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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節目分齡看 適齡收視好心安 

適齡兒童電視節目 105年度下半年評選結果公布記者會 

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簡稱通傳會）委託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簡稱媒觀)

辦理「適齡兒童電視節目評選」活動，於 12月 03日上午 10時在國立台灣科學教育

館舉辦 105年度下半年評選結果公布記者會，共計有 19家電視台，總計 78個兒童節

目獲得適齡標章認證。 

    記者會由大愛電視台「生活裡的科學」節目主持人王伯源與「小主播看天下」節

目小主播花湧惠主持，為使活動更加生動有趣，引起兒童共鳴，凸顯標章保護兒童收

視權益的意涵，也邀請在兒童界中人氣紅不讓的麻吉貓擔任表演者，吸引兒童對於適

齡標章的興趣與注意，進而認識標章、使用標章收視節目，使標章發揮最大效果。 

    不可否認「看電視」已是現代兒童的主要休閒活動之一，對於心智發展未臻成熟

的兒童，收視的節目內容是否適齡適性，是家長及關心兒少收視權之各界關切的重要

課題。今年度慕尼黑兒少影展主席瑪雅博士更大聲疾呼：一個國家對兒少節目重視與

否，即是該國國力的展現，因此通傳會積極推動建構兒童安全與優質的收視環境，並

與媒觀攜手辦理「適齡兒童電視節目評選」活動，針對兒童節目進行較細緻的分齡處

理，藉此協助兒童選擇適合其年齡層的電視節目，透過政府與民間公私協力合作，讓

兒童的收視權益得到更高的保障。 

    適齡兒童電視節目的分齡制度，將兒童節目以適宜收視年齡區分四個區塊，分別

為 2-6歲、7-9歲、10-12歲、7-12歲，透過媒觀邀請產業、學界、教師、家長與

NGO團體等擔任評審委員，每一年度針對電視台播出國內、外製作之兒童節目進行

上、下半年 2次評選，並給予適合該年齡之兒童節目適齡標章認證，同時作為親子選

擇收視兒童節目之參考。 

    經過長期的努力「適齡兒童電視節目評選」活動已獲得各界的認同，105年度下

半年共有 19家電視台，總計 78個兒童節目獲得適齡標章認證，各年齡層節目情形如

下：2-6歲計有 22個節目、7-9歲計有 10個節目、10-12歲計有 22個節目、7-12歲

計有 24個節目（詳細結果如附件一），通傳會與媒觀呼籲各電視台兒童節目製播團

隊，積極參與並支持適齡標章評選，爭取標章認證之榮耀，一同守護國家未來的主人

翁。 

   媒觀期盼有更多的親子了解適齡標章並實際收看適齡節目，以行動支持優質的適

齡電視節目，提高「適齡兒童電視節目標章」（標章如附件二）能見度，通傳會與媒

觀亦將持續努力，並與電視台一同承擔社會責任、相互扶持，藉由產官學各界力量的

結合，為兒童健康成長盡最大的心力，促使兒童有更好、更安全的收視環境。適齡標

章評選之詳細資料請見附件與活動網站：媒觀網站 http://www.mediawatch.org.tw/、適齡

兒童電視節目標章網站 http://www.mediawatch.me/。 

          新聞聯絡人: 媒觀陳亭妘小姐  連絡電話:02-8663-3062、0921-965-737  

http://www.mediawatch.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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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105度下半年適齡兒童電視節目評選結果與適齡理由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GOOD  TV 丹尼小虎的快樂園地 2-6歲 公共電視台 水果冰淇淋 2-6歲 

GOOD  TV 蔬果大閱兵 2-6歲 公共電視台 氣球小子 2-6歲 

MOMO 親子台 MOMO玩玩樂 第七季 2-6歲 世界電視台 弟子規 Let's go 2-6歲 

MOMO 親子台 MOMO歡樂谷 第十季 2-6歲 東森幼幼台 YOYO點點名 2-6歲 

MOMO 親子台 小手 Wu La La 2-6歲 東森幼幼台 PORORO 2-6歲 

MOMO 親子台 湯瑪士小火車 2-6歲 東森幼幼台 RAINBOW RUBY 2-6歲 

MOMO 親子台 新麵包超人 2-6歲 東森幼幼台 小巴士 TAYO 2-6歲 

MY-KIDS TV 小樹俠湯姆 2-6歲 東森幼幼台 可愛巧虎島 2-6歲 

MY-KIDS TV 迷迷羊的大冒險 2-6歲 東森幼幼台 汪汪隊立大功 2-6歲 

Nick Jr 

小尼克兒童台 

Dora & Friends 

Dora與朋友們之城市

札記 

2-6歲 東森幼幼台 粉紅豬小妹 2-6歲 

Nick Jr 

小尼克兒童台 

Paw  Patrol 

汪汪隊立大功 
2-6歲 東森幼幼台 麗莎和卡斯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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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MO 親子台 一起來畫畫 7-9歲 台灣電視台 卡滋幫 第三季 7-9歲 

MOMO 親子台 一起玩摺紙 7-9歲 東森幼幼台 Super Wings 7-9歲 

MY-KIDS TV 忍者亂太郎 7-9歲 東森幼幼台 彩虹小馬 7-9歲 

公共電視台 恐龍方城市 7-9歲 客家電視台 多奇探險隊 2 7-9歲 

民視無線台 快樂故事屋 7-9歲 龍華電視台 九藏喵窩 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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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漫長假 10-12歲 公共電視台 金牌小特務 10-12歲 

Nickelodeon 

Asia 

尼克兒童頻道 

Alvinnn!!! & the 

Chipmunks 

鼠來寶艾文!!! 

10-12歲 公共電視台 新雷鳥神機隊 10-12歲 

Nickelodeon 

Asia 

尼克兒童頻道 

The Loud House 

勞德之家 
10-12歲 民視無線台 快樂來運動 10-12歲 

大愛二台 人文講堂 10-12歲 年代 Much台 荳荳快樂學堂 10-12歲 

大愛電視台 青春愛讀書 10-12歲 台灣電視台 發現科學 10-12歲 

中視綜合台 超級法律王 10-12歲 東森幼幼台 炫風騎士 BIKLONZ 10-12歲 

中華電視台 排球少年 10-12歲 東森幼幼台 哈囉 小梅子 10-12歲 

中華電視台 逆轉裁判 10-12歲 東森幼幼台 戰鬥陀螺爆烈世代 10-12歲 

中華電視台 新名偵探柯南 10-12歲 東森幼幼台 變形金剛領袖的挑戰 10-12歲 

公共電視台 ㄧ字千金 10-12歲 客家電視台 小 O事件簿 10-12歲 

公共電視台 
下課花路米 — 

小學生出任務 
10-12歲 龍華電視台 神魄 10-1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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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GOOD  TV 烤箱讀書會 7-12歲 中華電視台 新哆啦 A夢 7-12歲 

MOMO 親子台 ABC 故事屋 7-12歲 中華電視台 靴子裡的大世界 7-12歲 

MOMO 親子台 神奇寶貝 XY&Z 7-12歲 台灣電視台 小太陽 7-12歲 

MOMO 親子台 櫻桃小丸子 7-12歲 東森幼幼台 YOYO嘻遊記 7-12歲 

MY-KIDS TV 家有阿柴 7-12歲 東森幼幼台 好好玩自然 7-12歲 

人間衛視 中華弟子規 7-12歲 東森幼幼台 超級總動員 7-12歲 

人間衛視 孝孝龍奇幻記 7-12歲 客家電視台 柿子色的街燈 7-12歲 

大愛電視台 小主播看天下 7-12歲 客家電視台 為什麼 7-12歲 

大愛電視台 呼叫妙博士 7-12歲 客家電視台 單車日誌 7-12歲 

大愛電視台 當我們童在一起 7-12歲 客家電視台 奧林 P客 7-12歲 

大愛電視台 唐朝小栗子 7-12歲 客家電視台 雙城記 7-12歲 

中視綜合台 
KUSO、Fun! Fun! 

Fun! 
7-12歲 原視 16頻道  Kivangavangi趣玩玩 7-1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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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下半年適齡兒童電視節目評選適齡理由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適齡理由 

GOOD  TV 丹尼小虎的快樂園地 2-6歲 

以丹尼小虎的生活為題，教導孩童如何克服恐懼、

調適情緒與建立信心，並融入民主精神、數字、大

小等概念，故事情節簡易，適合 2-6歲兒童觀看。 

GOOD  TV 蔬果大閱兵 2-6歲 

透過趣味與誇張的方式描述蔬果的特性，增加兒童

對蔬果的認識與好奇，節目富含創意，情節簡易，

適合 2-6歲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適齡理由 

MOMO 親子台 MOMO玩玩樂 第七季 2-6歲 

藉遊戲的方式，加上律動元素，讓兒童學習數學、

圖形等基本概念。主持人與小朋友的互動需再多加

注意兒童的反應，並做正確回應，節目情節簡易，

適合 2-6歲兒童觀看。 

MOMO 親子台 MOMO歡樂谷 第十季 2-6歲 

透過律動、故事、動畫等方式，引導孩童多元學習，

含：成語、品德等，惟節目內容編排深度應符合幼

兒學習程度設計，並邀請專業人員協助，適合 2-6

歲兒童觀看。 

MOMO 親子台 小手 Wu La La 2-6歲 

透過手指謠、手偶等方式，教導兒童動動手，手眼

協調等，適合學齡前幼兒的發展、學習，適合 2-6

歲兒童觀看。 

MOMO 親子台 湯瑪士小火車 2-6歲 

透過湯瑪士小火車與同伴的工作為題，強調團隊互

助的力量，並了解友情與勇氣的重要，節目情節簡

易，適合 2-6 歲兒童觀看。 

MOMO 親子台 新麵包超人 2-6歲 

透過麵包超人的正義與勇敢，以及角色間的單純與

樸素，教導兒童了解友誼的重要，對幼兒有啟迪的

作用，節目情節簡易，適合 2-6歲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適齡理由 

MY-KIDS TV 小樹俠湯姆 2-6歲 

透過小樹俠湯姆在魔法世界解決各種問題，透過魔

法、律動、探險等情節設計，吸引幼童興趣，引導

兒童分辨善惡，此節目有物理治療之背景，節目情

節簡易，適合 2-6歲兒童觀看。 

MY-KIDS TV 迷迷羊的大冒險 2-6歲 

節目為繪本式卡通，透過睡夢中的小羊，將其夢境

具體化，節目虛實交錯，且偶有較恐怖(如：妖怪、

大野狼等)內容，建議電視台於節目播出前加註警

語，如：節目內容含部分驚恐劇情，提醒觀眾注意，

節目情節簡易，適合 2-6歲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適齡理由 

Nick Jr 

小尼克兒童台 

Dora & Friends 

Dora與朋友們之城市札記 
2-6歲 

透過 Dora與朋友們的探險故事為題，採用互動式

情節，使觀眾有參與感，並從中學習語言和互助

的力量，節目情節簡易，適合 2-6歲兒童觀看。 

Nick Jr 

小尼克兒童台 

Paw  Patrol 

汪汪隊立大功 
2-6歲 

透過汪汪隊中可愛狗狗的合作，強調團隊合作的

重要性，節目兼具趣味與勇氣及教育意涵，情節

簡易，適合 2-6歲兒童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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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下半年適齡兒童電視節目評選適齡理由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適齡理由 

公共電視台 水果冰淇淋 2-6歲 

透過豐富的畫面、動畫、布偶等呈現具啟發性的故

事，並由節目主持人水果奶奶進行正確觀念的引

導，節目情節簡易，適合 2-6歲兒童觀看。 

公共電視台 氣球小子 2-6歲 

以主角 Paru 和大象在氣球王國解決問題為主題，

透過充滿想像力與溫馨的節目內容，教導孩子解決

問題的方式、以及其他如：慈愛、合作、公平、努

力、創意等觀念。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適齡理由 

世界電視台 弟子規 Let＇s go 2-6歲 

以弟子規內容教導兒童良好生活習慣的重要性，透

過多元劇情與教唱的方式，使節目淺顯易懂，雖表

現形式較為平淡，節目製作較為粗糙，但節目情節

簡易，適合 2-6歲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適齡理由 

東森幼幼台 YOYO 點點名 2-6歲 

兒童律動節目，可訓練幼兒手腦發展，本季節目中

亦安排學習單元，教導形狀、顏色、數量、成語及

語言等，知識性豐富，但與兒童互動活動中須注意

兒童安全與現場安全措施，節目情節簡易，適合 2-

6歲兒童觀看。 

東森幼幼台 PORORO 2-6歲 

透過溫馨有趣且簡單的故事，說明同儕之間的共同

學習、互動之重要性，展現只要虛心學習，就可以

有好的結果，惟劇情角色設定太過刻板印象，如可

修正更佳，節目情節簡易，適合 2-6歲兒童觀看。 

東森幼幼台 RAINBOW RUBY 2-6歲 

以寶兒和玩偶朋友為題，呈現樂於助人的美德，角

色單純、畫風唯美，節目情節簡易，適合 2-6 歲兒

童觀看。 

東森幼幼台 小巴士 TAYO 2-6歲 

透過擬人化的方式創造主角小巴士 TAYO，透過開

朗可愛的 TAYO，不但可以教導幼兒交通知識，更可

以透過 TAYO 犯錯學習改進的過程對幼兒產生啓迪

作用，節目情節簡易，適合 2-6歲兒童觀看。 

東森幼幼台 可愛巧虎島 2-6歲 

透過巧虎與朋友間相處的簡單故事，呈現兒童善良

天性，並使生活學習簡單融入，節目具教育意涵，

情節簡易，適合 2-6歲兒童觀看。 

東森幼幼台 汪汪隊立大功 2-6歲 

透過狗狗組成的救難隊，救援過程展現合作的團隊

價值，角色也各具特色、勇氣等特質，對兒童有啟

迪作用，節目情節簡易，適合 2-6歲兒童觀看。 

東森幼幼台 粉紅豬小妹 2-6歲 

以粉紅豬小妹的生活為題，透過豬小妹的生活內

容，呈現家庭的溫馨與兒童的天真，節目具教育意

含，情節簡易，適合 2-6歲兒童觀看。 

東森幼幼台 麗莎和卡斯柏 2-6歲 
透過主角麗莎和卡斯柏的互動，彰顯友誼的價值，

角色單純，節目情節簡易，適合 2-6歲兒童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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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下半年適齡兒童電視節目評選適齡理由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適齡理由 

MOMO 親子台 一起來畫畫 7-9歲 

教導兒童畫畫的節目，透過簡單的元素，如：線條

和拼湊的方式畫畫，降低難度，可建立兒童繪畫的

信心，適合 7-9歲兒童觀看。 

MOMO 親子台 一起玩摺紙 7-9歲 

節目可訓練兒童手腦並用與協調，雖摺紙活動稍具

難度，但完成的作品不只可呈現藝術效果，更可以

成為遊戲道具，惟摺紙步驟示範指導次數過多，較

無趣，如可修正較佳，適合 7-9歲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適齡理由 

MY-KIDS TV 忍者亂太郎 7-9歲 

透過主角們在忍術學園的生活點滴，表現學生鍛鍊

心性與才能等劇情，人物情節較複雜，但可使兒童

在娛樂之餘了解日本忍者文化，適合 7-9歲兒童觀

看。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適齡理由 

公共電視台 恐龍方城市 7-9歲 

以噴火龍家庭為主角，藉小恐龍的視角，呈現兒童

角度看世界，並透過小恐龍的行動提供兒童多元思

考方向，惟節目以恐龍為主角，不免有些較驚悚、

可怕的內容，另故事情節也較有轉折，建議由家長

陪同收視，適合 7-9歲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適齡理由 

民視無線台 快樂故事屋 7-9歲 

透過布偶及繪本說故事等虛實穿插呈現，引導兒童

獨立思考，並建立其應具備之價值觀，適合 7-9歲

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適齡理由 

台灣電視台 卡滋幫 第三季 7-9歲 

以卡茲為題，節目採奇幻的穿越劇方式呈現，透過

善惡兩派對立，傳達好友互助的價值，以及如何善

用機智和環境度過難關，故事較有轉折，適合 7-9

歲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適齡理由 

東森幼幼台 Super Wings 7-9歲 

以飛機變形的超級機器人運送包裹為題，內容包含

各國文化特色的呈現，也強調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適合 7-9歲兒童觀看。 

東森幼幼台 彩虹小馬 7-9歲 

透過小馬故事為題，將友情及親情貫穿全劇，每隻

小馬各具特質，可做為小朋友學習人際交誼的參

考，惟劇情呈現部分較為誇張、激動，易引起不當

模仿，建議年齡較高的學童觀看，適合 7-9歲兒童

觀看。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適齡理由 

客家電視台 多奇探險隊 2 7-9歲 

以探險家多奇為題，劇情強調創意發想，共同克服

難關，可滿足兒童好奇心，惟有些幻想情節較為誇

張，適合 7-9 歲兒童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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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下半年適齡兒童電視節目評選適齡理由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適齡理由 

龍華電視台 九藏喵窩 7-9歲 

輕鬆溫馨的劇情，角色性格雖然不積極，但不失愛

民之心，是人性化的領袖，節目娛樂性較高，建議

修正對話內容，以提升節目品質，適合 7-9歲兒童

觀看。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適齡理由 

GOOD  TV 漫漫長假 10-12歲 

以二次世界大戰為背景，並透過兒童觀點看待戰爭

年代生活，緊湊的劇情對白，傳遞戰爭的冷酷無情，

全劇充滿肅殺及隱含的壓力，且部分言語較為不當

(雖是忠實呈現當時情況)，建議具備部分判斷能力

及歷史背景之高年級學童欣賞，適合 10-12歲兒童

觀看。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適齡理由 

Nickelodeon Asia 

尼克兒童頻道 

Alvinnn!!! & the 

Chipmunks 

鼠來寶艾文!!! 

10-12歲 

擬人化的花栗鼠像一群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並以其

校園生活為故事主題，但其中涉及霸凌、情愛等議

題，建議有正確行為判斷力之高年級學童欣賞，以

避免不當模仿，適合 10-12歲兒童觀看。 

Nickelodeon Asia 

尼克兒童頻道 

The Loud House 

勞德之家 
10-12歲 

節目題材有趣，描寫手足生活的趣味，節目富含美

式幽默的無厘頭，娛樂性質較高，適合 10-12歲兒

童觀看。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適齡理由 

大愛二台 人文講堂 10-12歲 

透過議題設定，可深入淺出，讓孩子接收各種資訊，

並進行深度探究，節目雖未針對兒童特別設計，但

老少咸宜，惟呈現手法較為單調，適合 10-12歲兒

童觀看。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適齡理由 

大愛電視台 青春愛讀書 10-12歲 

節目雖以高中生為目標，但內容可鼓勵兒童閱讀及

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透過與作家的討論，可增進

觀眾對書籍的理解，但製播內容多有文字誤植的問

題，宜修正，適合 10-12歲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適齡理由 

中視綜合台 超級法律王 10-12歲 

透過情境劇的演出，搭配遊戲競賽的討論、分享方

式，深入淺出的教導法律知識，惟法條較為艱深，

且情境劇內容易產生不當模仿，建議對是非有基本

判斷力的高年級學童欣賞，適合 10-12 歲兒童觀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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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下半年適齡兒童電視節目評選適齡理由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適齡理由 

中華電視台 排球少年 10-12歲 

透過高中生的排球比賽為題，傳達透過努力可以超

越天生的不足，克服困難的精神，但主角情緒較為

誇張，對話方式較為青少年化，且有部分不當言語，

建議修正配音內容，並由判斷力佳的高年級學童欣

賞，適合 10-12歲兒童觀看。 

中華電視台 逆轉裁判 10-12歲 

透過故事情節呈現法庭推理過程，並了解真實法庭

的攻防情形，以及律師、法官、檢察官及法律相關

工作角色，惟法庭故事內容較艱深，適合 10-12歲

兒童觀看。 

中華電視台 新名偵探柯南 10-12歲 

以偵探柯南破案為題，透過緊湊劇情、推理的內容，

展現為求真相鍥而不捨的精神，值得兒童學習，惟

推理劇情較為複雜，適合 10-12歲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適齡理由 

公共電視台 ㄧ字千金 10-12歲 

以中文字競賽為題，可以增加兒童對文字的認知，

惟參賽者不限年齡與職業，不免有些談話過於成

熟，且字形難度有提高的情況，建議修正談話內容，

並確認內容難易度適宜兒童觀眾，適合 10-12 歲兒

童觀看。 

公共電視台 
下課花路米 — 

小學生出任務 
10-12歲 

本季節目內容更能反應兒童觀點，透過學生編組競

賽的遊戲對抗，讓兒童參與遊戲對抗，並由專業老

師指導，讓孩子透過遊戲的過程中學習，節目富含

教育意涵，適合 10-12歲兒童觀看。 

公共電視台 金牌小特務 10-12歲 

以特務查案為故事主軸，透過趣味的、誇張的、無

厘頭的等角色、劇情，融入數學概念等，是輕鬆的

喜劇節目，適合 10-12歲兒童觀看。 

公共電視台 新雷鳥神機隊 10-12歲 

五個各具專長雷鳥隊員組成的救難隊，以救援行動

為主題，除可增加兒童解決問題的應變能力，更可

學習相關的科學、數理、資訊等名詞、原理及計算，

惟角色對話方式較為青少年，且各名詞、原理、計

算等較有難度，適合 10-12歲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適齡理由 

民視無線台 快樂來運動 10-12歲 

本季以流行街舞為主要運動方式，融合各種體操動

作於音樂律動中，可鼓勵不愛運動的兒童用舞蹈代

替運動，惟街舞難度較高，適合 10-12 歲兒童觀

看。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適齡理由 

年代 Much台 荳荳快樂學堂 10-12歲 

兒童才藝教學節目，透過實作 DIY，鼓勵學童完成

各種兼具藝術、美感、實用的作品，作品難度較高，

適合 10-12歲兒童觀看。另建議製播單位須注意主

持人服裝搭配之合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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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下半年適齡兒童電視節目評選適齡理由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適齡理由 

台灣電視台 發現科學 10-12歲 

以科學新聞專題報導製播之節目，選材議題融入生

活，雖未針對兒童特別設計，但可增加兒童的常識

性，並培養其對科學的興趣及激發潛能，惟科學議

題較為艱難，適合 10-12歲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適齡理由 

東森幼幼台 炫風騎士 BIKLONZ 10-12歲 

以炫風戰士為題，透過變形機器人保護地球的故

事，節目含有多種元素及角色豐富，但因保衛為故

事主軸，故有許多打鬥的畫面，為避免不當模仿，

建議較高年齡層兒童收視，或斟酌收看，適合 10-

12歲兒童觀看。 

東森幼幼台 哈囉 小梅子 10-12歲 

以小梅子一家人的生活為主題，但對話中有些不當

言語，加上該節目由韓國製播，部分內容因文化差

異恐不易理解，或造成不當模仿，建議由較高年齡

層兒童收視，或斟酌收看，適合 10-12 歲兒童觀

看。 

東森幼幼台 戰鬥陀螺爆烈世代 10-12歲 

以陀螺戰鬥為題，因主角對於戰鬥陀螺有無限的夢

想，此故事以勇敢、努力追夢為主軸，惟有部分不

當用詞及主角情緒較為誇張，娛樂性較高，適合

10-12歲兒童觀看。 

東森幼幼台 變形金剛領袖的挑戰 10-12歲 

以正邪兩派的金剛對立，雖打鬥過程偏多，但可讓

兒童了解團隊合作與同心協力的重要，娛樂性較

高，適合 10-12歲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適齡理由 

客家電視台 小 O事件簿 10-12歲 

內容以兒童有關的生活為題，主持人以記者的角度

與兒童探究、引領學童思考，並藉由實地查訪證實

推測，增加學童各方面經驗，以多元視角觀察各種

問題，適合 10-12歲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適齡理由 

龍華電視台 神魄 10-12歲 

以神魄召喚對打，雖有打鬥，看得出教育性，但節

目含有部分不當言語，建議修正，適合 10-12歲兒

童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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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下半年適齡兒童電視節目評選適齡理由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適齡理由 

GOOD  TV 烤箱讀書會 7-12 歲 

以甜點烹飪和故事繪本為主題，透過主持人娓娓

道來的故事，以及後續的延伸討論，可以帶領兒

童從閱讀享受讀書的樂趣，適合 7-12 歲兒童觀

看。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適齡理由 

MOMO 親子台 ABC 故事屋 7-12 歲 

以繪本方式教導簡單英文單字與句子的英語教

學節目，內容包含圖卡與短片，可重複學習，惟

節目內容皆是中英文交錯，偶有干擾情況，建議

先以英文說明整段故事，適合 7-12歲兒童觀看。 

MOMO 親子台 神奇寶貝 XY&Z 7-12 歲 
以神奇寶貝與主角小智的冒險旅程故事，內容展

現勇氣與合作的重要性，適合 7-12歲兒童觀看。 

MOMO 親子台 櫻桃小丸子 7-12 歲 

以小丸子一家生活點滴為題，小丸子天馬行空的

想像力和圍繞在她身邊的小故事，呈現小學三年

級所思、所想，適合 7-12歲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適齡理由 

MY-KIDS TV 家有阿柴 7-12 歲 

從小狗視角呈現牠與主人間的互動關係，傳遞人

與動物之間的情誼，內容邏輯簡易，貼近生活性，

適合 7-12歲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適齡理由 

人間衛視 中華弟子規 7-12 歲 
以生活故事傳遞弟子規中的精神，為品格教育性

節目，適合 7-12歲兒童觀看。 

人間衛視 孝孝龍奇幻記 7-12 歲 

以穿越劇方式說故事，將弟子規的概念應用於生

活中，故事呈現手法特殊、背景富有地方特色，

適合 7-12歲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適齡理由 

大愛電視台 小主播看天下 7-12 歲 

以兒童觀點播放兒童有興趣的新聞，透過自然的

報導以及小主播親臨現場參與活動的報導方式，

使新聞內容更多元且有深度，也增加兒童觀點，

適合 7-12歲兒童觀看。 

大愛電視台 呼叫妙博士 7-12 歲 

以自然生態、科學為題，傳遞知識，可灌輸兒童

環境保護的觀念與解決環境惡化的方法，內容生

活化，適合 7-12歲兒童觀看。 

大愛電視台 當我們童在一起 7-12 歲 

以情境及遊戲幫助學齡兒童建立價值觀，學習態

度、EQ能力，生活及家庭教育讓兒童充份表達意

見與反應兒童觀點的節目，加強兒童思考與思辨

的能力，節目具教育意涵，適合 7-12 歲兒童觀

看。 

大愛電視台 唐朝小栗子 7-12 歲 

透過小栗子的學習過程，以故事寓意，可培養兒

童美德的品格節目，具教育意涵，適合 7-12歲兒

童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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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適齡理由 

中視綜合台 
KUSO、Fun! Fun! 

Fun! 
7-12 歲 

以國小學童才藝競賽表演為題，彼此互相觀摩與

喝采，節目後有關於 12年國教的 QA單元，呈現

方式豐富，惟各表演內容參差不齊，可邀請專業

人士協助安排，適合 7-12歲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適齡理由 

中華電視台 新哆啦 A夢 7-12 歲 
以大雄的居住生活趣事為題，內容充滿兒童的想

像力，故事具啓發性，適合 7-12歲兒童觀看。 

中華電視台 靴子裡的大世界 7-12 歲 

主持人帶領兒童認識台灣特色小學，由兒童介紹

自己的學校，並與主持人參與故事創作，可刺激

兒童的創意潛能，透過小朋友和主持人相互激盪

出的火花，展現教學相長的最佳模式，適合 7-12

歲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適齡理由 

台灣電視台 小太陽 7-12 歲 

充滿台灣懷舊風的故事內容，透過三姊妹的成長

點滴，讓兒童了解 70 年代台灣社會發生的故事

和家庭中家人互諒、互持、互愛及互相鼓勵的核

心價值，適合 7-12歲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適齡理由 

東森幼幼台 YOYO 嘻遊記 7-12 歲 
以親子同遊為題，內容可讓兒童認識台灣的旅遊

景點特色和地景，適合 7-12歲兒童觀看。 

東森幼幼台 好好玩自然 7-12 歲 

以達人帶隊探索的實境方式介紹台灣自然生態，

介紹動植物全在信手拈來間，既有趣味又有知識

性，可豐富小朋友的知識及常識，適合 7-12歲兒

童觀看。 

東森幼幼台 超級總動員 7-12 歲 

藉由遊戲競賽的節目內容，強調團隊精神與互助

合作的重要性，並培養反應力，惟主持人於過程

中有時嘻笑過頭或不當言語，適合 7-12 歲兒童

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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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下半年適齡兒童電視節目評選適齡理由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適齡理由 

客家電視台 柿子色的街燈 7-12 歲 

以兒童文學改編，充滿客家傳統符號元素的在地

客家故事，述說一個客家庄的故事，純樸而溫馨，

故事虛幻夾雜，適合 7-12歲兒童觀看。 

客家電視台 為什麼 7-12 歲 

以動畫結合實境解答科學難題，知識性高，雖呈

現手法較為童趣，但科學主題及專有名詞較有難

度，學齡前兒童恐無法理解，故建議提高收視年

齡，適合 7-12 歲兒童觀看。 

客家電視台 單車日誌 7-12 歲 

透過單車行走世界眾多城市，介紹人文歷史增廣

兒童見聞與地理知識，可作為多元學習素材，適

合 7-12歲兒童觀看。 

客家電視台 奧林 P客 7-12 歲 

藉由遊戲學習鄉土語言與客家文化，八大題型之

設計(生活時事、歷史地理、綜合應用、人文藝術、

自然科學、益智邏輯、客家文化及客語聽力)可增

加兒童的知識性，更可鼓勵兒童主動學習，適合

7-12歲兒童觀看。 

客家電視台 雙城記 7-12 歲 

透過主持人穿梭在兩個城市的介紹，可使兒童認

識不同城市的文化、歷史、人文、景色等，節目

深入淺出，趣味與內涵兼具，適合 7-12歲兒童觀

看。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適齡理由 

原視 16頻道 Kivangavangi趣玩玩 7-12 歲 

原住民朋友的玩具及遊戲方式，質樸而趣味，鼓

勵兒童自己動手作，使兒童認識原民文化，並尊

重多元，節目最後更設計趣味遊戲，增加節目豐

富度與趣味性，適合 7-12歲兒童觀看。 

 

附件二：適齡兒童電視節目標章 

 

          2-6歲              7-9歲                10-12歲              7-12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