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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廣告節」於2006年誕

生，創造了一個專屬廣告人的日

子，讓廣告人更加團結共同為廣

告產業努力，同時並利用廣告人

專長回饋社會，讓政府重視文化

創意產業，提升台灣競爭力。

台灣廣告節的四大宗旨為：

表揚傑出廣告人、社會貢獻、凝

聚廣告人情感、彰顯廣告界的價

值。

主辦單位從第一屆台北市

廣告代理商業同業公會（TAAA 

）、國際廣告協會台北分會（

IAA）、台北市廣告業經營人協

會（4A）、台北市媒體服務代理

商協會（MAA），指導單位經

濟部商業司後；第二屆加入台北

市網際網路廣告暨媒體經營協會

（IAMA）及場地贊助的台北市

文化局；第四屆加入高雄市廣告

代理商業同業公會（KAAA），

由兩個政府單位及六大公協會共

同舉辦。

並由學校代表單位輪流擔

任現場執行志工：第一屆政治大

學廣告系、第二屆銘傳大學廣告

系、第三屆輔仁大學廣告系、第

四屆文化大學廣告系，還有尚未

擔任現場支援執行的崑山科技大

學公廣系（預計第七屆）。

一個屬於台灣廣告人的節日
～台灣廣告節
文︱王禮筠 台北市廣告代理商業同業公會 總幹事

活動主題

從2006年開始，第一屆11月

3日在新台北市政府（當時的台

北縣政府）Viva！Adman各大廣

告公司扮裝秀競賽，到2007年第

二屆，於11月9日由最有想像力

的愛因斯坦為活動代言，強調比

第一屆更強「1 is great, imagine 

2」，活動分為四階段：「台北

市文化局場地贊助下於市政府親

子劇場——96年度傑出廣告人暨

終身成就獎頒獎典禮」、「台

北信義區創意——廣告暴走主題

變裝遊行」、「台灣廣告節——

Yahoo！奇摩之夜」及「最愛看

Ad片廣告影片欣賞」。

2008年第三屆，舉辦主題為

「哇哩咧」園遊會，於11月7日

中正紀念堂的自由廣場中舉辦，

回顧2006～2009年
第一屆至第四屆活動概況

以園遊會方式呈現，吸引一般民

眾同樂，由小木偶擔任代言人，

跟大家說反話：「這是史上最無

聊的園遊會！」但其實什麼都

買，也什麼都不奇怪。

第四屆台灣廣告節11月6日

華山藝文中心，強調喚醒廣告人

找回「初衷」、「莫忘初衷」，

並且以「我會做公益廣告」，不

只是會做公益廣告，更能身體力

行做公益。

   
頒獎典禮

台灣廣告節最重要的意義，

在表揚當年度的廣告人，頒發了

名人堂、傑出廣告人及資深廣告

人等對廣告界有貢獻者，並向這

些廣告先進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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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堂：台灣廣告界發展有特殊

貢獻、已退休或離開廣告相關產

業之工作者。（第二屆頒發首屆

廣告名人堂）

第二屆，為王德馨、余夢

燕、徐達光、許炳棠、陳福旺、

溫春雄、劉建順、顏伯勤。

第三屆，為張我風、劉會

梁、劉毅志、樊志育、賴東明。

第四屆，為周聖淵及黃宗鎧

先生。 

年度傑出廣告人暨終身成就獎：

由經濟部商業司指導，推選出當

年度各項之傑出廣告人。

第一屆

廣告業特別貢獻獎：胡榮 ／台

灣電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傑出廣告代理經營人獎：許益謙

／博上廣告團隊董事長

傑出媒體代理經營人獎：陳韋仲 

（志釧）／傳立媒體董事長

傑出廣告創意人獎：狄運昌／智

威湯遜執行創意總監

第二屆

廣告業特殊貢獻獎：蘇雄／IAA

國際廣告協會中華民國分會理事

長

傑出廣告代理經營人獎：鄧臺賢

／我是大衛廣告董事總經理

傑出廣告專業經理人獎：陳榮明

／台灣電通資深副總經理

傑出媒體代理經營人獎：李桂芬

／安吉斯媒體集團大中華區執行

長

傑出廣告創意人獎：龔友誠（

David龔）／龔作室導演

第三屆

廣告終身成就獎：黃奇鏘／

BBDO黃禾國際廣告公司創辦人

傑出廣告代理經營人獎：林佳誠

／麥肯廣告總經理

傑出媒體代理經營人獎：朱詣璋

／凱絡媒體總經理

傑出廣告專業經理人獎：李景宏

／奧美廣告董事總經理

傑出廣告創意人獎：詹朝棟／台

灣電通創作部副總經理

第四屆

廣告業特殊貢獻：孫大偉／偉太

廣告董事長

傑出廣告代理經營人：張松哲／

台灣電通執行副總經理

傑出廣告專業經理人：崔中鼎／

聯廣傳播集團營運長

傑出廣告創意人：胡湘雲／奧美

廣告執行創意總監

 （於「提升商業設計計劃」中頒

發的得獎者為：

2004年廣告創意傑出人士：孫

大偉／偉太廣告董事長、王念慈

／大好傳播董事長、何清輝／

BBDO黃禾營運董事

2005年終生成就獎：賴東明／聯

廣公司名譽董事長、傑出廣告經

營人：楊淑鈴／百帝廣告董事總

經理）

資深廣告人獎：在台灣廣告界持

續貢獻20、30、40及50年的資深

廣告人。



中華民國廣告年鑑  23

44

獎項 姓名 公司 職稱

20年

莊志昌 台灣電通 副總

吳靜淵 台灣電通 協理

樊序洲 BBDO黃禾 客戶群總監

黃國棟 智得溝通 資深製片

黃元禧 智得溝通 副總

賴淑敏 李奧貝納 財務總監

鄧台賢 我是大衛 董事總經理

李俐青 華懋廣告 董事秘書

劉瑞山 華懋廣告 行銷研究總監

林靜宜 政德廣告 副總

陳永財 政德廣告 特別助理

鄭碧珠 麥肯廣告 人力資源總監

謝淑芬 麥肯廣告 財務經理

余佑俐 麥肯廣告 製管總監

30年

馮   湘 華懋廣告 財務部副理

郭鴻年 華懋廣告 製作部經理

陳芳真 聯廣 策略計畫總監

陳登榜 國華廣告 董事顧問

劉慶復 喬商廣告 副總

40年 陳志成 大展廣告 總經理

獎項 姓名 公司 職稱

20年

楊麗珮 台灣電通 企劃總監

黃子容 喜思媒體 總經理

何芊芊 聯廣公司 製作部組長

侯榮惠 東方廣告 總經理

王佐榮 木馬廣告 總經理

30年
王念慈 大好傳播 董事長

陳韋仲 倍盛美傳媒 董事總經理

40年 沈達吉 清華廣告 董事長

第三屆 資深廣告人獎

獎項 姓名 公司 職稱

20年
王惠瑩 李奧貝納 資深創意總監

楊乃菁 李奧貝納 Creative Partner

30年 張松哲 台灣電通 執行副總

40年 江美惠 西北傳播 副總經理

50年 胡榮 台灣電通 董事長

第二屆 資深廣告人獎

第四屆 資深廣告人獎

增加高雄市廣告代理商業同業公會會員加入。

獎項 姓名 公司 職稱

20年

謝明昌 南區廣告 副理

詹金翰 互動互惠廣告 創意總監

黃雅蘭 眸子視覺商業設計行 負責人

高玉萍 龍聯廣告 董事

宋傳威 阜威廣告 負責人

30年 范宣報 新象行 廣告部經理

高雄市廣告代理商業同業公會

獎項 姓名 公司 職稱

20年

楊憲仁 國華廣告 營業總監

李曙初 國華廣告 執行營業總監

陳巧秀 國華廣告 製作管理部經理

劉明祥 展望廣告 總經理

林淑文 聯廣 發包組長

魏玲珊 聯廣 主任

江乃靜 聯廣 秘書

張瓈勻 聯廣 會計

詹朝棟 台灣電通 副總經理

黃麗雪 奧美廣告 奧美集團財務長

30年

劉安立 喬商廣告 總經理

沈達吉 清華廣告 董事長

謝建民 政德廣告 總經理

廖照雄 敦佑廣告 總經理

第一屆 資深廣告人獎

台北市廣告代理商業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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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社會

將廣告人的專業應用於對社

會公益的投入與回饋。

第一屆

提供疾病管理局，進行愛滋

病防治議題的公益宣導，由各家

廣告公司參與酷卡或海報等創意

設計，共同為愛滋病防治奉獻心

力。

第二屆

由奧美廣告負責統籌企畫、

博上廣告協助設計三峽LOGO的

【三峽老街推廣企劃案】，由籌

備委員會代表李景宏將企劃案呈

遞給台北縣長周錫瑋。

第四屆

將公益對象設定國小學童，

運用廣告人最拿手的創意思考，

回到國小，教導小朋友創意思

考，用創意灌溉台灣未來！結合

了台北市民族、五常、古亭、龍

安及台南縣的復興國小五所小學

13個班級，由靈智、聯廣、台

灣電通、智威湯遜、上奇、我是

大衛、偉太、聯旭、麥肯等9家

廣告公司資深廣告人及文化、世

新、政大、崑山、輔大、銘傳等

六所大專院校學生志工共同合作

設計創意課程，發揮小朋友創作

潛能。

凝聚廣告人

第一屆

主題扮裝秀

以「凝聚廣告人情感、提升

廣告業活力」為定位-台灣電通

「女僕物語」、文化大學「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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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混搭」、靈獅「忍者無敵」、

李奧貝納「黑筆風」、輔仁大學

「老闆！這個怎麼賣？」、聯旭

「藝妓回憶錄」、百帝「產品變

裝」、陽獅「招財獅」、奧美

「奧色會美眉」、政治大學「黑

澀會」、博達華商「專業廣告醫

療團隊」、東方「台客風」、上

奇「鯊氣國小」、BBDO黃禾

「十八好漢十八招」。

最佳扮裝創意獎：BBDO黃禾

最佳視覺效果獎：輔仁大學廣告系

最佳舞台表演獎：上奇廣告

顛覆廣告創意競賽

主 題 為 「 變 」 — 百 帝

「Zavrin位子篇」、李奧貝納

「中華電信訂婚篇之客戶代理商

打不完版」、輔仁大學「廣告大

風吹」、麥肯「對切」、崑山科

技大學「Lag」、奧美「泰國福

特汽車廣告」、陽獅「廣告獅輩

秀」、政治大學「1103普天同

慶」、聯旭「中華電信之全民亂

講」、台灣電通「龍岩旅遊」、

東方「台灣尚青」。

最佳改編創意獎：麥肯廣告

最佳娛樂效果獎：奧美廣告

最佳演出精神獎：聯旭廣告

福袋發放

內容提供為曼都國際折價

卷、天仁茶葉茶包小禮盒、統

一星巴克咖啡卷、中華電信免

費簡訊及手機吊飾、管家婆科

技Leeco抵用卷、消遙雜誌、口

福餐飲連鎖抵用卷、美商3M文

具、動腦雜誌、喜鴻旅行社禮

卷、達美樂Pizza折價卷、百事達

DVD影片、廣告雜誌、台灣大車

隊VIP卡、統一7-11Open小將吊

飾等。

第二屆

廣告暴走主題變裝遊行

由主任委員—麥肯廣告林

佳誠總經理領軍，重型機車做前

導，接著是三峽老街風華再現，

麥肯廣告—麥肯Parade，銘傳

大學傳播學院—Circus嘉年華，

BBDO黃禾廣告—BBDO創意大

廚，輔大畢展—廣告主啊！給我

一個畢展，電通國華廣告—千眼

齊開、一生懸命，輔大廣告系—

All We need，台灣電通—鬼使

者，崑山科大公廣告系—機動鋼

彈1109，上奇—老背少，達彼

思—VBates遊行，文化大學廣告

學系—釋放宅細胞，展望—激安

299，死巴辣壯士，智威湯遜—

自衛隊，奧美—奧客群星會，我

是大衛—大衛廣告遶境出巡，世

新公廣系畢籌小組—臥龍宴，政

治大學廣告系—你為什麼要這

樣，最後是三峽老街風華再現等

共20支隊伍。

最佳暴走獎：智威湯遜廣告

最佳造型獎：奧美廣告

最佳人氣獎：世新大學公廣系

最High精神獎：「三峽老街—風華

再現」

台灣廣告節—Yahoo！奇摩之夜

包括了三峽康喜軒金牛角、

三峽知名老店、台灣啤酒、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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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樂，統一飲料、義美食品、百

年老店兩喜號魷魚羹、聯華食品

及禮客時尚館等攤位。

場邊音樂廣場中邀請知名

電台主持人DENNIS主持，由

Yahoo！奇摩開場，DJ劉軒及街

舞團體HRC以熱鬧音樂、動感表

演貫穿全場。

並在兩邊大螢幕中播放了亞

太、華文、坎城、紐約、D&Ad

等國際廣告獎得獎作品—「最愛

看Ad片廣告影片欣賞」，讓參與

的市民及廣告人，共同享受了一

個輕鬆、有趣及充滿廣告味的夜

晚。

第三屆

「哇哩咧」園遊會

讓沒日沒夜加班的廣告人，

重溫學生時代的熱門活動，每個

人手中緊握著園遊券，心中只有

一個目標，就是「買東西、吃東

西」。共有50多個廣告公司及輔

大、政大、銘傳、世新、文化和

崑山等6個廣告相關大專院校，

提供多達五十四攤位，有吃有喝

有玩，並邀請「紅花」、「拾

參」等熱門樂團表演，讓廣告人

與民眾同樂。

廣告公司組

第一名台灣電通：電通「出氣場」

第二名 凱博時代＋太笈策略＋達

彼思：AAAA理財中心

第三名 瑞迪廣告：誰是下一個小

木偶

學校組

第一名 輔仁大學廣告學系：郵寄

你的遊記，信不信郵你

第二名 文化大學廣告學系：文化

健診室，樂活健康之路

第三名 銘傳大學廣告學系：牆手

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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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感謝

台灣廣告節是結合廣告相關

產業共同努力而產生的，因此要

特別感謝每屆執行委員會的成員

們：

第一屆台灣廣告節執行委員會成員

主 任 委 員： IAA 蘇   雄理事長

贊助籌募組：朱詣璋（凱絡媒體）、翁素蕙（管家婆科技）

節目活動組：李景宏（奧美廣告）、鄭夙雅（群策促動行銷）

廣宣規劃組：詹朝棟（台灣電通）、陳韋仲（傳立媒體）

場地管理組：黃奇鏘（BBDO黃禾）、郭榮達（東方廣告）、邱莉珍（智威湯遜廣告）

行   政   組：中國生產力中心、賴建都（政治大學廣告系）

Ads主題館  

一次欣賞多件傑出廣告作

品，播放60∼90年代乖乖系列、

絲絲感冒膠囊、維他露P廣告等

懷舊廣告，以及台灣廣告公司 （

達彼思、聯眾、麥肯、我是大

衛、奧美、陽獅、太笈策略、智

威湯遜、聯廣等）參與國際獎項

之得獎作品 （泰國亞太廣告節、

紐約廣告節、倫敦國際廣告節、

莫比廣告獎、時報亞太廣告獎、

龍璽廣告獎），也持續播放2008

年傑出廣告人得獎者專訪影片、

名人堂影像。

場秀」，個個勁歌熱舞，熱鬧非

凡，歡呼聲不斷。

創意學堂成果展示

第一名 台北市龍安國小307班：靈

智廣告＋文化大學廣告系

第二名 台南縣復興國小503班：高

雄市廣告代理商業同業公會＋崑山

大學公廣系

第三名 台北市五常國小505班：台

灣電通廣告＋銘傳大學廣告系

串場表演

第一名 微笑心流感：文化大學

第一名 廣告讓世界充滿微笑：崑

山科大

第三名 微笑天使、銘亮人生：銘

傳大學

網路社群—Facebook    

設立「台灣廣告人」社團，

將台灣廣告節及微笑創意學堂的

活動紀錄與廣告人分享，並建立

一個台灣廣告人的交流平台。

第四屆

展示國小創意學堂成果

電腦flash合併各校作品，

拼成兩個微笑的臉龐，以動態方

式展出，並在現場展示進行拉票

競賽；頒獎典禮中互相搭配「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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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台灣廣告節執行委員會成員

主 任 委 員：4A 林佳誠理事長（麥肯廣告）

委         員：TAAA 黃奇鏘理事長（BBDO黃禾）、IAA 蘇   雄理事長、MAA 張景星理事長（浩騰媒體）

                  IAMA 張志弘理事長（天空傳媒）、學校代表銘傳大學廣告系陳耀竹主任

文宣規劃組：李景宏（奧美）、吳毅弘（安捷達）

節目活動組：陳榮明（台灣電通）、段鐘沂（廣告雜誌）、嚴曉翠（公關基金會）

場地規劃組：鄭資益（緯來電視）、高明婷（CPC）

贊助籌募組：朱詣璋（凱絡媒體）、龔傑勇（博報堂媒體）、陳秉鴻（IAA）

廣宣公關組：王   興（傳立媒體）、陳振忠（貝立德）、翁詩雅（優勢麥肯）

行   政   組：王禮筠（TAAA）、李慧美（4A）、高明婷（CPC）

第三屆台灣廣告節執行委員會成員

主 任 委 員：TAAA 黃奇鏘理事長（BBDO黃禾）

委         員：IAA 陳榮明理事長（台灣電通）、4A 葉雪元理事長（華得廣告）

                  MAA 朱詣璋理事長（凱絡媒體）、IAMA 張志弘理事長（天空傳媒）

                  學校代表輔仁大學廣告學系蕭富峰主任

文宣規劃組：林佳誠（麥肯廣告）、鍾德昌（統一數網）

節目活動組：李景宏（奧美）、唐嘉蔚（威立公關）、嚴曉翠（公關基金會）

場地規劃組：楊淑鈴（安吉斯）、許益謙（博上廣告）

贊助籌募組：陳振忠（貝立德）、龔傑勇（博報堂媒體）

廣宣公關組：楊佳燊（傑思媒體）

行   政   組：陳秉鴻（放國際文創）、鄭資益（緯來電視）、王禮筠（TAAA）、李慧美（4A）

                  藍于意（IAMA）

第四屆台灣廣告節執行委員會成員

主 任 委 員：IAMA 吳毅弘理事長 （安捷達）

委         員：TAAA 黃奇鏘理事長（BBDO黃禾）、KAAA 張俊男理事長（新進廣告）

                  IAA 陳榮明理事長（台灣電通）、4A 傅明叡理事長（智威湯遜）

                  MAA 朱詣璋理事長（凱絡媒體）、學校代表文化大學廣告系羅文坤主任 

贊助籌募組：陳振忠（貝立德）、林   燕（微軟）

節目活動組：唐國能（智威湯遜廣告）、許益謙（博上廣告）

文宣規劃組：崔中鼎（聯廣公司）、陳韋仲（倍盛美傳媒）

廣宣公關組：張   昱（知世網絡）、羅列之（星傳媒體）

行   政   組：陳秉鴻（放國際文創）、鄭資益（緯來電視）楊佳燊（傑思媒體）、王禮筠（TAAA）

                  李慧美（4A）、王子蓓（I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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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台灣廣告節」邁入

第五屆。10月22日下午1時，在

西門紅樓廣場舉辦系列活動。

主辦單位由台北市廣告代理

商業同業公會（TAAA）、國際

廣告協會台北分會（IAA）、台

北市廣告業經營人協會（4A）、

台北市網際網路廣告暨媒體經

營協會（IAMA）、台北市媒體

服務代理商協會（MAA）、高

雄市廣告代理商業同業公會（

KAAA）、世新大學公共關係

暨廣告學系，以及台北市文化局

共同主辦；台灣廣告主協會（

TAA），及中華民國國際行銷傳

播經理人協會（MCEI）協辦。

雖然這天雨下很大，但廣告人的

熱情卻越大越旺！擠滿人潮的紅

樓廣場，舞台上熱力四射的Live 

band 表演，舞台外人聲鼎沸的

園遊會，這就是專屬於

廣告人的「台灣廣告

節」。

今年籌備委員會

特別與環保綠能及公

益結合，整個活動

主軸為「O H  M Y 

GOD！地球愛上我

了」——節能減碳

做環保讓愛地球我

們；透過廣告人的

熱情和身體力行，

號召社會大眾一

起為地球永續發展盡份心力，舉

手做環保、身體力行節能減碳。

特別規劃了「廣告人節能減

碳」——由廣告代理商們參與，

實行創意的節能減碳方法，並

用影片記錄下來，成果將在廣

告節當天呈現；「環保創意學

堂」——由廣告人及廣告系學生

組成的創意教師群，帶領國小小

朋友以發想創意、拍攝出兩分鐘

心目中的節能減碳方式；「傑出

廣告人暨終身成就獎」頒獎典

禮，表揚傑出廣告人及廣告先進

等；創意環保「遊街示眾」遊

行——以「環保」為主題發揮創

意，盛大的遊行讓民眾關注廣告

相關產業；資源永續園遊會——

目的為推廣環保與資源再利用的

精神。

此外在紅樓二樓，將展示

由探索頻道與國家地理頻道規劃

的——「節能減碳靜態展覽與影

展」等。

第五屆台灣廣告節實錄
Oh My God! 地球愛上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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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活動頒獎典禮，由藝人

小嫻和木馬廣告總經理王佐榮擔

任主持，為實踐節能減碳，更精

心準備動力腳踏車，邀請各公協

會理事長同心協力踩踏發電，讓

掛在舞臺中央的大紅燈籠慢慢發

光，熱情地揭開第五屆台灣廣告

節的序幕。

現場並有許多重量級的貴

賓，如經濟部商業司專門委員黃

斌發、行政院文建會副處長周慧

玲、台北市文化局主任秘書王逸

群、台北市社會局副局長周麗

華，以及遠道而來的IAA國際廣

告協會前全球會長Indra Abidin

與IAA國際廣告協會現任副會長

町田哲夫共同來參與盛會。

Indra Abidin致詞中表示：

「非常榮幸能夠參加這個全球最

大的廣告節，真正把廣告界、媒

體界、學界等有關的從業人員集

合在一起，同時並彰顯了廣告人

的價值與意義。身為亞太區的國

家之一，期望台灣的廣告產業能

夠扮演一個領頭羊的角色，帶領

亞太區的廣告產業更加繁榮。」

今年的廣告人暨終身成就獎

頒獎典禮共有四個獎項，獲獎者

分別是李奧貝納董事長黃麗燕、

華得廣告董事長葉雪元，傑出廣

告專業經理人獎是由我是大衛廣

告總經理劉泳吟，傑出媒體暨媒

體代理經營人獎有兩位得獎者，

分別是群邑集團董事長余湘、貝

立德總經理菅波剛，傑出廣告創

意人獎達彼思廣告執行創意總監

游明仁，本屆廣告終身成就獎從

缺，共六位獲獎。

呼聲最高、擁有廣大粉絲團

的群邑集團董事長余湘上台領獎

時，有專屬的「黑衣人」護駕，

現場笑聲不斷。

貝立德總經理菅波剛則不改

一貫謙虛的態度表示：「這個獎

是屬於貝立德全體員工的。」

華得廣告董事長葉雪元領

獎時幽默地說：「廣告人就是耐

操、好用、有『凍頭』！」典禮

中也分別頒發20、30資深廣告人

獎，共計27位獲獎。

主辦單位之一的高雄市廣

告代理商業同業公會，適逢成立

20周年，特地在此次活動中，用

代表高雄港都的衝浪板，將高雄

廣告公會成立的歷史一一呈現。

高雄廣告公會理事長張俊男也表

示，2012年第七屆台灣廣告節將

由高雄廣告公會舉辦，歡迎各位

廣告人一同到熱情的高雄共襄盛

舉。

傑出廣告人暨終身成就獎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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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創意學堂

廣告人身體力行做環保，從

與廣告人密不可分的辦公室開始

做起，紙張的減少、隨手關燈、

冷氣溫度控制以及引起現場廣告

人共鳴，一同發想環保創意，用

影片的方式記錄，工作時如何做

到節能減碳，現場播放時笑聲不

斷。環保創意學堂，則延續過往

由廣告人以及廣告系學生組成的

創意教師群，秉持著創意向下扎

根的傳承理念，透過國小小朋友

的角度，來拍攝他們心目中的創

意節能減碳方式，純真不造作的

創意，令人感動也獲得滿堂掌

聲。

獎項 姓名 公司 職稱

廣告業終身成就獎 (本屆從缺)

傑出廣告代理經營人
黃麗燕 李奧貝納 董事長

葉雪元 華得廣告 董事長

傑出廣告專業經理人 劉泳吟 我是大衛 總經理

傑出媒體暨媒體代理經營人
余   湘 群     邑 董事長

菅波剛 貝 立 德 總經理

傑出廣告創意人 游明仁 達 彼 思 執行創意總監

99年度傑出廣告人暨終身成就獎頒獎典禮得獎名單

傑出廣告人得獎者（共6位）

獎項 姓名 公司 職稱

30年

林上文 電通國華 副總經理

范秋梅 台灣電通 經理

陳榮明 台灣電通 資深副總經理

劉玉鳳 台灣電通 製作總監

20年

余   湘 香港商群邑 董事長兼總裁

李少筠 台灣電通 副理

周季樺 台灣電通 副理

周玲敏 台灣電通 創意總監

周麗君 台灣電通 資深創意總監

林純勤 台灣電通 副製片總監

陳秀貞 彥星傳播 副理

陳秉鴻 放國際文創 總經理

陳玲慧 台灣電通 資深企劃總監

陳雅容 BBDO黃禾廣告 資深完稿

陳緹嬪 台灣電通 製作指導

楊啟源 台灣電通 資深營業總監

雷素梅 台灣電通 經理

廖秋微 台灣電通 課長

劉宏仁 台灣電通 企劃總監

劉泳吟 我是大衛 總經理

劉喻國 台灣電通 副制作總監

劉惠群 台灣電通 經理

蔡明琅 李奧貝納 財務經理

蔡金樹 台灣電通 創意指導

鄭長銓 台灣電通 資深營業總監

鄭啟培 台灣電通 創意總監

鄧玲璘 台灣電通 創意指導

台灣廣告名人堂得獎者（本屆從缺）

資深廣告人得獎者（20年23位、30年4位共27位）

（依姓名筆劃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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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永續園遊會 

在「資源永續園遊會」，各

個攤位無不別出心裁，運用環保

主題呈現出各自的創意風格。

國家地理頻道「好奇，故

我在」，以海洋遊戲的方式互

動，一方面進入遊戲的場景，一

方面結合環保議題；星空傳媒

用猜猜樂的方式，結合環保議

題，與現場觀眾熱情互動。超

藝數位整合行銷「Hyperart」，

體驗新科技；威立顧問「反毒

YOYO送愛心」，鼓勵環保安

全玩具義賣；管家婆科技/極致

行動科技「環保三缺一」，以遊

戲結合環保概念；慈濟環保站鼓

勵大家使用環保筷，傳達環保就

從身邊隨手做起。廣告雜誌「筆

記王MY  NOTE」攤位，獨特

的商品力，其筆記本販售一空；

動腦雜誌社以「環保要有力，動

腦有3力」，用遊戲互動的方式

贈送雜誌。世新大學公廣系「大

口呼吸」，以盆栽鼓勵植樹環

競賽結果 單位團體 競賽結果

第一名 銘傳大學廣告系 美麗地球 從心開始

第二名 星空傳媒 STAR TV 崑山科大 Start NOW

第三名 輔仁大學廣告系 出一張嘴作環保

「資源永續園遊會」得獎名單

保；政大廣告系「最近比較環加

入粉絲團」，透過遊戲結合「臉

書」，提倡環保；銘傳大學廣告

系以「美麗地球，從心開始」為

slogan，運用大量寶特瓶的佈置

及現場遊戲，吸引大群的人潮聚

集；輔仁大學廣告系出一張嘴，

結合環保概念；文化大學廣告系

「枝解再生」，以再生卡片製作

節能減碳；崑山公廣系「綠聚

人」，以遊戲結合節能減碳。聯

瑞科技「FishFly遨遊地球 說環

保」、BabyHome寶貝家庭親子

網、風尚數位科技——FG美妝生

活評鑑購物網、巴哈姆特「跟著

巴哈姆特一起愛地球」等知名網

路公司攤位，都共同參與倡導環

保概念。

「遊街示眾」遊行

在創意遊行的部分，原訂於

西門町周邊「遊街示眾」遊行，

因天候不佳，改到原頒獎典禮場

地舞臺上舉行，利用現有的舞臺

再次展現遊行隊伍的主題及氣

勢。

學生的創意再加上龐大的

人群力量，現場掀起一波波的高

潮，歡呼聲不斷；包括了世新公

廣系的環保議題、政大廣告系的

「最近比較環」、輔大廣告系

的「今天你要嫁給我」、銘傳

廣告系的「Warning！請拯救地

球」、文化廣告系的「綠巨人，

拯救地球」及崑山公廣系「監定

不移」等。

在廣告媒體服務公司方面，

極致行動科技「環保三缺一」、

競賽結果 國小班級 執行團隊

第一名
台北市
老松國小605班

上奇廣告
銘傳廣告系

第二名
台南
大灣國小405班

高雄廣告公會
崑山公廣系

第二名
台北市
福星國小六丙班

台灣電通
政大廣告系

第三名
台北市
福星國小六甲班

偉太廣告
師大視傳系

環保創意學堂競賽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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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結果 單位團體 主題名稱

第一名 高雄廣告公會 高雄打狗廣告宮創藝陣

第二名 聯廣 做環保 馬ㄟ通

第三名 雪芃意識形態 I O U

「遊街示眾」遊行競賽結果／公司組

競賽結果 單位團體 主題名稱

第一名 銘傳大學廣告系 Warning！請拯救地球

第二名 輔仁大學廣告系 今天妳要嫁給我

第三名 崑山科大公廣系 堅定不移

「遊街示眾」遊行競賽結果／ 學校組

麥肯廣告「環保踩街」、聯廣

公司「做環保  馬ㄟ通」、貝立

德「愛護地球  守護海洋」、

媒體庫＋傳立媒體＋競立媒體

「環保愛地球」、美商環球

「MegMind」、達彼思「環保節

能」、雪芃意識形態「I O U——

節能減碳愛地球  將來才有北極

熊」及高雄市廣告公會「保護地

球創藝陣」等，展現出廣告人對

於地球環保及節能減碳的重視。

雖然這天天空不作美下著

大雨，但現場人潮擁擠，廣告人

走出戶外，不僅做公益與社會大

眾互動，更讓廣告產業更加的團

結，共同為產業努力。

第五屆台灣廣告節執行委員會成員

主任委員：MAA 程懷昌理事長（媒體庫）

委      員：TAAA 許益謙理事長（博上廣告）

               KAAA 張俊男理事長（新進廣告）

               IAA 鄭資益理事長（緯來電視網）

               4A 周筱俐理事長（偉太廣告）              

               IAMA 吳毅弘理事長（安捷達）

               學校代表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陳一香主任

文宣規劃組：傅明叡（BBDO黃禾）、吳思穎（BBDO黃禾）、

                   張正宜（星空傳媒）

節目活動／場地管理組：鄭清煌、李湯盤、賀正安（雪芃意識形態廣告）

                                   林榮崑（華懋廣告）

贊助籌募組：何宗賢（傳立媒體）、楊佳燊（傑思媒體）

廣宣公關組：向君璧（穿透力行銷）、羅列之（星傳媒體）

行政組：陳秉鴻（放國際文創）、侯榮惠（東方廣告）、王禮筠（TAAA）

             李慧美（4A）、蔡友寧（MAA）、王子蓓（IA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