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 年度上半年適齡兒童電視節目標章評選結果公佈 

計有 13 家電視台 45 個節目獲得標章認定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新聞稿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通傳會）委託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以

下簡稱媒觀）執行「適齡兒童電視節目標章」評選作業 102 年上半年評選結果今

日(30)公佈，本次評選作業共計有 13 家電視台 45 個節目獲得標章認定，其中獲

得推薦適合各年齡層收看節目分別如下：2-6 歲 9 個節目、7-9 歲 12 個節目、10-12

歲 10 個節目、7-12 歲 14 個節目【詳細結果詳如附件一】，而以上節目亦可獲頒

「適齡兒童電視節目標章」之認定【標章詳如附件二】，並可於節目中揭示。 

 

適齡兒童電視節目標章評選作業由產學各方專家所組成之評審團，依據節

目類型（綜合紀實類、生活教育類、卡通類、戲劇類）進行分類，並依據年齡層

（2-6 歲、7-9 歲、10-12 歲、7-12 歲）進行評選，其目的主要在鼓勵電視業者提

升節目製播品質，同時提供兒童更好的觀看節目環境，而進行本評選作業。 

 

其節目評選對象為在電視頻道播出之國內、外製作節目，由各家電視台主

動報名，報名節目所設定收看年齡層必須皆以 12 歲以下兒童為對象，播出時間

至少已超過一季以上或新製節目者皆為評選對象，而獲得標章認定之節目，通傳

會將會頒予「適齡兒童電視節目標章」可於節目中揭示，同時，媒觀執行「適齡

兒童電視節目標章計劃宣傳案」時，將會一併進行宣傳。 

 

「適齡兒童電視節目標章」評選作業乃因各界反應適齡兒童電視節目識別

不易，通傳會為鼓勵傳播業者製播適齡兒童節目並鼓勵親子共視，故委託媒觀執

行，評選時間與方式為每半年一次，由專家學者、基層教師、家長與 NGO 組織

工作者等四大領域共同參與評選作業，評選出適合 12 歲以下兒童觀賞之適齡兒

童電視節目，並給予「適齡兒童電視節目標章」。在評選結果報告書完成後，媒

觀製作「適齡兒童電視節目標章」節目單，供民眾免費索取，作為父母、兒童選

擇收視之參考。本標章評選之詳細資料請見活動網站：

http://tw.events.uschoolnet.com/2013_mediawatch/index.html 



 
 

【附件一】 

102 年度上半年適齡兒童電視節目標章評選作業結果 

播出頻道名稱 節目名稱 適齡層 播出頻道名稱 節目名稱 適齡層 

MOMO 親子台 哈婆婆故事屋 2-6 歲 客家電視台 ㄤ牯ㄤ牯咕咕咕 2-6 歲 

GOOD TV 聰明紙片豬 2-6 歲 GOOD TV 蛋頭一家親 2-6 歲 

YOYO TV 可愛巧虎島 第九季 2-6 歲 YOYO TV YOYO 點點名 2-6 歲 

YOYO TV YOYO BABY 第三季 2-6 歲 YOYO TV 花園寶寶 第四季 2-6 歲 

YOYO TV DIEGO 第四季 2-6 歲    

 

播出頻道名稱 節目名稱 適齡層 播出頻道名稱 節目名稱 適齡層 

靖天卡通台 嗶波奇奇！ 7-9 歲 MY-KIDS TV 忍者亂太郎 7-9 歲 

MOMO 親子台 寶貝星樂園 第二季 7-9 歲 大愛二台 飛天仙子故事屋 7-9 歲 

GOOD TV 企鵝特攻隊 7-9 歲 GOOD TV 熱氣球飛行日記 7-9 歲 

GOOD TV 奇雞冒險王 7-9 歲 GOOD TV 天使寶寶 7-9 歲 

GOOD TV 昆蟲也瘋狂 7-9 歲 GOOD TV 烤箱讀書會 7-9 歲 

YOYO TV POPA 第二季 7-9 歲 YOYO TV DORA 第六季 7-9 歲 

 

播出頻道名稱 節目名稱 適齡層 播出頻道名稱 節目名稱 適齡層 

新唐人電視台 悠遊字在 10-12 歲 
壹電視綜合台 

(MOD49 頻道) 
猜對字了沒 10-12 歲 

中華電視公司 宇宙兄弟 10-12 歲 台灣電視台 百萬小學堂 10-12 歲 

世界電視台 TV 課輔班 10-12 歲 客家電視台 搞就一條線 10-12 歲 

MOMO 親子台 鹹蛋寺 10-12 歲 大愛一台 呼叫妙博士 10-12 歲 

YOYO TV 
神奇寶貝超級願望 

第二季 
10-12 歲 YOYO TV 小王子 10-12 歲 

 

播出頻道名稱 節目名稱 適齡層 播出頻道名稱 節目名稱 適齡層 

寰宇新聞二台 寰宇兒童週報 7-12 歲 客家電視台 奧林 P 客 7-12 歲 

MOMO 親子台 
幸福加加油 

第二季 
7-12 歲 MOMO 親子台 

MOMO 小玩家第二

季 
7-12 歲 

大愛一台 唐朝小栗子 7-12 歲 大愛一台 地球的孩子 7-12 歲 

大愛一台 小主播看天下 7-12 歲 
大愛一台 

大愛二台 
當我們童在一起 7-12 歲 

GOOD TV 好東西製造工廠 7-12 歲 GOOD TV 真理小先鋒 7-12 歲 

YOYO TV 料理甜甜圈 7-12 歲 YOYO TV i 運動 7-12 歲 

YOYO TV 功夫熊貓 第二季 7-12 歲 YOYO TV 藍色小精靈 7-12 歲 

 



 
 

102 年度上半年適齡兒童電視節目標章評選作業推薦理由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推薦理由 

新唐人 

電視台 
悠遊字在 10-12 歲 

以卡通動畫的表現形式教兒童認識中文字，文字結構陳述清楚，

唯運用文言文字及成語，適宜 10-12 歲理解觀賞。 

撥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推薦理由 

靖天 

卡通台 
嗶波奇奇！ 7-9 歲 

節目內容多樣，涵蓋自然、人文、道理、技能等面向，能提供兒

童跨文化的觀點，主體與表現形式適 7-9 歲兒童觀賞。 

撥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推薦理由 

寰宇 

新聞二台 
寰宇兒童週報 7-12 歲 

主題為與兒童有關的新聞，具兒童視野，內容多元且適合兒童觀

賞，可拓廣兒童視野，適合 7-12 歲學童觀賞。 

撥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推薦理由 

壹電視 

綜合台 

(MOD49

頻道) 

猜對字了沒 10-12 歲 

以中文學習為主題，以競賽形式呈現，透過各種遊戲方式讓孩子

增加對文字的認識，知識性與娛樂性兼具難易度適合 10-12 歲學童

觀賞。 

撥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推薦理由 

中華電視

公司 
宇宙兄弟 10-12 歲 

以宇宙探險為主題的動畫，故事內容，描述對象為高中生，主題

鮮明，故事完整，對即將進入青少年的兒童具激勵夢想的作用，

適合 10-12 歲學童觀賞。 

撥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推薦理由 

台灣 

電視台 
百萬小學堂 10-12 歲 

節目內容結合國小教材、時事以及日常生活知識，形式以綜藝娛

樂的競賽方式呈現，唯知識性內容具有一定難度，適合 10-12 歲學

童觀賞。 

撥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推薦理由 

世界 

電視台 
TV 課輔班 10-12 歲 

節目內容多樣，具有教育意涵，藉戲劇教學傳遞新知，表現自然，

題材內容適合 10-12 歲學童觀賞。 

撥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推薦理由 

MY-KIDS 

TV 
忍者亂太郎 7-9 歲 

以忍者學園為題材，透過學員間的互動，帶出不同的生活議題，

透過故事強調正直、互助、分工等公民道德教育，適合 7-9 歲學童

觀賞。 

 



 
 

102 年度上半年適齡兒童電視節目標章評選作業推薦理由 

 

撥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推薦理由 

客家 

電視台 

ㄤ牯ㄤ牯咕咕

咕 
2-6 歲 

節目內容多元，呈現方式生動活潑，能吸引兒童的注意力，語意

與影像簡單而清楚，適合做為學齡前兒童的鄉土教育及客語學習

教材，適合 2-6 歲兒童觀賞。 

客家 

電視台 
搞就一條線 10-12 歲 

節目內容以青少年觀點，深入自然環境及人文風情探尋，內容素

材及用語均適合稍具客語程度的學童，適合 10-12 歲兒童觀賞。 

客家 

電視台 
奧林 P 客 7-12 歲 

節目以主題性形式呈現，不同主題能呈現多元的內容，達到快樂

學客語的目標，以競賽方式呈現能增加互動趣味及兒童興趣，適

合 7-12 歲學童觀賞。 

撥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推薦理由 

MOMO 

親子台 

寶貝星樂園 

第二季 
7-9 歲 

節目提供一個讓孩子表現才藝的平台，讓孩童能在歌舞表演中獲

得趣味立意良好，主題性活動語競賽方式能吸引孩童注意力，適

合 7-9 歲學童觀賞。 

MOMO 

親子台 

幸福加加油 

第二季 
7-12 歲 

節目介紹台灣各校園角落的溫馨故事，具啟發及勵志作用，以採

訪報導形式呈現，且內容主體以學齡孩童為主，較易與學齡兒童

產生共鳴，適合 7-12 歲學童觀賞。 

MOMO 

親子台 

MOMO 小玩家

第二季 
7-12 歲 

節目介紹各地旅遊景點及資訊，能拓展兒童視野，內容能引起學

童興趣，並在其中學得知識，旁白文字較具專業性，適合 7-12 歲

學童觀賞。 

MOMO 

親子台 
哈婆婆故事屋 2-6 歲 

節目講述品德及哲理等具啟發性的小故事，以布偶戲劇形式表現

活潑生動，語言淺顯易懂且非教條性講述，有助引起孩童興趣，

適合 2-6 歲兒童觀賞。 

MOMO 

親子台 
鹹蛋寺 10-12 歲 

以學武為主題的卡通節目，內容不乏習武過程的趣事能帶給兒童

歡樂，但具武鬥的場面較適宜具有判斷能力之學童觀賞，適合 10-12

歲學童觀賞。 

 



 
 

102 年度上半年適齡兒童電視節目標章評選作業推薦理由 

 

撥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推薦理由 

大愛一台 唐朝小栗子 7-12 歲 

以故事方式呈現生活周遭的人際互動的應對道理，內容發人省

思、畫面乾淨柔和，節目中使用的對話用詞，較適合 7-12 歲學童

觀賞。 

大愛一台 地球的孩子 7-12 歲 

節目介紹各地兒童的人生故事，讓孩童看到不同生活背景的孩子

努力奮鬥的情況，能讓身處幸福孩童反思珍惜幸福，激發身處困

境孩童奮發，具多元文化與社會關懷意涵，適合 7-12 歲學童觀賞。 

大愛一台 呼叫妙博士 10-12 歲 

節目透過對話互動、戲劇以及實作，教導生活常識，高品質的環

境科學教育內容，表現自然生動，唯知識性較高，適合 10-12 歲學

童觀賞。 

大愛一台 小主播看天下 7-12 歲 

節目形式為兒童播報的新聞專題節目，透過兒童的視野，介紹世

界新奇有趣的新聞，立意頗佳，內容涵蓋環保、科技、人文藝術，

適宜 7-12 歲學童觀看。 

大愛一台 

大愛二台 

當我們童在一

起 
7-12 歲 

節目以兒童生活會遭遇的事件為主題，以類戲劇形式呈現，透過

談話讓兒童、家長及專家表達各自的意見，從中讓孩童學習到面

對問題時處理情緒的方式，適合 7-12 歲學童觀賞。 

大愛二台 
飛天仙子故事

屋 
7-9 歲 

節目以角色扮演方式帶入故事的主題，透過短劇的互動與對話讓

兒童可以感受角色的想法並反思，故事內容具正面的示範效果，

遊戲的設計與影像的符號呈現適合較低年齡層學童，適合 7-9 歲學

童觀賞。 

 



 
 

102 年度上半年適齡兒童電視節目標章評選作業推薦理由 

 

撥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推薦理由 

GOOD TV 企鵝特攻隊 7-9 歲 

節目題材新穎，以外太空來的企鵝特攻隊解決困難為主題，可以

吸引兒童的興趣，生活教育與虛擬卡通結合，並帶入宗教性教材

的詮釋與啟發，適合 7-9 歲學童觀賞。 

GOOD TV 
好東西製造工

廠 
7-12 歲 

節目以有趣的主角對白，帶領兒童了解各種事物如何被製作的過

程，並把工作場景如實呈現在孩子面前，內容深入淺出，短時間

就能讓孩童理解，適合 7-12 歲學童觀賞。 

GOOD TV 
熱氣球飛行日

記 
7-9 歲 

透過乘坐熱氣球的過程，深入了解各種生態活動，呼應學齡兒童

自然課程之教學，故事簡單易懂，軸線清楚，節目節奏與表現方

式，適合 7-9 歲學童觀賞。 

GOOD TV 真理小先鋒 7-12 歲 
透過動畫闡述耶穌的故事，內容適合對聖經故事有興趣的學齡兒

童，由於為歷史題材且台詞用字較為艱難，適合 7-12 歲學童觀賞。 

GOOD TV 蛋頭一家親 2-6 歲 
透過可愛的動畫吸引幼兒的關注，並以簡單易理解的方式以及溫

馨的氣氛，闡述生活與道德教育，適合 2-6 歲兒童觀賞。 

GOOD TV 聰明紙片豬 2-6 歲 

故事顛覆對於豬的刻板印象，以聰明豬為主角，從社區生活出發，

教導孩童愛護環境，友善待人，是孩童優良的品德教育教材，節

目結構簡單，用語淺顯適合 2-6 歲兒童觀賞。 

GOOD TV 奇雞冒險王 7-9 歲 

節目內容以雞的冒險為主軸，並穿插歷史名人及童話角色，童話

故事主角與歷史人物以創意改編頗具新意，能夠吸引孩童興趣，

適合 7-9 歲學童觀賞。 

GOOD TV 天使寶寶 7-9 歲 
運用可愛的動畫及歌曲呈現宗教的教義及故事，提供多元世界觀

思維以及品格教育，節目表現形式色彩豐富，適合 7-9 歲學童觀賞。 

GOOD TV 昆蟲也瘋狂 7-9 歲 

節目以動畫方式呈現，以趣味娛樂方式及精彩的劇情，昆蟲角色

具有多樣性格，充滿想像力以及創造力，讓孩童能以不同的觀點

認識自然世界，適合 7-9 歲學童觀賞。 

GOOD TV 烤箱讀書會 7-9 歲 
結合繪本故事與點心教學，節目內容兼具烹飪教學與品德教育，

讓孩童在愉悅的氣氛下多元學習，適合 7-9 歲學童觀賞。 

 



 
 

102 年度上半年適齡兒童電視節目標章評選作業推薦理由 

 

撥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推薦理由 

YOYO TV YOYO 點點名 2-6 歲 

節目運用律動音樂帶領兒童唱跳，透過簡單輕鬆的歌舞教唱及認

知遊戲，能吸引學齡前孩童注意力，並開發孩童手腦協調能力，

適合 2-6 歲兒童觀賞。 

YOYO TV 料理甜甜圈 7-12 歲 

透過簡易食材料理的製作過程，讓兒童從中產生興趣以及成就

感，節目步調輕鬆愉悅，透過實際操作能探索孩童能力興趣，適

合 7-12 歲學童觀賞。 

YOYO TV i 運動 7-12 歲 
以運動優異的學校校隊為報導性的內容，介紹運動員辛苦練習，

克服挫折的過程，具良性示範作用，適合 7-12 學童觀賞。 

YOYO TV 
可愛巧虎島 

第九季 
2-6 歲 

透過可愛的玩偶角色，帶出生活中人際互動以及日常生活的知

識，角色正向多元，教導如何透過合作解決問題，適合 2-6 歲兒童

觀賞。 

YOYO TV 
POPA 

第二季 
7-9 歲 

透過 POPA 家族的故事，帶出兒童在現實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問題，

故事內容簡單易懂，適合 7-9 歲學童觀賞。 

YOYO TV 
花園寶寶 

第四季 
2-6 歲 

節目表現形式運用重複字語、節奏緩慢透過實景動畫以及簡單的

旁白，概念清楚易懂，節目內容與形式皆適合 2-6 歲兒童觀賞。 

YOYO TV 
YOYO BABY 

第三季 
2-6 歲 

節目內容具有生態、音樂、生活等多元內容，透過優美的音樂，

緩慢的節奏，敘述簡單而直接的故事，拓展孩童的視野，適合 2-6

歲兒童觀賞。 

YOYO TV DIEGO 第四季 2-6 歲 
透過森林動物救援的卡通劇情，讓孩童認識不同的動物，故事內

容活潑，雙語互動教學適合孩童語言學習，適合 2-6 歲兒童觀賞。 

YOYO TV DORA 第六季 7-9 歲 
好心女孩 Dora 的探險，故事具有多元世界觀，在冒險的過程中教

導孩童英語單字，生活情境式學習效果頗佳，適合 7-9 歲學童觀賞。 

YOYO TV 

神奇寶貝超級

願望 

第二季 

10-12 歲 

節目充滿幻想以及創意，在冒險過程展現鬥志、合作、助人等正

向力量，角色設計多樣精緻，能引起孩童興趣，適合 10-12 歲學童

觀賞。 

YOYO TV 
功夫熊貓 

第二季 
7-12 歲 

故事以可愛熊貓為主角，以冒險及面臨挑戰過程所發展的友誼為

主題，故事情節充滿探險歷程，具武鬥場面，適合 7-12 歲具有判

斷能力之學童觀賞。 

YOYO TV 藍色小精靈 7-12 歲 

劇情主要以小精靈之間的互動以及合作為主，孩童能從中學習到

人際互動的方式，以及合作面對困難的重要，適合 7-12 歲學童觀

賞。 

YOYO TV 小王子 10-12 歲 

著名文學改編卡通，透過小王子的冒險故事，帶入具哲理的故事，

想像力豐富，深具啟發性，唯需具一定程度思考能力理解，適合

10-12 歲學童觀賞。 



 
 

【附件二】 

102 年度上半年適齡兒童電視節目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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