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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最佳華文運用獎

年度最佳華文影片廣告獎 C0301-011 俄羅斯方塊篇 英特爾 1 英特爾 麥肯光明廣告有限公司（北京） 大陸
年度最佳華文平面廣告獎 U01 -037 NRDC-水深火熱系列之北極熊篇/企鵝篇/海豹篇 抗擊全球變暖戰役 3 自然資源保護協會 國安DDB（北京）廣告傳媒有限公司 大陸

金獎 P01 -009 眼神篇 2009玉山全國青棒投捕訓練營 1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台灣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

銅獎 P01 -034 牛肉篇 台灣地球憲章聯盟 1 台灣地球憲章聯盟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

佳作 P01 -035 點字畫-蒙娜莉莎篇 奧比斯防盲計畫 1 台灣奧比斯基金會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臺灣

佳作 P01 -036 點字畫-向日葵篇 奧比斯防盲計畫 1 台灣奧比斯基金會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臺灣

佳作 P01 -038 新型病毒篇－濫伐森林、新型病毒篇－污染空氣、新型病毒篇－無度開採 公益稿 3 公益廣告 上海佳捷廣告有限公司 大陸

金獎 P02 -025 輪椅篇/助步器篇/點滴篇 保德信投信/定期定額理財計畫 3 保德信投信 靈智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銅獎 P02 -014 《殺戮篇》、《拯救篇》、《讀書篇》 博爾赫斯書店 3 博爾赫斯書店 廣東廣旭廣告有限公司 大陸

佳作 P02 -032 DHL《旋轉門》篇 快遞服務 1 DHL 上海佳捷廣告有限公司 大陸

佳作 P02 -012 打噴嚏篇 聯廣傳播集團企業形象 1 聯廣傳播集團 聯廣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P02 -009 幕後推手篇 台灣電通 1 台灣電通 台灣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

佳作 P02 -010 不景氣行銷指南 海峽都市報 3 海峽都市報社 海峽都市報社 大陸

銀獎 P0301-002 熊貓篇 BenQ DSC E1050t 智慧觸控數位相機 1 明基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商上奇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臺灣

銅獎 P0301-005 防水手機-咖啡篇 華為G9600防水手機 1 華為 廣州市旭日因賽廣告有限公司 大陸

銅獎 P0301-022 心跳加速篇 極速賽車手 1 松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台灣

佳作 P0301-013 SWAT篇 微軟Virtualization 1 微軟公司 台灣麥肯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P0301-016 行李傳送帶篇 超堅固電腦 1 Getac DDB China Group 大陸

佳作 P0301-023 大開眼界篇 極速賽車手 1 松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台灣

銅獎 P0302-010 收費篇 QulityCare 夏季冷氣健檢 1 Ford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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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類平面類平面類平面類--------公共服務別公共服務別公共服務別公共服務別

平面類平面類平面類平面類--------企業形象別企業形象別企業形象別企業形象別

平面類平面類平面類平面類--------商品別商品別商品別商品別3333CCCC產業項產業項產業項產業項

從缺

年度最大獎年度最大獎年度最大獎年度最大獎

平面類平面類平面類平面類--------商品別交通項商品別交通項商品別交通項商品別交通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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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時報世界華文廣告獎獲獎名單第十六屆時報世界華文廣告獎獲獎名單第十六屆時報世界華文廣告獎獲獎名單第十六屆時報世界華文廣告獎獲獎名單

銅獎 P0302-014 甲蟲篇之一／甲蟲篇之二／甲蟲篇之三 獵豹汽車 3 長豐集團 廣東省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大陸

佳作 P0302-002 飛機篇 福斯汽車Golf GTI 1 太古標達汽車 博上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P0302-008 臨檢篇 QulityCare 夏季冷氣健檢 1 Ford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台灣

佳作 P0302-009 問路篇 QulityCare 夏季冷氣健檢 1 Ford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台灣

佳作 P0302-017 MG 7L 加長版形象廣告《中縫篇》-《悉尼歌劇院篇》，《摩天輪篇》 MG汽車 2 上海汽車集團 威漢行銷傳播集團（上海） 大陸

銀獎 P0303-006 不見不煩系列－門房大爺篇、宅男篇、幼齒篇、白領篇、麻將老大篇 “湯達人”速食麵 5 統一企業（中國）投資有限公司 上海騰邁廣告有限公司 大陸

銀獎 P0303-017 忍不住系列:車站篇/校園篇 卡迪那德州薯條 2 聯華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銅獎 P0303-002 不見不煩－宅男篇 “湯達人”速食麵 1 統一企業（中國）投資有限公司 上海騰邁廣告有限公司 大陸

佳作 P0303-001 不見不煩－門房大爺篇 “湯達人”速食麵 1 統一企業（中國）投資有限公司 上海騰邁廣告有限公司 大陸

佳作 P0303-003 不見不煩－幼齒篇 “湯達人”速食麵 1 統一企業（中國）投資有限公司 上海騰邁廣告有限公司 大陸

佳作 P0303-009 生命陽光-狗篇 生命陽光-奶粉 1 生命陽光 廣州市旭日因賽廣告有限公司 大陸

銀獎 P0304-022 上班族系列:面試篇/空白篇/薪水篇 DyDo-D1 3 統一企業（股）公司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銅獎 P0304-023 水花篇 MiU 海洋深層水 1 日商大德飲料股份有限公司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P0304-011 電車篇 每朝健康綠茶 1 維他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普陽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P0304-019 海尼根『異口同聲』之開門篇Z拉頁 海尼根啤酒 1 海尼根 李奧貝納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銅獎 P0305-004 ZSAZSAZSU 2008/2009 秋冬產品形象廣告 大腦篇 喉嚨篇 手篇 子宮篇 ZSAZSAZSU 4 廣州集高貿易有限公司 上海奧美廣告有限公司 大陸

銅獎 P0305-014 包屁－電梯 空氣清新劑 1 “天天” DDB China Group 大陸

銅獎 P0305-015 包屁－地鐵 空氣清新劑 1 “天天” DDB China Group 大陸

銅獎 P0305-020 綻放系列：碗盤篇/湯匙篇/筷子篇 毛寶洗碗精 3 毛寶股份有限公司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P0305-021 碗盤篇 毛寶洗碗精 1 毛寶股份有限公司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P0305-022 湯匙篇 毛寶洗碗精 1 毛寶股份有限公司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銅獎 P0306-007 惠州光耀城·先生的湖 眾望光耀城系列稿 5 惠州眾望光耀城房地產有限公司 黑弧奧美廣告傳媒深圳公司 大陸

佳作 P0306-002 守護真財富系列稿 青山鎮二期三區/守護真財富系列稿 2 大陸工程青山鎮 奧美行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平面類平面類平面類平面類--------商品別食品項商品別食品項商品別食品項商品別食品項

平面類平面類平面類平面類--------商品別飲料項商品別飲料項商品別飲料項商品別飲料項

平面類平面類平面類平面類--------商品別家庭及個人用品項商品別家庭及個人用品項商品別家庭及個人用品項商品別家庭及個人用品項

平面類平面類平面類平面類--------商品別建築裝潢項商品別建築裝潢項商品別建築裝潢項商品別建築裝潢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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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P0306-006 天津·萬科東麗湖 天津萬科-大城光陰系列稿 5 天津萬科房地產有限公司 黑弧奧美廣告傳媒深圳公司 大陸

佳作 P0306-011 每只菜鳥都有鷹的夢想 鼎科·阿布阿布 3 重慶鼎科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重慶高戈廣告有限責任公司 大陸

佳作 P0306-013 《麥田情感系列》 房地產 5 杭州市房地產聯合開發總公司 杭州及時溝通廣告有限公司 大陸

佳作 P0306-015 翡翠綠洲育才陽光系列 翡翠綠洲 4 香江集團 廣東黑馬廣告有限公司 大陸

金獎 P0310-006 混淆系列-手篇 奔肌 1 嬌生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台灣

銀獎 P0310-010 手篇 鈣維佳發泡錠 1 台灣拜耳集團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台灣

銅獎 P0310-002 保密系列：年齡篇\體重篇\三圍篇 醫學整形服務 3 長沙華美醫學整形醫院 長沙盛美廣告有限公司 大陸

銅獎 P0310-007 混淆系列-腳篇 奔肌 1 嬌生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台灣

佳作 P0310-003 轉脖子系列：左右篇\上下篇\散開篇\轉圈篇 頸椎治療儀 4 湖南鴻星堂醫藥用品公司 長沙盛美廣告有限公司 大陸

佳作 P0310-011 腳篇 鈣維佳發泡錠 1 台灣拜耳集團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台灣

金獎 P0311-023 ING理賠快速通道廢話少說系列之一二三 ING理賠快速通道 3 首創安泰人壽保險公司 國安DDB（北京）廣告傳媒有限公司 大陸

銀獎 P0311-022 輪椅篇/助步器篇/點滴篇 保德信投信/定期定額理財計畫 3 保德信投信 靈智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銀獎 P0311-008 眼神篇 2009玉山全國青棒投捕訓練營 1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台灣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P0311-013 門徒篇 我是大衛廣告 1 我是大衛廣告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P0311-015 互動遊戲系列(找碴遊戲A/B篇/移動遊戲篇/火柴棒遊戲篇/數學習題篇/分配遊戲篇) 綜合廣告代理商聯合廣告 6 11家綜合廣告代理商Advertising agency alliance 李奧貝納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 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 廣告主廣告主廣告主廣告主 參賽公司參賽公司參賽公司參賽公司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銀獎 C01 -011 企鵝篇、北極熊篇 味全節能減碳推廣活動 2 味全食品 香港商上奇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台灣

佳作 C01 -017 追逐篇 中國反家庭暴力組織 1 中國反家庭暴力組織 DDB China Group 大陸

佳作 C01 -019 保護野生動物之《黑鯨篇》《企鵝篇》《熊貓篇》 公益廣告 3 貴州省精神文明辦 貴州天馬廣告公司 大陸

佳作 C01 -022 獨居老人篇 花旗聯勸08’募款-愛的故事，由你開始 1 花旗/聯合勸募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台灣

佳作 C01 -023 脊髓受創篇 花旗聯勸08’募款-愛的故事，由你開始 1 花旗/聯合勸募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台灣

佳作 C01 -024 失業遊民篇 花旗聯勸08’募款-愛的故事，由你開始 1 花旗/聯合勸募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台灣

銀獎 C02 -025 針灸篇 音樂電臺 1 貴州人民音樂電臺 貴州天馬廣告公司 大陸

平面類平面類平面類平面類--------商品別醫療保健項商品別醫療保健項商品別醫療保健項商品別醫療保健項

 平面類 平面類 平面類 平面類--------商品別其他項商品別其他項商品別其他項商品別其他項

影片類影片類影片類影片類--------公共服務別公共服務別公共服務別公共服務別

影片類影片類影片類影片類--------企業形象別企業形象別企業形象別企業形象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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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廣告年鑑中華民國廣告年鑑中華民國廣告年鑑中華民國廣告年鑑22                                         22                                         22                                         22                                         ADVERTISING YEARBOOK TAIWANADVERTISING YEARBOOK TAIWANADVERTISING YEARBOOK TAIWANADVERTISING YEARBOOK TAIWAN, , , , 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REPUBLIC OF CHINA,,,,2009200920092009----2010201020102010

第十六屆時報世界華文廣告獎獲獎名單第十六屆時報世界華文廣告獎獲獎名單第十六屆時報世界華文廣告獎獲獎名單第十六屆時報世界華文廣告獎獲獎名單

銀獎 C02 -028 數數篇 佳得樂 1 百事國際 DDB China Group 大陸

銅獎 C02 -005 走路篇/謝震武篇 阿瘦皮鞋3E耐走鞋 2 阿瘦皮鞋 達一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C02 -002 灕江篇 浦發銀行信用卡 1 浦發信用卡 Can Create 大陸

佳作 C02 -004 挑房子篇 信義房屋 1 信義房屋 達一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C02 -006 用愛打敗篇 Pay Easy購物網站 1 PayEasy 達一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金獎 C0301-011 俄羅斯方塊篇 英特爾 1 英特爾 麥肯光明廣告有限公司（北京） 大陸

銀獎 C0301-015 未來這一家系列 Intel 7 Intel 台灣麥肯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銅獎 C0301-022 愛情加速度篇 聯想lenovo IdeaPad Y530 筆記本電腦 1 聯想lenovo 北京電通廣告有限公司 大陸

佳作 C0301-012 泡泡龍篇 英特爾 1 英特爾 麥肯光明廣告有限公司（北京） 大陸

佳作 C0301-017 未來這一家 - 蒼蠅篇 Intel 1 Intel 台灣麥肯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C0301-018 未來這一家 - 關燈篇 Intel 1 Intel 台灣麥肯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金獎 C0302-011 彎道情人篇 Kymco Racing 1 光陽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台灣

佳作 C0302-003 追風篇 Outlander 2.4 1 中華三菱 李奧貝納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C0302-004 英鎊篇 Ford Mondeo 1 Ford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台灣

佳作 C0302-005 美鈔篇 Ford Mondeo 1 Ford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台灣

佳作 C0302-006 日圓篇 Ford Mondeo 1 Ford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台灣

佳作 C0302-012 1永遠聽我的好朋友-忠誠的紅tini2寒風中夾腳拖追車-純愛的白tini3舞出幸福-粉紅芭蕾tini 三陽機車tini 100 EFi 3 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允想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金獎 C0303-004 玩味無限系列－心跳彩虹/哭出彩虹/聽出彩虹 彩虹糖 3 箭牌糖果（中國）有限公司 上海騰邁廣告有限公司 大陸

銀獎 C0303-018 再見篇 禮坊彌月禮盒 1 宏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台灣

佳作 C0303-001 麥當勞真朋友大測試 麥當勞 1 麥當勞（中國）有限公司 上海騰邁廣告有限公司 大陸

佳作 C0303-010 停電加油篇 我的點心時刻 1 味丹 李奧貝納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C0303-013 大師篇 卡迪那厚切洋芋片 1 聯華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金獎 C0304-003 香港益力多40週年電視廣告 - 闔家篇, 舞會篇, 士多（雜貨店）篇 益力多 3 香港益力多乳品有限公司 電通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影片類影片類影片類影片類--------商品別 交通項商品別 交通項商品別 交通項商品別 交通項

影片類影片類影片類影片類--------商品別 食品項商品別 食品項商品別 食品項商品別 食品項

影片類影片類影片類影片類--------商品別 商品別 商品別 商品別 3333CCCC產業項產業項產業項產業項

影片類影片類影片類影片類--------商品別 飲料項商品別 飲料項商品別 飲料項商品別 飲料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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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 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 廣告主廣告主廣告主廣告主 參賽公司參賽公司參賽公司參賽公司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中華民國廣告年鑑中華民國廣告年鑑中華民國廣告年鑑中華民國廣告年鑑22                                         22                                         22                                         22                                         ADVERTISING YEARBOOK TAIWANADVERTISING YEARBOOK TAIWANADVERTISING YEARBOOK TAIWANADVERTISING YEARBOOK TAIWAN, , , , 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REPUBLIC OF CHINA,,,,2009200920092009----2010201020102010

第十六屆時報世界華文廣告獎獲獎名單第十六屆時報世界華文廣告獎獲獎名單第十六屆時報世界華文廣告獎獲獎名單第十六屆時報世界華文廣告獎獲獎名單

銀獎 C0304-013 數數篇 佳得樂 1 百事國際 DDB China Group 大陸

銅獎 C0304-011 Teaser篇/主題篇/媽豆篇 黑松茶花綠茶 3 黑松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銅獎 C0304-012 空間篇 Pepsi Mini 1 百事 天聯廣告 大陸

佳作 C0304-010 開始系列: 1.校園篇/2.超商篇 開喜烏龍茶 2 德記洋行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銀獎 C0305-008 留一些空間篇 BOBSON寬潮作牛仔褲 1 利寶成衣股份有限公司 大於製作 台灣

銅獎 C0305-002 走路篇/謝震武篇 阿瘦皮鞋3E耐走鞋 2 阿瘦皮鞋 達一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C0306-001 挑房子篇 信義房屋 1 信義房屋 達一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C0306-006 魔術篇 IKEA 新品上市 1 宜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C0306-008 捉迷藏篇 櫻花整體廚房 1 櫻花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台灣

銀獎 C0308-005 夜宴篇 VISA Card 1 VISA 天聯廣告 大陸

銀獎 C0308-006 刷爆篇 Smart Pay 1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偉太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銀獎 C0308-008 天臺篇 萬泰銀行2.8％高利定存 1 萬泰銀行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C0308-002 錯認篇、示好篇、救美篇 中國信託多元優惠 3 中國信託 聯廣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銀獎 C0311-007 決鬥篇 開心網龍online 1 網龍網路有限公司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銅獎 C0311-018 體罰篇 Playa 休閒鞋通路活動 1 老牛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C0311-005 捕頭篇 開心網龍online 1 網龍網路有限公司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C0311-006 把妹篇 開心網龍online 1 網龍網路有限公司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C0311-011 捕頭篇/把妹篇/決鬥篇 開心網龍 3 網龍網路有限公司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C0311-017 徵選篇 Playa 休閒鞋通路活動 1 老牛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 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 廣告主廣告主廣告主廣告主 參賽公司參賽公司參賽公司參賽公司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銀獎 R -017 開示篇 勁量電池 1 美商勁量舒適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台灣

銀獎 R -018 求情篇 波蜜一日蔬果 1 波蜜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台灣

影片類影片類影片類影片類--------商品別 其他項商品別 其他項商品別 其他項商品別 其他項

影片類影片類影片類影片類--------商品別 建築裝潢項商品別 建築裝潢項商品別 建築裝潢項商品別 建築裝潢項

影片類影片類影片類影片類--------商品別 金融服務項商品別 金融服務項商品別 金融服務項商品別 金融服務項

影片類影片類影片類影片類--------商品別 家庭及個人用品項商品別 家庭及個人用品項商品別 家庭及個人用品項商品別 家庭及個人用品項

廣播類 廣播類 廣播類 廣播類 ((((不分類不分類不分類不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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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 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 廣告主廣告主廣告主廣告主 參賽公司參賽公司參賽公司參賽公司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中華民國廣告年鑑中華民國廣告年鑑中華民國廣告年鑑中華民國廣告年鑑22                                         22                                         22                                         22                                         ADVERTISING YEARBOOK TAIWANADVERTISING YEARBOOK TAIWANADVERTISING YEARBOOK TAIWANADVERTISING YEARBOOK TAIWAN, , , , 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REPUBLIC OF CHINA,,,,2009200920092009----2010201020102010

第十六屆時報世界華文廣告獎獲獎名單第十六屆時報世界華文廣告獎獲獎名單第十六屆時報世界華文廣告獎獲獎名單第十六屆時報世界華文廣告獎獲獎名單

銅獎 R -009 教務處廣播篇 白蘭氏學進雞精 1 白蘭氏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R -003 字母篇 阿Q桶麵 1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通國華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R -019 威脅篇 波蜜一日蔬果 1 波蜜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台灣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 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 廣告主廣告主廣告主廣告主 參賽公司參賽公司參賽公司參賽公司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金獎 U01 -037 NRDC-水深火熱系列之北極熊篇/企鵝篇/海豹篇 抗擊全球變暖戰役 3 自然資源保護協會 國安DDB（北京）廣告傳媒有限公司 大陸

銅獎 U01 -011 ZSAZSAZSU 2008/2009 秋冬產品形象廣告 大腦篇/喉嚨篇/手篇/子宮篇 ZSAZSAZSU 4 廣州集高貿易有限公司 上海奧美廣告有限公司 大陸

銅獎 U01 -028 眼神篇 2009玉山全國青棒投捕訓練營 1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台灣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U01 -005 Stella Luna 2009/2010 秋冬產品形象廣告 多腳戀篇 Stella Luna 1 興記九興貿易（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奧美廣告有限公司 大陸

佳作 U01 -043 綻放系列：碗盤篇/湯匙篇/筷子篇 毛寶洗碗精 3 毛寶股份有限公司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金獎 U02 -029 X光片燈箱篇 戒菸專線服務中心 1 戒菸專線服務中心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銅獎 U02 -007 2009 賀年卡篇 JWT 形象 1 JWT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台灣

佳作 U02 -009 NRDC-極地動物系列蠟燭篇 抗擊全球變暖戰役 1 自然資源保護協會 國安DDB（北京）廣告傳媒有限公司 大陸

佳作 U02 -014 麻煩製造者篇 頑皮套套 4 頑皮套套 漢唐國際文化傳播集團 大陸

佳作 U02 -019 鋼拉索橋篇 強力膠水 1 安特固 DDB China Group 大陸

銀獎 U03 -014 水槍篇 李施德霖漱口水 1 李施德霖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台灣

佳作 U03 -005 華碩車載GPS導航儀-轉對路篇 華碩車載GPS導航儀 1 神州數碼有限公司 國安DDB（北京）廣告傳媒有限公司 大陸

佳作 U03 -013 墨水篇 卡迪那章魚口味 1 聯華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環境媒體運用類環境媒體運用類環境媒體運用類環境媒體運用類--------傳統戶外媒體別傳統戶外媒體別傳統戶外媒體別傳統戶外媒體別

環境媒體運用類環境媒體運用類環境媒體運用類環境媒體運用類--------非傳統戶外媒體別非傳統戶外媒體別非傳統戶外媒體別非傳統戶外媒體別

環境媒體運用類環境媒體運用類環境媒體運用類環境媒體運用類--------店頭銷售促成物別店頭銷售促成物別店頭銷售促成物別店頭銷售促成物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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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 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 廣告主廣告主廣告主廣告主 參賽公司參賽公司參賽公司參賽公司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中華民國廣告年鑑中華民國廣告年鑑中華民國廣告年鑑中華民國廣告年鑑22                                         22                                         22                                         22                                         ADVERTISING YEARBOOK TAIWANADVERTISING YEARBOOK TAIWANADVERTISING YEARBOOK TAIWANADVERTISING YEARBOOK TAIWAN, , , , 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REPUBLIC OF CHINA,,,,2009200920092009----2010201020102010

第十六屆時報世界華文廣告獎獲獎名單第十六屆時報世界華文廣告獎獲獎名單第十六屆時報世界華文廣告獎獲獎名單第十六屆時報世界華文廣告獎獲獎名單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 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 廣告主廣告主廣告主廣告主 參賽公司參賽公司參賽公司參賽公司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製作者

最佳對白(文案) PA01-013 上班族系列:面試篇/空白篇/薪水篇 DyDo-D1 3 統一企業（股）公司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李宗柱

最佳美術指導 PA02-022 湯匙篇 毛寶洗碗精 1 毛寶股份有限公司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游明仁/邱金蘭

最佳電腦特效 PA04-009 水花篇 MiU 海洋深層水 1 日商大德飲料股份有限公司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王俊源 / 郟兆皖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 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 廣告主廣告主廣告主廣告主 參賽公司參賽公司參賽公司參賽公司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製作者

最佳對白(文案)獎 CA01-003 留一些空間篇 BOBSON寬潮作牛仔褲 1 利寶成衣股份有限公司 大於製作 台灣 劉興蓉、蔡明丁、傅文慧

最佳攝影獎 CA03-003 新奢華幸福篇 奇美液晶電視 1 奇美公司 台灣麥肯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于光維(Jimmy Yu)

最佳美術指導獎 CA04-006 大師篇 卡迪那厚切洋芋片 1 聯華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游明仁/李佳憲/顏嘉彰/羅仁易

最佳剪輯獎 CA05-004 Non Stop Canon HF10 1 Canon HK Ltd Touches Ltd 香港 Ball Jai@Touches Ltd

最佳電腦特效獎 CA07-012 企鵝篇、北極熊篇 味全節能減碳推廣活動 2 味全食品 香港商上奇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台灣 先濤數碼

技術類技術類技術類技術類（（（（平面平面平面平面)--)--)--)--對白對白對白對白((((文案文案文案文案))))

從缺

技術類技術類技術類技術類((((平面平面平面平面) --) --) --) --美術指導美術指導美術指導美術指導

技術類技術類技術類技術類（（（（平面平面平面平面))))－－－－攝影攝影攝影攝影

技術類技術類技術類技術類（（（（平面平面平面平面)-)-)-)-電腦特效電腦特效電腦特效電腦特效

技術類技術類技術類技術類((((影片影片影片影片)  )  )  )  電腦特效電腦特效電腦特效電腦特效

技術類技術類技術類技術類((((影片影片影片影片)  )  )  )  美術指導美術指導美術指導美術指導

技術類技術類技術類技術類((((影片影片影片影片)  )  )  )  剪輯剪輯剪輯剪輯

從缺 

技術類技術類技術類技術類((((影片影片影片影片)  )  )  )  音效音效音效音效

技術類技術類技術類技術類((((影片影片影片影片)-)-)-)-對白對白對白對白((((文案文案文案文案))))

技術類技術類技術類技術類((((影片影片影片影片) ) ) ) 導演導演導演導演

技術類 技術類 技術類 技術類 ((((影片影片影片影片) ) ) ) 攝影攝影攝影攝影

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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