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我的節目由我做主」 

【第 22 屆台灣兒少優質節目】兒少評審培力營 報名簡章 

 

 

前言：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以下簡稱媒觀)舉辦的台灣兒少優質節目評選已經

第 22 屆囉！我們希望透過這個評選機制與獎項的設立，鼓勵台灣兒少優質節目

持續產出優質創新內容，為兒少發聲。今年首度納入兒少廣播節目及 Podcast

參加評選，希望能激盪出更多的火花出來！ 

 

其中「兒少評審團獎」是最特別的獎項，「我的節目由我做主」，顧名思義，就

是由兒童和青少年來擔任評審，選出自己心目中最好的兒少節目！我們邀請到

廣播、電視、動畫、兒少網路安全等專家擔任營隊講師，如果你對於日常所見

的視聽資訊(Youtube、Podcast、網路、廣播或電視節目等)很感興趣，對媒體內

容及產製過程、聲音表演、創作故事、網路安全想要了解更多，我們都歡迎你

加入兒少評審的行列！ 

 

一、活動目的：幫助兒少建立以兒少為主體的觀點，來觀賞、收聽與評價「兒

少節目」，包括從攸關兒少的「價值內涵」到「評分項目的產生」，都由兒少自

主且民主地學習、參與、討論、合作、思辨及決定。整個培力的過程將作為兒

少們在評選節目時的支持基礎與燃料動力，讓兒少學會為自己的評分標準開創

新的選項。 

 

二、招收對象： 

• 年齡：10 至 17 歲全國國小中高年級、國中、高中學生 

• 有身障、原住民及新住民等多元兒少保障名額 

 

三、招收人數： 

    國小學生 10 位，國中學生 10 位，高中學生 10 位，共招收 30 人，其中單 

    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 

 

四、報名日期與方式：即日起至 7 月 5 日止 

    報名方式：一律網路報名，有困難者請電洽，報名表請掃描 QRcode 



 

 

 

     

額滿為止，有意願的同學請盡早填寫報名表 

錄取通知：於 2022 年 7 月 15 日前寄出錄取確認信函 

 

五、活動費用：全程免費，但交通請自理 

 

六、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贊助單位：Home+ 中嘉寬頻 

    協辦單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媒體素養教育基地 

 

七、活動時間與地點： 

    1.時間：2022 年 8 月 10 日(三) 09:30-17:30 

           2022 年 8 月 11 日(四)09:00-12:00 

   2.地點：台北市身心障礙服務中心-6 樓集會室（台北市中山區長安西路 5 巷 

           2 號 6 樓近中山捷運站「中山地下街 R5」） 

 

八、營隊課程內容： 

 

8 月 10 日(三) 

時間  時數  課程名稱  課程說明  

09:30~10:00 30 分  報到  

報到時一人取兩張便

利貼寫上暖身作業的

分數，寫完交給桌長。 

10:00~10:30 30 分  
【破冰 +活動介紹 +任務說明】  

主持人  

暖身開場、聊聊你對

兒少節目的觀感、兒

少優質節目評選活動

介紹、兒少評審團的

任務說明。  



 

 

10:30~11:20 50 分  

【耳朵借給我】  

陳端慧  

教育廣播電台主持人  

兒少廣播節目製作、

配音技巧、剪輯認識、

挑選配樂、聲音展演

等等。  

11:20~11:40 20 分  休息   

11:40~12:30 50 分  

【兒少電視節目製作中的靈光一

閃】  

Djupelang。伊邦  

兒少節目製作人  

兒少電視節目製作環

境的認識。  

12:30~13:30 60 分  午餐時間   

13:30~14:20 50 分  

【數位 /網路性別暴力 OUT】  

韓昊雲  

iWIN 網路內容防護機構  

學習對於數位性別暴

力事件的因應知能及

自我保護。  

 

14:20~14:30 10 分  休息   

14:30~15:20 50 分  

【如何說個好故事 (一 )】  

魏嘉宏  

動畫編劇  

認識劇本的形式，將

主題延伸為故事、創

作一個劇本。  

15:20~15:30 10 分  休息   

15:30~16:20 50 分  

【如何說個好故事 (二 )】  

魏嘉宏  

動畫編劇  

說故事的人 v.s 故事

中的人  

16:20~16:30 10 分  休息   

16:30-17:30 60 分  
【便利貼提問與分類 (一 )】  

主持人 v.s 各組桌長  

分組討論：發下海報

紙、製作心智圖、討論

節目特點、上台貼便

利貼。  

17:30-  賦歸   

 

8 月 11 日(四) 

時間  時數  課程名稱  課程說明  

09:00~09:20 20 分  
【評分機制說明】  

 媒觀嘉真  
說明評分項目。  

09:20~09:40 20 分  
【影片觀賞及初評】  

主持人  

進行影片播放、觀看動

畫短片、聆聽節目音



 

 

檔。  

09:40~09:50 10 分  休息   

09:50~10:20 30 分  

【便利貼提問與分類 (二 )】  

主持人  

v.s 各組桌長  

分組討論：發下海報紙、

製作心智圖、討論兩動畫

短片及節目音檔特點、上

台貼便利貼。  

10:20~11:00 40 分  
【評分表的想像與創造 (一 )】  

各組桌長  v.s 主持人   

1 .小組討論  

2 .每組提出 10 個元素發

表  

11:00~11:10 10 分  休息   

11:10~12:00 50 分  

【評分表的想像與創造 (二 )】  

各組桌長  v.s 主持人   

 

1 .投票選出 10 項評分標

準  

2 .達成共識  

12:00-  賦歸   

 

九、注意事項： 

 

1.營隊課程因有延續性，須全程參與不得缺課，也不接受任何遲到早退或挑選

時間上課。 

2.防疫期間請自備口罩，營隊中備有酒精消毒及額溫槍，出入請配合體溫量

測。 

3.為響應環保及防疫需要，請自備環保杯與環保餐具。 

4.考量須在 11 月初完成「觀看、收聽並評選兒少節目樣帶及音檔」之任務並共

同選出「兒少評審團獎」，有完成任務之學員將頒發兒少評審證書，反之，未全

程參與活動且無法完成任務者則不頒發證書。 

5.如遇天災或其它不可抗力因素，本會為考量報名者安全，有權決定暫停或取

消本活動，相關活動變更通知請隨時注意。 

6.報名者同意本會得自行或指定拍攝者將本活動之一切過程（包括但不限於活

動參與者之肖像）拍攝成活動紀錄或花絮等影片或活動照片等，報名者並同意

主辦單位為記錄活動之目的，得將前述影片或照片放置於官方網站、社群媒體

及新聞稿等公開散佈及後續行銷之使用。如有不同意者，請勿參與本活動。 

 

十、聯絡資訊： 

  

• 承辦人：謝嘉真 專員 

• 聯絡電話：02-2358-2672 

• 聯絡 EMAIL：chiachen@mediawatch.org.tw 

mailto:chiachen@mediawatch.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