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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節目要適齡 分齡收視安心看 

適齡兒童電視節目 104 年上半年評選結果公布記者會 

 
    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託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簡稱媒觀)辦理之「適齡兒童電視節目評

選」，104 年度上半年評選結果公布記者會，於 06月 27日上午十時整於國立台灣科學教育博物館舉

行。今年度上半年共有 20家電視台，總計 99 個兒童節目獲得適齡標章認證。 

 

    由於台灣傳媒政策措施中，電視節目分級制度(由電視業者視內容情節等分「普」、「護」、「輔」、

「限」四級，依規定時段播送)早已施行多年，鑒於國外於兒童節目多考量兒童身心發展而有較細緻

的分齡制度。為協助兒童選擇適合其年齡層的電視節目，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託媒觀辦理「適齡兒

童電視節目評選」活動，以適宜收視年齡區分，主要分成四個年齡區塊，分別為 2-6歲、7-9歲、10-12

歲、7-12歲，由評審委員針對電視台播出國內自製與國外製作之兒童節目進行評選，並對適合該年

齡之兒童節目給予適齡標章認證，讓兒童節目品質有所提升，以補足現行電視節目分級制度的不足，

同時作為親子選擇收視兒童節目之參考。 

 

    適齡兒童電視節目評選作業每一年度分為上、下半年評選，而適齡標章的推廣也逐漸看見成效，

今年上半年度共有 20家電視公司，總計 99個兒童節目獲得適齡標章認證，其中獲得認證的各年齡層

節目部分如下:2-6歲 34個節目、7-9歲 11個節目、10-12歲 27個節目、7-12歲 27個節目（詳細結

果如附件一），媒觀期許，逐年成長的參加作品數量能提高「適齡兒童電視節目標章」辨識度，促使

兒童節目有更美好、更健全的製作環境。 

 

    「適齡兒童電視節目標章」可以讓節目製作單位更加明白電視節目對兒童健全成長所背負的責任，

同時也呼籲親子或兒童踴躍收看這些適齡節目，用實際行動支持適齡的電視節目。媒觀強調，在評選

結果報告書完成後，媒觀將製作「適齡兒童電視節目標章」節目單，並公布於網路，供民眾免費下載，

以作為父母、兒童選擇節目之參考。本標章評選之詳細資料請見附件與活動網站: 

http://www.mediawatch.org.tw/ 

http://www.mediawatch.me/ 

 

記者會時間：104/06/27(六) 上午 10：00 

記者會地點：國立台灣科學教育博物館一樓中庭廣場(台北市士林區士商路 189號) 

新聞聯絡人: 陳亭妘 小姐   

連絡電話:02-8663-3062、0921-965-737 

  

http://www.mediawatch.me/


附件一：104年度上半年適齡兒童電視節目評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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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ney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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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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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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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TV 艾拉出奇招 2-6 歲 公共電視 佩佩與小貓 2-6 歲 

GOOD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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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出頻道名稱 節目名稱 適齡層 播出頻道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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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ney Channel 七寶 7-9 歲 Nice Bingo 寵物寶貝   中文版 7-9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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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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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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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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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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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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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出頻道名稱 節目名稱 適齡層 播出頻道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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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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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度上半年適齡兒童電視節目評選結果與適齡理由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適齡理由 

Nice Bingo 
歡樂小鎮   

雙語版 
2-6 歲 

故事可愛又溫馨，且具備生活知識、互動與探索，

適合學齡前幼兒觀賞。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適齡理由 

龍華動畫台 
逗逗迪迪愛探

險 
2-6 歲 

以教導幼兒學習、英文、數學、形狀等為題材，適

合學齡前幼兒觀賞。 

龍華動畫台 
逗逗迪迪之 

漢字小偵探 
2-6 歲 

以故事的方式教導漢字學習，兼具創意與想法，適

合學齡前幼兒觀賞。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適齡理由 

MOMO親子台 
MOMO歡樂谷 

第九季 
2-6 歲 節目以幼兒律動唱跳為主，適合學齡前幼兒觀賞。 

MOMO親子台 寶貝生活日記 2-6 歲 
以記錄幼兒的生活為題材，自然且生活化，可豐富

幼兒生活面向，適合學齡前幼兒觀賞。 

MOMO親子台 
Hello Kitty  

 童話世界 
2-6 歲 

以角色扮演呈現經典故事，耳熟能詳的童話使幼兒

更能進入童話故事的內容，適合學齡前幼兒觀賞。 

MOMO親子台 
Hello Kitty   

童話樂園 
2-6 歲 

以 Hello Kitty的生活為題材，為一般正邪對決的

正義展現，適合學齡前幼兒觀賞。 

MOMO親子台 
Hello Kitty 

歷險記 
2-6 歲 

以 Hello Kitty的生活為題材，並以兒童關注的議

題編寫情境故事，符合幼兒心理發展需求，適合學

齡前幼兒觀賞。 

MOMO親子台 
新麵包超人 2-6 歲 

以麵包超人的生活為題材，故事情節能引起幼兒興

趣，適合學齡前幼兒觀賞。 

MOMO親子台 湯瑪士火車 2-6 歲 
以湯瑪士小火車生活為題材，藉由火車擬人化來敘

述夥伴間的故事，適合學齡前幼兒觀賞。 

MOMO親子台 小小消防隊 2-6 歲 

以小小消防隊長的生活為題材，有驚險的劇情，也

有合作的情節，對英勇的消防隊有正面描述，適合

學齡前幼兒觀賞。 

MOMO親子台 方塊動物園 2-6 歲 

故事溫馨、熱鬧，內容簡易，符合幼兒生活體驗，

有助於生活習慣的養成與學習，適合學齡前幼兒觀

賞。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適齡理由 

GOOD  TV 艾拉出奇招 2-6 歲 

以小女孩艾拉的生活為題材，簡易的故事中隱含生

活教育與危機意識。藉由經驗中的學習與無限的創

意，足以啟發幼兒思考能力，適合學齡前幼兒觀

賞。 

GOOD  TV 玩具咖啡屋 2-6 歲 

以咖啡屋的玩具在打烊後活動起來，並以講述聖經

故事為主要題材，故事簡易，適合學齡前幼兒觀

賞。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適齡理由 

客家電視台 ㄤ牯ㄤ牯咕咕咕 2-6 歲 
以布偶、童話、兒歌與溫馨的故事來傳承與教導客

家文化，適合學齡前幼兒觀賞。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適齡理由 

公共電視 水果冰淇淋 2-6 歲 

以人與偶的互動為題材，包含各種幼兒喜愛的故

事、生活、音樂，溫馨且充滿暖意，適合學齡前幼

兒觀賞。 

公共電視 
咕咕鐘小人國  

第二季 
2-6 歲 

以咕咕鐘內的報時娃娃為主角，充滿想像力與趣味

的故事，適合學齡前幼兒觀賞。 

公共電視 波奇這一家 2-6 歲 

以波奇一家的生活為題材，故事簡易兼富創意與樂

觀，可以訓練幼兒解決問題的能力，適合學齡前幼

兒觀賞。 

公共電視 星球寶寶 2-6 歲 

以在外太空的好友為題材，故事提供具創意的解決

問題方式，強調團隊精神與生活教育，適合學齡前

幼兒觀賞。 

公共電視 佩佩與小貓 2-6 歲 

以簡單的故事、歌謠方式教導數學、形狀、大小等

概念，並強調遇事要冷靜才能解決問題，適合學齡

前幼兒觀賞。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適齡理由 

東森幼幼台 YOYO點點名 2-6 歲 
以幼兒律動及幼兒猜謎為主題設計的節目，適合學

齡前幼兒觀賞。 

東森幼幼台 粉紅豬小妹 2-6 歲 

節目從平凡切入，以豬小妹發生的生活大小事為主

題，符合幼兒生活經驗，能引起幼兒共鳴，適合學

齡前幼兒觀賞。 

東森幼幼台 POLI波力 2-6 歲 

將小朋友喜歡的變形金鋼與小汽車結合，組成讓人

安心的救難團隊，並以警車隊長的救援行動為題

材，適合學齡前幼兒觀賞。 

東森幼幼台 可愛巧虎島 2-6 歲 

以生活大小事為題材，訴說即使單純的幼兒生活，

依然有相當多的挑戰需要學習與面對，適合學齡前

幼兒觀賞。 

東森幼幼台 DIEGO 2-6 歲 

以 DIEGO的動物救援任務為題材，教導語文學習與

邏輯推理，互動性強，可拓展視野，適合學齡前幼

兒觀賞。 

東森幼幼台 DORA 2-6 歲 

以小女生教導簡易英文，互動性強，可以增加專注

力，並隨劇情發展在情境中學習，適合學齡前幼兒

觀賞。 

東森幼幼台 123玩數學 2-6 歲 
以讓幼兒學習數理邏輯概念為題材，讓幼兒了解生

活中數量、形狀的變化，適合學齡前幼兒觀賞。 

東森幼幼台 棉花小兔 2-6 歲 

藉由動畫描述森林動物之間的相處，幼兒可以學習

人際、規則、尊重與生活習慣，加上溫馨的故事內

容與緩慢的故事節奏輔佐，適合學齡前幼兒觀看。 

 



東森幼幼台 汪汪隊立大功 2-6 歲 

透過救難隊群策群力解決問題的情節，教導

孩童團隊合作與問題解決能力，全片充滿善

意，適合學齡前幼兒觀賞。 

東森幼幼台 大耳查布 2-6 歲 

可愛溫馨，反映生活及生命美好，貼近幼兒

生活經驗，易引起共鳴，適合學齡前幼兒觀

賞。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適齡理由 

大愛電視台 飛天妙妙屋 2-6 歲 

以布偶扮演之短劇，培養幼兒品德、團結及

友誼等相關議題，並有優美音樂，適合學齡

前幼兒觀賞。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適齡理由 

Disney 

Channel 
亨利小怪獸 2-6 歲 

節目富含學齡前孩童需要學會的技能與議

題，適合學齡前幼兒觀賞。 

Disney 

Channel 
小公主蘇菲亞 2-6 歲 

一群可愛小女孩與人為善以化解敵意，並藉

由學習，增加自身能力，適合學齡前幼兒觀

賞。 

Disney 

Channel 
小醫師大玩偶 2-6 歲 

藉由主角小醫生協助玩具解決疑難雜症，展

現豐富的生活常識與源源不絕的創意，適合

學齡前幼兒觀賞。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適齡理由 

少年探索頻

道 

Discovery 

Kids 

森林王子的冒險 7-9 歲 

結合動畫與紀錄片製作的動物科學節目，以

卡通穿插影片呈現，科學內容加上旁白敘述

問題，適宜 7-9歲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適齡理由 

Nice Bingo 小蟻總動員 7-9 歲 

情節有趣、具想像力，然以默劇方式呈現，

年齡太小的小朋友可能不易了解，適宜 7-9

歲兒童觀看。 

Nice Bingo 
獅子王辛巴   

中文版 
7-9 歲 

以動物為主角，敘述小獅子成長歷程，適宜

7-9歲兒童觀看。 

Nice Bingo 
寵物寶貝  

中文版 
7-9 歲 

以貓、狗及人類為主角，演出虛實幻境編織

而成的故事，惟字幕的完整性需多加注意，

適宜 7-9歲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推薦理由 

GOOD  TV 亞瑟小子 7-9 歲 

以八歲兒童在學校生活為題材，劇本以幽默

的方式讓兒童學習正反面的範例，藉以了解

誠實、互愛與負責任等高尚品格，適宜 7-9

歲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適齡理由 

公共電視 百變小露露 7-9 歲 

以簡易的科普動畫說明自然現象，搭配故事和音樂，

並呈現假設和求證過程，加上童言童語的想像力，相

當富於科學精神，適宜 7-9歲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適齡理由 

民視無線台 快樂故事屋 7-9 歲 

以人與偶互動並配合故事達人精彩解說，是寓教於樂

的節目，適宜 7-9歲兒童觀看；專家解說部分建議使

用兒童能理解的話語表達，讓節目目標群 7-9 歲兒童

更能理解。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適齡理由 

MY-KIDS TV 忍者亂太郎 7-9 歲 
以忍者生活為主題，忍者學園趣事不斷，題材能引起

兒童興趣，適宜 7-9歲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適齡理由 

東森幼幼台 SUPER WHY 7-9 歲 以故事引導孩子學習英文字母，適宜 7-9歲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適齡理由 

Disney 

Channel 

傑克與夢幻島 

海盜 
7-9 歲 

以海盜為題材，主題環繞團隊合作、友情及解決問題，

將傳統故事演出新的趣味，適宜 7-9歲兒童觀看。 

Disney 

Channel 
七寶 7-9 歲 

以小矮人與女巫對抗為題材，小矮人每個角色都有自

己的特質與個性，故事情節溫馨、純真，適宜 7-9歲

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適齡理由 

udn新聞台 Idea新鮮試 10-12 歲 

以科學實驗等有趣方式了解生活知識的科普節目，不

但可解惑，還可以提升科學興趣，適宜 10-12 歲兒童

觀看。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適齡理由 

中視綜合台 超級法律王 10-12 歲 

以校園常見的法律問題為題材，將生硬的法律條文以

趣味競賽方式讓兒童了解。建議舉實例時要適當呈現

負面情節、不宜過度渲染，並以兒童能理解的話語解

釋法條。適宜 10-12歲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適齡理由 

少年探索頻道 

Discovery 

Kids 

琪卡與巴布 10-12 歲 

以小女孩的冒險為題材，在探險中呈現解決問題的方

法與知識，然較小年紀兒童可能不易理解無厘頭的劇

情，較適宜 10-12歲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適齡理由 

靖天卡通台 
金童贏家   

中文版 
10-12 歲 

以卡通方式呈現，故事多以動物為主角，劇情較為複

雜，適宜 10-12歲兒童觀看。 

靖天卡通台 
尼姆波斯 

中文版 
10-12 歲 

以在星球生活的生化人為故事主角，主題偏重學校生

活、和學習交通安全及行為規範，適宜 10-12 歲兒童

觀看。 

靖天卡通台 

神鬼戰士- 

帝國之子  

中文版 

10-12 歲 
以羅馬政權的爭奪為故事背景，並以保護小主人為主

題，情節較複雜，較適宜 10-12歲孩童觀賞。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適齡理由 

Nice Bingo 
海龜小英雄  

 雙語版 
10-12 歲 

以尋藥為主題的歷險故事，劇情富趣味，但部分對白

需較高年齡學童才可分辨是否為適當的語言，建議調

整不當用詞，避免負面的詞語出現，適宜 10-12歲兒

童觀看。 

Nice Bingo 
黑海盜傳奇   

中文版 
10-12 歲 

以海盜找尋弟弟下落為故事，救援行動充滿危險的歷

程，適宜 10-12歲較高年齡學童觀賞。 

Nice Bingo 
魔鬼與海盜 1 

雙語版 
10-12 歲 

以海盜探險考驗為主題，劇情流暢高潮迭起，但某些

海盜之行為需較高年齡學童才可分辨是否適當，適宜

10-12歲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適齡理由 

台灣電視台 鑽石王牌 10-12 歲 
以高中生棒球生活為題材，主題環繞升學、分離、追

求夢想等議題，適宜 10-12歲兒童觀看。 

台灣電視台 我們這一家 10-12 歲 

以花媽一家人的日常生活為題材，無厘頭、誇張的內

容充滿趣味與想像，但部分情節較抽象，較高年齡的

學童較容易理解，適宜 10-12歲兒童觀看。 

台灣電視台 數碼寶貝大匯戰 10-12 歲 

以充滿戰鬥的數碼獸為題材，屬於虛擬世界的虛擬故

事，戰鬥內容較多，較適宜 10-12歲高年級的學童觀

看。 

台灣電視台 尋找台灣感動力 10-12 歲 
以台灣各地的特殊人物為題材，取材正面，適宜 10-12

歲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適齡理由 

GOOD  TV 瑪婷這一班 10-12 歲 

以少女瑪婷班上的生活為題材，在互動中有調皮任性

的一面，也有互助合作的感動，適宜 10-12歲較高年

齡的學童收看。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適齡理由 

中華電視台 排球少年 10-12 歲 

以高中排球比賽為題材，描述主角熱愛排球運動的點

滴，及為夢想努力不懈的精神，對兒童有勵志作用，

也對提倡運動有助益，適宜 10-12歲兒童觀看。 

中華電視台 飆速宅男 10-12 歲 

以自行車社為題材，描述高中生生活為主，對阿宅的

描述有突破刻板印象，適合 10-12歲較高年齡學童收

視。 

中華電視台 新名偵探柯南 10-12 歲 

偵探過程可以訓練觀眾推理能力，也可以滿足好奇

心，但因有犯罪、殺人等暴力情節，較適合 10-12歲

兒童收看。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適齡理由 

客家電視台 跟著達人追夢趣 10-12 歲 

以高職生勇於挑戰為題材，以實境記錄，提供職業探

索體驗的機會，讓孩童提前認識對於職場的生態與必

須具備的條件與標準，適宜 10-12歲兒童觀看。 

客家電視台 仁心俠旅 10-12 歲 

以紀實的方式為弱勢發聲，深入城鎮尋找在地事蹟與

平凡英雄，案例真摯感人，具有正面教育意義，適宜

10-12歲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適齡理由 

公共電視 流言追追追 10-12 歲 
以科學實證澄清迷思的科普節目，解釋澄清的過程充

滿科學與實驗精神，適宜 10-12歲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適齡理由 

東森幼幼台 機器戰士 TOBOT 10-12 歲 

以機器戰士為主題，情節中有許多驚險場面。內容較

複雜、用詞有時較成熟、劇情節奏較快，適宜 10-12

歲的學童觀賞。 

東森幼幼台 
變形金剛 

領袖的挑戰 
10-12 歲 

人性化的金鋼團隊為主角，強調團隊合作的精神，並

傳遞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不要小看自己的

概念。然有許多打鬥畫面，較適合 10-12歲學童觀賞。 

東森幼幼台 
LINE TOWN 

 麻吉樂園 
10-12 歲 

以小朋友熟悉的人物演出生活中的事件，主角情緒較

大，反諷與無厘頭情節，較適合 10-12歲高年級學童

觀賞。 

東森幼幼台 怪獸大戰外星人 10-12 歲 
情節對話較無厘頭，故事具創意又風趣，娛樂性高，

適宜 10-12歲兒童觀看。 

東森幼幼台 我們這一家 10-12 歲 
以花媽一家故事為主題，反映青少年與其父母的生活

樣貌，適宜 10-12歲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適齡理由 

大愛電視台 呼叫妙博士 10-12 歲 
以兒童觀點參與實驗的科普節目，內容有點難度，適

宜 10-12歲較高年齡學童觀賞。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適齡理由 

大愛二台 生活裡的科學 10-12 歲 

以生活中的科學為題材，證明科學無所不在，用簡單

的實驗，澄清各種迷思，互動趣味又溫馨，適宜 10-12

歲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適齡理由 

Disney 

Channel 

Penn Zero: 

太空英雄 
10-12 歲 

內容雖然有些荒誕與不合邏輯，但也可以提供多元價

值的思考方式，適宜 10-12歲較高年齡學童觀賞。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適齡理由 

中視綜合台 
KUSO、 

Fun! Fun! Fun! 
7-12 歲 

內容為才藝觀摩賽，並推廣 12年國教，適宜 7-12歲

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適齡理由 

少年探索頻道 

Discovery 

Kids 

自然變變變 7-12 歲 

以科學的探索方式解決野外問題，並結合現代生活的

應用科技，讓孩童親自操作，能讓孩童瞭解自然現象

背後的成因，內容豐富有趣，適宜 7-12歲兒童觀看。 

少年探索頻道 

Discovery 

Kids 

歷史追追追 7-12 歲 

以趣味探索的方式，介紹歷史事件與相關問題，並輔

以現代觀點說明，能讓孩童理解，適宜 7-12歲兒童觀

看。 

少年探索頻道 

Discovery 

Kids 

恐龍小子 7-12 歲 

以研究恐龍的特殊經驗為題材，用仿真模型的動畫方

式、活潑地呈現不同恐龍的習性與特色，適宜 7-12

歲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適齡理由 

靖天卡通台 

風中奇緣: 

印第安公主 

中文版 

7-12 歲 

以印地安族群為故事主軸，呈現各個原住民族群的智

慧與才能，傳遞和平互助的精神，可以讓孩童認識歷

史，並尊重多元文化，適宜 7-12歲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適齡理由 

MOMO親子台 
動物大明星   

第二季 
7-12 歲 

深入介紹各種動物的習性與保育狀況，適宜 7-12歲兒

童觀看。 

MOMO親子台 
魔法小學堂   

第二季 
7-12 歲 

以魔術教學為題材，並請魔術師傳授魔術技巧，內容

豐富，適宜 7-12歲兒童觀看。 

MOMO親子台 小小音樂家 7-12 歲 
透過音樂欣賞與音樂教學，可以增加兒童的音樂知識

與素養，適宜 7-12歲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適齡理由 

GOOD  TV 烤箱讀書會 7-12 歲 
結合繪本故事與點心製作的節目，透過與孩童互動，

鼓勵孩童表達自我想法，適宜 7-12歲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適齡理由 

中華電視台 
阿爾卑斯少女 

小天使 
7-12 歲 

故事單純，有豐富的人際互動情節，適宜 7-12 歲兒童

觀看。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適齡理由 

客家電視台 奧林 P客 7-12 歲 
以競賽活動讓兒童學習客家語，題目多元富變化，適

宜 7-12歲兒童觀看。 

客家電視台 小 O事件簿 7-12 歲 

節目設計讓兒童參與新聞討論，除了深化媒體識讀的

概念，也讓兒童發表個人意見，使節目較具兒童觀點，

適宜 7-12歲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適齡理由 

公共電視 下課花路米 7-12 歲 
以少年的探索活動為內容，讓孩童了解社會現象與世

界觀點，感性與知性兼具，適宜 7-12歲兒童觀看。 

公共電視 少年ㄟ哩來~ 7-12 歲 
透過青少年體驗不同的工作，可增加孩童的視野，並

建立新的價值觀，適宜 7-12歲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適齡理由 

民視無線台 快樂孩子王 7-12 歲 
透過孩童參與競賽，讓孩童更加了解科普知識，適宜

7-12歲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適齡理由 

寰宇新聞二台 

MOD52頻道 
寰宇兒童週報 7-12 歲 

以報導與兒童有關的新聞為主，建議選擇題材與播報

主題應呈現更多的兒童觀點，適宜 7-12歲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適齡理由 

世界電視台 TV課輔班 7-12 歲 

以英文、科學、語文為題材的教學節目，適宜 7-12

歲兒童觀看，節目有些畫面出現錯誤道具或漏上字

幕，建議加強製播嚴謹度。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適齡理由 

東森幼幼台 YOYO嘻遊記 7-12 歲 
親子同遊的節目，介紹景點用語簡易，富教育意涵，

且呈現豐富的旅行內容，適宜 7-12歲兒童觀看。 

東森幼幼台 料理甜甜圈 7-12 歲 
以簡易的料理製作為題材，傳達動手做料理的樂趣，

適宜 7-12歲兒童觀看。 

東森幼幼台 超級總動員 7-12 歲 
以生活中的遊戲競賽為主題，雖有較困難的關卡，但

小朋友皆能突破，適宜 7-12歲兒童觀看。 

東森幼幼台 i運動 7-12 歲 

介紹各校的運動團隊之訓練，透過運動規則的介紹，

可以讓孩童了解運動員的辛苦與努力，適宜 7-12歲兒

童觀看。 

東森幼幼台 櫻桃小丸子 7-12 歲 
以小丸子家人的生活為題材，內容充滿著生活中的酸

甜苦辣，適宜 7-12歲兒童觀看。 

東森幼幼台 神奇寶貝 XY 7-12 歲 
主角透過冒險和戰鬥完成夢想，是充滿想像力的虛構

故事，適宜 7-12歲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適齡理由 

大愛電視台 地球的孩子 7-12 歲 
記錄兒童的特殊境遇，展現出不屈不饒的生命力，適

宜 7-12歲兒童觀看。 

大愛電視台 小主播看天下 7-12 歲 以兒童觀點瞭解世界新聞，適宜 7-12歲兒童觀看。 

大愛電視台 唐朝小栗子 7-12 歲 

以小栗子的生活為題材，反映學校與家庭的生活，幫

助兒童學習人際關係，使其能夠面對挑戰，適宜 7-12

歲兒童觀看。 

播出頻道 送審節目 適合年齡 適齡理由 

大愛二台 當我們童在一起 7-12 歲 

內容呈現多元的生活議題，並透過與兒童的討論，讓

孩童從真實情境中學習，另外，節目以競賽答題來增

加孩童的學習動力，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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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