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 年度「適齡兒童電視節目標章」徵文活動辦法 

一、 徵文主題： 

小朋友們知道「適齡兒童電視節目標章」嗎？你們平常有看過哪些兒童電

視節目想推薦給其他小朋友的嗎？你們覺得平常看的兒童電視節目是適合

自己在家裡看的，還是要爸爸媽媽一起陪你們看？現在只要將觀賞獲得適

齡標章之兒童電視節目的心得寫下來，經獲選的文章除了公佈於適齡兒童

電視節目標章官方網站，另外也將贈送你們圖書禮券喔！歡迎所有愛看電

視的小朋友透過文字分享心中的小故事！ 

二、 主辦單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三、 參加對象： 

（一） 全國各縣市國小學生（需附上真實姓名、所屬學校年級、聯絡電話、

地址及電子郵件信箱）。 

（二） 以中文白話撰寫成一篇心得或分享文章，字數約 300～500 字（包含標

點符號） 

（三） 投稿方式： 

1、 郵寄投稿：至活動網站下載報名表（如附件）郵寄至 11674 台北

市文山區羅斯福路 6 段 134 號 3 樓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信

封請註明「適齡兒童電視節目標章徵文活動」。 

2、 網 路 投 稿 ： 至 活 動 網 站 下 載 報 名 表 以 E-mail 寄 送 到

twmediawatch@gmail.com，標題請註明「適齡兒童電視節目標章

徵文活動」。 

（四） 徵稿期間： 

即日起至 105 年 11 月 11 日截止分二次截稿，第一次截稿日期為 7 月

08 日，第二次截稿日期為 11 月 11 日，郵寄投稿以郵戳為憑。 

 



四、 評審方式：將由「適齡兒童電視節目標章」評審團分為初審、複審兩階段進

行。 

五、 公佈名單：將配合本會活動公佈得獎名單及頒發獎狀，得獎名單也將公告於

活動專屬網站(http://www.mediawatch.me)，未得獎者恕不另行通知。 

六、 活動好禮：所有投稿內容經發表後均可獲得新臺幣壹仟元圖書禮券。 

七、 活動網站：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http://mediawatch.org.tw/)、「適

齡兒童電視節目標章評選」粉絲團(https://www.facebook.com/bestch 

ildtv)、「適齡兒童電視節目標章評選」專屬網站

(http://www.mediawatch.me)。 

八、 配合事項： 

（一） 應徵作品如有以下情事之一者，一經察覺，即取消獲獎資格，且追回

所頒獎金、獎狀並公佈投稿人姓名。（1）作品曾以任何形式發表、出版

或得獎者。（2）作品係抄襲他人或有侵害他人著作權者。（3）經人檢舉

或告發參賽作品非為投稿人所創作者。（4）不符投稿資格者。 

（二） 應徵作品，恕不退件，請參加者自存底稿。 

（三） 作品著作財產權歸屬作者，惟指導或主辦單位擁有為推廣活動及基於

教育目的進行之重製、下載、公開展示及刊載之權利，無須另外致酬。 

（四） 備註：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補充。若對於活動內容有任

何問題可 e-mail 到 twmediawatch@gmail.com，或是電話（02）8663-

3062 洽詢。 
 

 
 
 

主辦單位：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0052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 1 段 50號 
電話：02-3343-2661 
傳真：02-3343-2642 
網址：http://www.ncc.gov.tw/ 

 

 

 

承辦單位： 
財團法人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11674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六段 134號 3樓 
電話：02-8663-3062 
傳真：02-8663-2663 
網址：http://mediawatch.org.tw/ 
E-mail：twmediawatch@gmail.com 

 

http://www.mediawatch.me/


附件二：105年度「適齡兒童電視節目標章」徵文活動報名表 
 

姓名  連絡電話  

就讀學校  年級別 （     ）年級 

通訊地址  

E-mail 
（無電子郵件信箱者免填） 

題目： 

文章內容： 

 

 

 

 

 

 

 

 

 

 

 

 



附件二：104年度「適齡兒童電視節目標章」評選結果 

104 年度下半年適齡兒童電視節目評選結果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GOOD TV 艾拉出奇招 2-6 歲 東森幼幼台 YOYO 點點名 2-6 歲 

MOMO 親子台 MOMO 玩玩樂 第六季 2-6 歲 東森幼幼台 123 玩數學 2-6 歲 

MOMO 親子台 一起玩摺紙 2-6 歲 東森幼幼台 加油!露露洛洛 2-6 歲 

MOMO 親子台 方塊動物園 2-6 歲 東森幼幼台 可愛巧虎島 2-6 歲 

MOMO 親子台 哈婆婆故事屋 第二季 2-6 歲 東森幼幼台 米飛兔 2-6 歲 

MOMO 親子台 逗逗迪迪之 酷比偵探 2-6 歲 東森幼幼台 汪汪隊立大功 2-6 歲 

MOMO 親子台 寶貝生活日記 第二季 2-6 歲 東森幼幼台 快樂維布魯 2-6 歲 

MY-KIDS TV 凱特與米米兔 2-6 歲 東森幼幼台 奈奈與小希 2-6 歲 

大愛電視台 飛天妙妙屋 2-6 歲 東森幼幼台 恰恰特快車 2-6 歲 

公共電視台 水果冰淇淋 2-6 歲 東森幼幼台 粉紅豬小妹 2-6 歲 

公共電視台 阿奇幼幼園 2-6 歲 東森幼幼台 棉花小兔 2-6 歲 

公共電視台 莎拉與乖乖鴨 第二季 2-6 歲 客家電視台 ㄤ牯ㄤ牯咕咕咕 2-6 歲 

世界電視台 弟子規 Let＇s go 2-6 歲 客家電視台 猜猜我有多愛你 2-6 歲 

東森幼幼台 DIEGO 2-6 歲 龍華動畫台 彩色蠟筆園 2-6 歲 

東森幼幼台 DORA 2-6 歲 龍華動畫台 雲朵麵包 2-6 歲 

東森幼幼台 POLI 波力 2-6 歲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GOOD TV 亞瑟小子 7-9 歲 台灣電視台 九藏喵的王國 7-9 歲 

MY-KIDS TV 忍者亂太郎 7-9 歲 東森幼幼台 SUPER WHY 7-9 歲 

公共電視台 百變小露露 7-9 歲 東森幼幼台 彩虹小馬 7-9 歲 

公共電視台 佩佩與小貓 2 7-9 歲 客家電視台 好奇的凱米 7-9 歲 

公共電視台 瑪莎與熊 7-9 歲 龍華動畫台 泡泡小廚 7-9 歲 

民視無線台 快樂故事屋 7-9 歲  

 



104 年度下半年適齡兒童電視節目評選結果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MOMO 親子台 
喜羊羊與灰太郎之 

媽媽樂瘋狂 
10-12 歲 年代 Much 台 荳荳快樂學堂 II 10-12 歲 

MOMO 親子台 
喜羊羊與灰太郎之 

衣櫥大冒險 
10-12 歲 台灣電視台 尋找台灣感動力 10-12 歲 

大愛電視台 呼叫妙博士 10-12 歲 台灣電視台 鑽石王牌 10-12 歲 

中視綜合台 超級法律王 10-12 歲 東森幼幼台 機器戰士 TOBOT 10-12 歲 

中華電視台 小廚當家 10-12 歲 東森幼幼台 變形金剛 救援金剛隊 10-12 歲 

中華電視台 新名偵探柯南 10-12 歲 東森幼幼台 LINE TOWN 麻吉樂園 10-12 歲 

中華電視台 飆速宅男 10-12 歲 東森幼幼台 我們這一家 10-12 歲 

少年探索頻道 

Discovery Kids 
安妮的機器人實驗室 10-12 歲 客家電視台 跟著達人追夢趣 10-12 歲 

少年探索頻道 

Discovery Kids 
金氏紀錄嚇一跳 10-12 歲 客家電視台 尋根 10-12 歲 

少年探索頻道 

Discovery Kids 
廚房炒翻天 10-12 歲 靖天卡通台 金的冒險(雙語) 10-12 歲 

公共電視台 流言追追追 10-12 歲 
靖洋卡通台 

Nice Bingo 
機甲戰龍(雙語) 10-12 歲 

民視無線台 快樂來運動 10-12 歲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GOOD TV 超級妙妙書 7-12 歲 公共電視台 老師，您哪位? 7-12 歲 

GOOD TV 烤箱讀書會 7-12 歲 公共電視台 成語賽恩思 7-12 歲 

MOMO 親子台 小小音樂家 7-12 歲 東森幼幼台 YOYO 嘻遊記 7-12 歲 

MOMO 親子台 櫻桃小丸子 7-12 歲 東森幼幼台 i 運動 7-12 歲 

MOMO 親子台 神奇寶貝 XY 7-12 歲 東森幼幼台 好好玩自然 7-12 歲 

人間衛視台 布袋小和尚 7-12 歲 東森幼幼台 料理甜甜圈 7-12 歲 

大愛電視台 小主播看天下 7-12 歲 東森幼幼台 超級總動員 7-12 歲 

大愛電視台 地球的孩子 7-12 歲 客家電視台 小 O 事件簿 7-12 歲 

大愛電視台 當我們童在一起 7-12 歲 客家電視台 小客人來做廚 7-12 歲 

少年探索頻道 

Discovery Kids 
荒野雙鏢客 7-12 歲 客家電視台 奧林 P 客 7-12 歲 

中視綜合台 
KUSO、 

Fun！Fun！F un！ 
7-12 歲 新唐人亞太台 天庭小子小乾坤 7-12 歲 

中華電視台 新哆啦 A 夢 7-12 歲 緯來精采台 自然不自然 7-12 歲 

公共電視台 下課花路米 7-12 歲  

  



104年度上半年兒童電視節目標章評選結果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DisneyChannel 小公主蘇菲亞 2-6歲 公共電視 咕咕鐘小人國第二季 2-6歲 

DisneyChannel 小醫師大玩偶 2-6歲 公共電視 波奇這一家 2-6歲 

DisneyChannel 亨利小怪獸 2-6歲 公共電視 星球寶寶 2-6歲 

GOODTV 艾拉出奇招 2-6歲 公共電視 佩佩與小貓 2-6歲 

GOODTV 玩具咖啡屋 2-6歲 東森幼幼台 DIEGO 2-6歲 

MOMO親子台 MOMO歡樂谷 第九季 2-6歲 東森幼幼台 DORA 2-6歲 

MOMO親子台 Hello Kitty童話世界 2-6歲 東森幼幼台 POLI波力 2-6歲 

MOMO親子台 Hello Kitty童話樂園 2-6歲 東森幼幼台 YOYO點點名 2-6歲 

MOMO親子台 Hello Kitty歷險記 2-6歲 東森幼幼台 123玩數學 2-6歲 

MOMO親子台 小小消防隊 2-6歲 東森幼幼台 大耳查布 2-6歲 

MOMO親子台 方塊動物園 2-6歲 東森幼幼台 可愛巧虎島 2-6歲 

MOMO親子台 新麵包超人 2-6歲 東森幼幼台 汪汪隊立大功 2-6歲 

MOMO親子台 湯瑪士火車 2-6歲 東森幼幼台 粉紅豬小妹 2-6歲 

MOMO親子台 寶貝生活日記 2-6歲 東森幼幼台 棉花小兔 2-6歲 

Nice Bingo 歡樂小鎮雙語版 2-6歲 客家電視台 ㄤ牯ㄤ牯咕咕咕 2-6歲 

大愛電視台 飛天妙妙屋 2-6歲 龍華動畫台 逗逗迪迪愛探險 2-6歲 

公共電視 水果冰淇淋 2-6歲 龍華動畫台 逗逗迪迪之漢字小偵探 2-6歲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少年探索頻道 

Discovery Kids 
森林王子的冒險 7-9歲 Nice Bingo 獅子王辛巴中文版 7-9歲 

DisneyChannel 七寶 7-9歲 Nice Bingo 寵物寶貝中文版 7-9歲 

DisneyChannel 傑克與夢幻島海盜 7-9歲 公共電視 百變小露露 7-9歲 

GOODTV 亞瑟小子 7-9歲 民視無線台 快樂故事屋 7-9歲 

MY-KIDS TV 忍者亂太郎 7-9歲 東森幼幼台 SUPER WHY 7-9歲 

Nice Bingo 小蟻總動員 7-9歲  

 



104 年度上半年兒童電視節目標章評選結果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少年探索頻道 

Discovery Kids 
琪卡與巴布 10-12歲 台灣電視台 我們這一家 10-12歲 

DisneyChannel Penn Zero:太空英雄 10-12歲 台灣電視台 尋找台灣感動力 10-12歲 

GOODTV 瑪婷這一班 10-12歲 台灣電視台 數碼寶貝大匯戰 10-12歲 

Nice Bingo 海龜小英雄雙語版 10-12歲 台灣電視台 鑽石王牌 10-12歲 

Nice Bingo 黑海盜傳奇中文版 10-12歲 客家電視台 仁心俠旅 10-12歲 

Nice Bingo 魔鬼與海盜1 雙語版 10-12歲 客家電視台 跟著達人追夢趣 10-12歲 

udn新聞台 Idea新鮮試 10-12歲 東森幼幼台 LINE TOWN 麻吉樂園 10-12歲 

大愛電視台 呼叫妙博士 10-12歲 東森幼幼台 我們這一家 10-12歲 

大愛二台 生活裡的科學 10-12歲 東森幼幼台 怪獸大戰外星人 10-12歲 

公共電視 流言追追追 10-12歲 東森幼幼台 機器戰士TOBOT 10-12歲 

中視綜合台 超級法律王 10-12歲 東森幼幼台 變形金剛 領袖的挑戰 10-12歲 

中華電視台 排球少年 10-12歲 靖天卡通台 金童贏家 中文版 10-12歲 

中華電視台 新名偵探柯南 10-12歲 靖天卡通台 尼姆波斯 中文版 10-12歲 

中華電視台 飆速宅男 10-12歲 靖天卡通台 神鬼戰士-帝國之子 中文版 10-12歲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少年探索頻道 

Discovery Kids 
自然變變變 7-12歲 中華電視台 阿爾卑斯少女 小天使 7-12歲 

少年探索頻道 

Discovery Kids 
恐龍小子 7-12歲 世界電視台 TV課輔班 7-12歲 

少年探索頻道 

Discovery Kids 
歷史追追追 7-12歲 民視無線台 快樂孩子王 7-12歲 

GOODTV 烤箱讀書會 7-12歲 客家電視台 小O事件簿 7-12歲 

MOMO親子台 小小音樂家 7-12歲 客家電視台 奧林P客 7-12歲 

MOMO親子台 動物大明星第二季 7-12歲 東森幼幼台 YOYO嘻遊記 7-12歲 

MOMO親子台 魔法小學堂第二季 7-12歲 東森幼幼台 i運動 7-12歲 

大愛電視台 小主播看天下 7-12歲 東森幼幼台 神奇寶貝XY 7-12歲 

大愛電視台 地球的孩子 7-12歲 東森幼幼台 超級總動員 7-12歲 

大愛電視台 唐朝小栗子 7-12歲 東森幼幼台 料理甜甜圈 7-12歲 

大愛二台 當我們童在一起 7-12歲 東森幼幼台 櫻桃小丸子 7-12歲 

公共電視 下課花路米 7-12歲 靖天卡通台 
風中奇緣:印第安公主 

中文版 
7-12歲 

公共電視 少年ㄟ哩來~ 7-12歲 
寰宇新聞二台 

MOD52頻道 
寰宇兒童週報 7-12歲 

中視綜合台 KUSO、Fun! Fun! Fun! 7-12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