的記憶，而每天可以教授一個字母的發音。

當小朋友進步時，您可以指向幾個字母，看看小朋友做動作和發音的速度有多

快。當小朋友更自信時，就不再需要做動作。本指南第 8頁有一個詳列所有字
母的清單以及它們相應的動作。 
 
兒童應該從發音來學習每個字母，而不是學習字母的名字。例如，字母a應該讀

a (如ant)，而不是ai (如aim)。類似地，字母n應該讀nn (如net)，而不是en。

這對拼合發音很有幫助。而字母的名字可以其後才學習。 

 
在Jolly Phonics裡，字母並非按照字母表順序列出。第一組的排列為s, a, t, i, p, 

n，是因為它們與任何其他六個字母的組合比起來，更容易組成含有三個字母的

單詞。而字母b和d處於不同的組別，是為了避免

混淆。 

 
如果發音多於一種拼寫方式，剛開始時就只會教

授一種拼寫方式。例如，先教ai (rain)，然後再

教a-e (gate)和ay (day)。這些例子可以在Jolly 

Phonics單詞書裡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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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習字母的寫法  
小朋友使用正確姿勢握鉛筆是非常重要的。握筆方法對於使用左手或右手的孩

子都適用。 
 
 
 
 
 
 
鉛筆應握在拇指、食指和中指形成的“三腳架”之間。如果小朋友一開始的握

法是錯的，以後再糾正就會很困難。 

 
小朋友需要正確地寫出每個字母。字母c在早期便出現，是因為c也構成其他字

母的基本形狀，例如d。還有一些特殊的問題：o（筆順必須是逆時針，而不是

順時針），d（鉛筆從中間開始，而不是從頂部開始），像m和n這樣的字母，

第一筆必須是向下的。 

 
Jolly Phonics DVD，Jolly故事和手指拼音書展示了每個字母的正確寫法。記住，

沒有字母是從底部開始寫的，這會是一個好開始。 

 
小朋友很快將要學習連筆（行書）寫字。Jolly Phonics的筆順對寫字的流暢性

很有幫助，也能提高拼寫能力。用一個動作來寫單詞的時候，會更容易正確記

住串法。Jolly Phonics使用沙宣嬰兒字體，就是設計給兒童來讀和寫的。許多

字母（如d和n）在最後有一個“退出”筆劃，使字母更容易遷移到連體寫字中。

（因為很多學校早期都不教連筆寫字，如有興趣，可以查看貴校的教學政策。 ） 
 



 5 

3.  拼合發音  
拼合發音是說出一個單詞裡獨立的發音，

然後一次過把單詞讀出來的過程。例如，

說出d-o-g，然後讀出dog。它是一種每

一個小朋友都需要學習的技巧，並且會

熟能生巧。開始時，您要讀出這個詞，看看小朋友是否能完整聽到，如果需要

可以給小朋友答案。有些孩子比其他人需要更長的時間來聽到單詞。朗讀單詞

時發音必須迅速，更簡便的方法是把第一個音讀得響亮一點。您可以和孩子經

常嘗試小單詞如b-u-s, t-o-p, c-a-t 和 h-e-n。在 The Phonics Handbook 和 

Jolly Phonics Word Book裡有適用的單詞列表。 

 
請記住，個別發音要用兩個字母（二合字母 digraphs）來表示，如sh。小朋友

應該發出二合字母（sh），而不是單個的字母（s-h）。通過練習，他們有能力

把二合字母合成為單詞裡的一個發音。因此，單詞rain應該讀成r-ai-n，feet應

該讀成f-ee-t。這個剛開始很難，而且需要常常練習。在課堂上

使用 Jolly Phonics規則單詞發音拼合卡（ Jolly Phonics 

Regular Word Blending Cards）可以提升這方面的技能。 

 
能夠區分一個拼合發音（如st）和一個二合字母（如sh）會是

很有幫助的。在一個拼合發音裡，可以分別聽到s和t。在二合字母裡就聽不見

了。我們可以比較mishap（s和h都發音）和midship（有獨立的sh發音）。在

要讀出拼合發音時，應該鼓勵小朋友把兩個發音一起讀，讀fl-a-g而不讀f-l-a-g。

這樣，小朋友以後閱讀會更流暢。 

 
英語裡有些單詞有不規則的拼寫，也不能用拼合發音讀出來，如said, was 和 

one。 
可惜，這些單詞有很多是

常見單詞。我們只能把不

規則的部分單詞記住。這

些統稱為“搗蛋單詞”

（tricky words）。 
 



 6 

4.  識別單詞裡的發音  
 
學會拼寫一個單詞最簡單的方法，是聆聽這個詞的發音。

撇開搗蛋單詞（tricky words），瞭解字母發音還是有説
明的。 
 
開始時，像I-Spy這樣的遊戲很好，先讓您的小朋友聽單

詞裡的第一個發音。接下來，嘗試聽結尾的發音，因為單

詞中間的發音是最難聽出來的。 

 
應該從簡單的三個字母組成的詞開始，如cat或者hot。有一個好方法：讀一個

單詞，一邊發音一邊拍打。每讀一個發音拍打一次，拍打三次就是有三個發音。

要小心二合字母，例如，fish這個詞，有四個字母但只有三個發音，f-i-sh。 

 
押韻遊戲、詩歌和Jolly Songs也可以幫助耳朵識別單詞裡的發音。其他可以做

的遊戲有： 

a） 加上一個發音：如果我在ink的前面加上p會得到什麼？答案：pink。其他

例子有m-ice, b-us等等。 

b） 拿走一個發音：如果我拿走pink裡的p會得到什麼？答案：ink。其他例子

有f-lap, s-lip, c-rib, d-rag, p-ant, m-end, s-top, b-end, s-t-rip等等。 
 

 
5.  拼寫搗蛋單詞（tricky words）  
學習拼寫搗蛋單詞（tricky words）有幾種不同的方式： 

1. 觀看、掩蓋、默寫和檢查。先觀看這個詞，發現其中困難的部分，讓小朋友嘗
試在空氣中寫出這個單詞並讀出字母。再蓋住單詞，看小朋友是否可以正確默

寫。 
2. 準確朗讀單詞。朗讀單詞時，每個發音都必須聽得見。例如 was 要讀成 wass，
與mass押韻。Monday讀成M-on-day。 

3. 記憶口訣。給每個單詞的字母一種說法，以提示單詞的拼寫。例如，laugh - 
Laugh At Ugly Goat’s Hair 

4. 使用連筆（行書）寫字也能提高拼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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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書  
 
小朋友將大大受益於閱讀這習慣。這個愛好可以開始於家長向他

們朗讀故事書。 

 
當孩子開始學習字母的發音時，他們就可以把發音從單詞裡挑出來。他們應該繼續學

習通過拼合發音得來出的整個單詞。因此，從閱讀簡單詞彙的故事書開始會更容易。

Jolly Readers可以提供這樣的學習旅程。 

 
當小朋友開始可以流暢地閱讀時，最重要的技能就是對文字的理解，以及認識更多的

單詞。要提高這些技能，可以在小朋友剛剛讀完故事後，問他們一些關於這個故事的

問題。 

 

關於Jolly Phonics 
 
Jolly Phonics是由Sue Lloyd和Sara Wernham建立的，她們是英國Lowestoft 

Woods Loke小學的老師。 

 
獨立研究發現，在一年的教學之後，接受 Jolly Phonics教學的小朋友的平均閱讀年
齡比他們的實際年齡領先 12個月。他們的拼寫年齡通常會領先更多。男孩基本上與
女孩的結果一樣好。 
 

Jolly Phonics運用多種感官，成人即使在忙碌的一天之後， 
也可以自信和方便地使用它教導兒童。 

 
Jolly學習公司（Jolly Learning Ltd）是一家獨立的英國出版社， 

成立於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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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  
 
s  用 s的形狀揮手，就像一條蛇，說 ssssss。 
a  在手肘上擺動手指，就像螞蟻在上面爬，說 a, a, a。 
t  從一邊向另一邊轉頭，就像看網球比賽，說 t, t, t。 
i  假裝一隻老鼠，在鼻尖扭動手指，吱吱叫 i, i, i。 
p  假裝吹熄蠟燭，說 p, p, p。 
n  發出噪音，就像在一架飛機上，伸出雙臂說 nnnnnn。 
 
c k  舉起手、折響手指，就像演奏竹板一樣，說 ck, ck, ck。 
e  假裝把雞蛋敲在鍋邊，打開它放進鍋裡，說 eh, eh, eh。 
h  把手放在嘴前，像是喘不過氣深呼吸，說 h,h,h。 
r  假裝一隻咬著抹布的小狗，向兩邊搖頭，說 rrrrrr。 
m  就像見到美食一樣揉肚子， 說 mmmmmm。 
d  把手上下敲動，就像是打鼓一樣，說 d, d, d。 
 
g  用手向下轉動，就像水滑進排水管，說 g, g, g。 
o  假裝開關電燈，說 o,o,o,o。 
u  假裝撐起雨傘，說 u, u, u。 
l  假裝舔著一根棒棒糖,說 llllll。 
f  讓手輕輕放在一起，就像玩具魚放氣一樣，說 ffffff。 
b  假裝用球拍打球，說 b, b, b。 
 
ai  把手形成杯狀貼近耳朵，像聆聽一樣，說 ai, ai, ai。 
j  假裝啫喱在一個盤子上震動，說 j, j, j。 
oa  把手蓋著嘴，好像做錯了事情，說 oh！ 
ie  立正、敬禮，說 ie, ie。 
ee or  把手放在頭上，就像是驢子的耳朵，說 eeyore, eeyore。 
 
z  把手臂攤開，假裝蜜蜂的翅膀, 說 zzzzzz。 
w  吹氣並打開雙手，假裝送出大風，說 wh, wh, wh。 
ng  想像你是舉重運動員，把重物舉過頭頂，說 ng… 
v  假裝握著小巴的方向盤，說 vvvvvv。 
oo（短） oo（長） 頭前後移動，就像大鐘的布穀鳥，說 u, oo。（短的和長的 oo。） 
 
y  假裝用匙羹吃乳酪, 說 y,y,y。 
x  假裝用照相機拍一張 x光片，說 ks, ks, ks。 
ch  在身體兩側移動手臂，就像自己是一列火車，說 ch, ch, ch。 
sh  把食指放在嘴唇上，說 sh, sh, sh。 
th（短） th（長） 假裝是頑皮的小丑，伸出一點舌頭說 th，伸長一點發 th音（this and thumb）。 
 
qu   用雙手做出鴨嘴的形狀，說 qu, qu, qu。 
ou  假裝手指是一根針，扎向拇指，說 ou, ou, ou。 
oi  在口前攏起雙手，向另一艘船喊 oi! ship ahoy! 
ue  指著你身邊的人，說 you, you, you。 
er  像攪拌機一樣轉動雙手，說 er er er。 
ar  張開嘴巴，說 ah。（英式英語） 像海豹一樣拍打雙手，說 ar,ar,ar。（北美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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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 Jolly Phonics套裝是一套用途廣泛的 Jolly Phonics材料，是為家庭使用精
心開發的，特別適合早期進行閱讀和拼寫學習的孩子。套裝有豐富的多感官學習

資源，能讓小朋友在一個有趣和享受的方式

下學習。所有物品都放在一個小朋友能自己

拿起來的鮮豔帆布袋裡。 
 
套裝還包括一份給家長的產品指南，提供了

Jolly Phonics的背景知識，以及在家庭使用
本產品的方法。 
 
套裝包括以下材料： 
 

• Jolly Phonics活動書 1-7冊 
• Jolly Phonics DVD 
• Jolly Phonics遊戲 CD（單用戶） 
• Jolly 歌曲 
• Jolly 故事 
• Jolly Phonics 字母發音海報 
• 免費贈送三角握法的鉛筆（紅色、黃色、藍色、和原
色）以及一個橡皮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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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lly Phonics活動書 1-7冊* 
 
 
 
 
 
 
 
 
 
 
 
 
 
 
 
 
讓您的孩子在 7本充滿樂趣的活動冊裡，跟小黑鼠（Inky Mouse）與她的朋友
一起認識字母的發音。這 7本全彩色 A4書本（附有 2頁貼紙）教授了 42個字
母的發音，每個字母發音都有一個故事和相關動作。 
 
 
 
 
 
 
 
 
 
 
 
 
此外，每本書都包含一系列令人著迷的活動，包括： 
‧填色‧寫字練習‧拼圖‧迷宮‧遊戲‧手工活動‧單詞和圖畫配對‧認字

卡‧單字清單。 
家長只需要提供少量的從旁協助，兒童便可在明確、簡單的說明下做這些有趣

的活動。 
Jolly Phonics活動書運用有趣和享受的方式引導兒童進行早期的閱讀和拼寫學
習，幫助他們建立信心，獲得重要的技能。所有三歲或以上的兒童都適合使用

Jolly Phonics活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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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lly故事* 
快來加入小黑鼠（Inky Mouse）和朋友的歷險，跟著他
們通過 7個故事來學習 42個字母發音。這本繪圖精美
的紙板書有 40個對開頁，每個故事講解一至兩個字母
發音。每個對開頁有一些單詞供閱讀和拼寫，並附有一

個 Jolly Phonics動作。另外，更把目標字母大大的凹凸
地刻出來，讓小朋友可以觸摸得到，從而學習筆順。 
 
 

Jolly Phonics 遊戲光碟*  
快來進入小黑鼠（Inky Mouse）和朋友的互動世界，他們
會幫助小朋友學習閱讀和拼寫。通過20個趣味活動，小朋
友可以鍛煉Jolly Phonics的五種技能。遊戲有不同的難度：
簡單、中等、困難，非常適合3-6歲、處於早期閱讀各階段
的兒童。 

 
Jolly Phonics DVD* 
這張 DVD包括所有字母發音，以及閱讀和拼寫的五種基
本技能。裡面還有給小朋友的五個獎勵活動、給家長看的

一段“使用 Jolly Phonics”電影短片，以及一段對英語字
母發音的說明，非常適合將英語作為外語或第二語言學習

的人仕。 
 
 

手指拼音書1-7*  
適合在觀看DVD後與孩子一起閱讀。每一本都關於一組字
母的發音和動作，把字母凹凸地刻出來，讓兒童用手指比

劃字母的正確寫法，更能幫助他們記住正確的發音。 
 

 
Jolly Phonics字母磁石* 
一箱 106個小寫字母磁石，包括紅色的輔音字母，藍色的
母音字母，以及二合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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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lly Phonics練習冊 1-7* 
這種練習冊既有趣，又能讓小孩子發展他們所學的技能。

這七冊的練習包括簡單字母辨認、連筆寫字以及母音的

不同拼寫。書裡還提供了拼寫困難單詞的技巧，以及發

展語音技能的挑戰題。適合四歲以上的小朋友。 
 
 

Jolly歌曲  
這是一組為 Jolly Phonics的 42個字母發音，而用流行旋
律譜成的歌曲。這些歌曲由兒童演唱，收錄在音樂 CD裡。
它非常適合家庭使用和小組的一對一教學，還含有 42個
字母發音的錄音。 

 
Jolly Phonics 
字母發音海報* 
這是一張展示 42個字母發音及其動作提示的海報。適
用於家庭或與稍為年長的兒童做家庭複習。 
 
 
 
 

小模具  
小模具説明了年幼兒童控制鉛筆和寫字的方法。它

們把紙固定，並由耐用、可清洗的塑膠做成。 
 
Jolly Phonics布偶* 
這些軟綿綿、毛茸茸的布偶讓 Jolly Phonics 角色—
—小黑鼠、蜜蜂和響尾蛇生動起來﹗ 
 
 
 

Jolly Phonics朗讀和觀看*  
這些帶有主題的單詞書，讓兒童在學習字母發音後

練習發出和混合聲音。他們讀出每個單詞後，便可

揭開翻頁觀看該單詞的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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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lly 讀本*  
 
 
 
 

 
 
 
 
 

 
 
 
 

 
 
 

 
 
這是給剛開始閱讀的孩子的趣味故事書。故事書控制詞彙量，讓孩子能夠運用

他們的發音知識來讀單詞。僅有少量必要的“搗蛋單詞”會在每本書的後面展

示出來。讀本有三個系列，小黑鼠和朋友、一般小說和非小說。每個系列裡有 6
本不同的故事書。 
 
Jolly詞典*  
本書能幫助兒童提高閱讀和寫作能力，並成

為獨立的學習者。 裡面 6000多個適合各年
齡的單詞都運用了兒童易於閱讀和理解的解

釋。這本屢獲殊榮的 Jolly詞典插圖精美，大
量使用了 Jolly Phonics的角色來說明例子。 
 
詞典劃分成 4個不同顏
色的部分，以説明孩子們

學習如何使用字典 
每個單詞附有使用二合字

母並標出重音的特色發音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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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資源  
 
 
 
 
 
 
 
 
 
 
這是授課教師需要的一切 Jolly Phonics入門材料。以一個顏色鮮豔的盒子儲存所有物品，既整潔，
又簡易。 

• 發音手冊 
• Jolly Phonics DVD 
• Jolly Phonics牆上裝飾 
• Jolly Phonics語音卡 
• Jolly Phonics單詞書 

• 手指發音巨冊 1-7 
• Jolly Phonics字母發音帶 
• Jolly Phonics替代拼寫海報與字母海報 
• Jolly Phonics搗蛋單詞牆花 

 
發音手冊  
向全班教授Jolly Phonics時的最佳助手。發音
手冊是教學讀、寫和拼音的完整教學資源。 
 
Jolly Phonics單詞書  
按照字母組、開頭和結尾輔音的混合、替代母

音拼寫以及搗蛋單詞而列出來的單詞庫。 
 
Jolly Phonics字母發音帶  
一組分 30條給兒童的帶子，幫助他們記憶發
音的拼寫。字母發音在一邊，替代母音拼寫則

在另一邊。 
 
Jolly樂韻冊和 CD 
一個鞏固字母發音和朗讀技巧的愉快和相互交

流方式。每一頁都提供符合韻律的單詞和字母

發音動作，配以由加拿大兒童演唱的音訊 CD，
所用的都是傳統曲調。 
 
Jolly Phonics搗蛋單詞牆花  
可以讓教師創造一個鮮豔的牆壁展示，向學生

提示他們學過的搗蛋單詞。 
 

Jolly Phonics學生和教師用書  
這些書本提供多種活動，讓孩子發展語言技能。

教師用書同時提供了教師指南。 
 
手指發音巨冊 1-7 
教師可清楚地把字母發音講解給全班。它們的

內容和手指發音書上的一樣。 
 
Jolly Phonics替代拼寫海報與字母海報  
兩張海報的套裝，一面是替代母音的拼寫，另

外一面是原來的字母。 
 
Jolly Phonics卡片  
四套給全班使用的閃卡，包括字母發音、混合

單詞、替代母音拼寫和搗蛋單詞。 
 
Jolly Phonics牆上裝飾  
七條繪圖精美的帶子，可以放在一起或單獨擺

放。 
 
Jolly Phonics搗蛋單詞帽子  
可以配合搗蛋單詞牆花一起使用的毛絨帽子，

包括一包 72個用來黏住單詞的小尼龍搭扣

語法手冊 1和 2 
這些書本在孩子學習 Jolly Phonics兩年後引入語法、拼寫和標點符號。每本書有 36課，還有許多
可複印的遊戲和活動，更包括每類語法的相關動作。 
Jolly語法巨冊 1和 2 
教師可使用它們把新的語法概念向全班授課。 

Jolly Phonics 
入門材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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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了給老師和全班使用的完整教學資源，能夠教授兒童通過學習字母發音、

替代拼寫、搗蛋單詞，和容易理解的圖書來進行閱讀和寫作。所有物品都放在

一個顏色鮮豔的盒子裡，儲存方便又整齊。 
 
盒子裡的材料包括： 
發音手冊 
Jolly Phonics DVD 
Jolly Phonics單詞書 
Jolly Phonics巨冊套裝 1-7冊 
Jolly Phonics字母發音帶 
Jolly Phonics卡片 
Jolly Phonics替代海報和字母海報 
Jolly Phonics搗蛋單詞牆花 
Jolly Phonics牆上裝飾 
Jolly Phonics布偶 
Jolly Phonics搗蛋單詞帽子 
手指發音書套裝 1-7冊 
Jolly Phonics資源 CD 
Jolly樂韻（巨冊和 CD） 
Jolly歌曲（A4書本和 CD） 
閱讀與發現套裝 1（全 12冊） 
閱讀與發現套裝 2（全 12冊） 
Jolly讀物第 1級，（全套 18冊） 
Jolly讀物第 2級，（全套 18冊） 
Jolly讀物第 3級，（全套 18冊） 
Jolly讀物第 4級，（全套 18冊） 
並附有免費的 PowerPoint演示 CD和 30份家長指南 

Jolly Phonics 
教室套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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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要更多資訊 
歡迎瀏覽以下網站 

www.jollylearning.co.u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