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獎項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參賽公司
年度最佳

平面廣告
統一植醇牛奶 小兵篇 1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年度最佳

影片廣告
FORD FOCUS TDCi 旅程篇 1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獎項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參賽公司
金像獎 聯合勸募搶救危機家庭 電影院篇 3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銀像獎 聯合勸募搶救危機家庭 電影時刻表篇 1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銅像獎 公益宣導 沒用-互動篇/沒用篇/笨篇/沒出息篇 4 台灣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戒菸專線服務中心 X光片系列-脊椎篇/手骨篇/盤骨篇 3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戒菸專線服務中心 脊椎篇 1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鞋帶篇 1 聯眾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獎項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參賽公司
金像獎 中國時報全新改版 洪水猛獸篇/時尚洪流篇 2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銀像獎 肌樂 樹藤篇/鋼筋篇 2 BBDO黃禾國際廣告

銅像獎 元本山海苔 門簾篇 1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動腦雜誌 巷戰篇 1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佳作 全聯福利中心 牛奶篇/衛生棉篇/口香糖篇/茶包篇 4 奧美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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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屆時報廣告金像獎得獎名單第三十一屆時報廣告金像獎得獎名單第三十一屆時報廣告金像獎得獎名單第三十一屆時報廣告金像獎得獎名單

平面類

公共服務別

企業形象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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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我是大衛 劉廣和系列 2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獎項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參賽公司
佳作 微軟System Center 複製世界篇 1 台灣麥肯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Airwaves口香糖 停電篇 2 恆美國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Mercedes-Benz AMG 味道篇 1 奧美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獎項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參賽公司
金像獎 馬自達維修廠 語言篇 1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銀像獎 米其林輪胎 胎紋篇 1 恆美國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銅像獎 Volvo汽車 Volvo藏身系列 A柱篇/B柱篇/C柱篇 3 靈智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FORD QUALITY CARE 暖身操篇 1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佳作 ESCAPE 泥巴杯篇 1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佳作 Mazda 2 前導 港口篇 1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獎項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參賽公司
金像獎 哇齊 青豆酥 施主篇 1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銀像獎 卡迪那厚切洋芋片 踢到系列 老人篇/女人篇/小孩篇 3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銅像獎 元本山海苔 門簾篇 1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Airwaves口香糖 瞌睡篇系列 2 恆美國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統一麵 守則篇 1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佳作 哇齋 品牌廣告 吃素治百症篇 1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環境媒體創意別

交通項

食品項

飲料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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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參賽公司
金像獎 統一植醇牛奶 小兵篇 1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銀像獎 台北捷運報系列 噴嚏篇/盜壘篇/情書篇/火影篇/皺紋篇 5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銅像獎 復刻良品 胃覺篇/口感篇 2 博達華商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山崎單一麥芽威士忌 雪地篇 1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佳作 AB優酪乳 漢堡篇 1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DyDo咖啡 豆的理由篇 1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獎項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參賽公司
銅像獎 3M家用全產品 金庸系列 4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3M快乾拖把 滅絕師太克金毛獅王篇 1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3M強效魔布 趙敏克張無忌篇 1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3M快乾頭巾 郭靖克金輪法王篇 1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3M除霉劑 虛竹克梅超風篇 1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柔情面紙 點痣篇 1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獎項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參賽公司
銀像獎 李施德霖 漱口水 舞池篇/酒吧篇 2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銅像獎 NIKE鞋測活動 測試篇 1 奧美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Timberland 馴鹿篇 1 偉太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NIKE金不讓 陳金鋒篇/彭政閩篇/曹錦輝篇/胡金龍篇 4 奧美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李施德霖 漱口水 舞池篇 1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佳作 李施德霖 漱口水 酒吧篇 1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家庭用品項

個人用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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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參賽公司
銅像獎 奇美液晶顯示器 魔獸世界-化妝篇/沙灘排球-減鼻毛篇/最後一戰-敷臉篇 3 台灣麥肯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奇美液晶顯示器 魔獸世界-化妝篇 1 台灣麥肯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奇美液晶顯示器 沙灘排球-剪鼻毛篇 1 台灣麥肯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微軟System Center 複製世界篇 1 台灣麥肯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Sony LT04 游泳圈篇 1 聯廣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Sony隨身碟 同一掛篇 1 聯廣股份有限公司

獎項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參賽公司
佳作 惠宇科博仰森 心有多大/一生不渝/上帝量尺 3 左岸廣告有限公司

佳作 信義18號 信義18號-文字篇 3 新聯信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信義18號 信義18號-圖象篇 3 新聯信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富裔山 芭蕾舞篇 1 偉太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櫻花整體廚房 地圖篇 1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佳作 信義房屋 信義為人民服務篇 1 達一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獎項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參賽公司
銀像獎 華航精緻旅遊 一天的遊程--巴黎篇/羅馬篇 2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華航與捷克航空聯盟 人偶篇 1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華航精緻旅遊 五日遊--義大利篇/澳洲篇 2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FENISIA HOTEL汎麗雅酒店 戲水篇 1 聯眾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華航精緻旅遊 一天的遊程羅馬篇 1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觀光旅遊項

電腦資訊項

建築裝潢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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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華航周末包機 四個航點篇 1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獎項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參賽公司
銅像獎 荷蘭銀行 荷銀華航卡折飛機篇 1 靈智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新世界股票基金 可樂篇/手機篇/方便麵篇 3 意識形態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AIG友邦環球投資 選擇篇 1 奧美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遠銀台塑省油卡 石油篇 1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明台產物保險 車子篇/房子篇 2 奧美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保德信投信 保德信投信 老小孩系列-阿公篇 阿媽篇 2 靈智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獎項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參賽公司
金像獎 6吋披薩 一個人系列 最後的晚餐篇/硫磺島篇/清明上河圖篇 3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銀像獎 6吋披薩 清明上河圖篇 1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銅像獎 6吋披薩 硫磺島篇 1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香檳2 Pub 酒杯暈眩系列篇 4 恆美國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全聯福利中心 牛奶篇/衛生棉篇/口香糖篇/茶包篇 4 奧美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6吋披薩 最後的晚餐篇 1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獎項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參賽公司
金像獎 肌樂 樹藤篇/鋼筋篇 2 BBDO黃禾國際廣告

銅像獎 統一黃金蜆錠 開眼篇 1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整形外科診所 豐胸療程 挺得住篇 1 博達華商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白蘭氏兒童雞精 女孩篇 1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服務項

通路服務項

醫療保健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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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3M防水透氣繃 水立方篇 1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大統維骨力 維骨力—古典床篇/現代床篇 2 靈智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獎項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參賽公司
金像獎 中國時報國際版 洪水猛獸篇 1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銀像獎 MSN Messanger MSN Messanger-太胖篇/夢想篇/結婚篇系列 3 靈智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銅像獎 中國時報時尚版 時尚洪流篇 1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我是大衛 劉廣和系列 2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趴趴走機器人 切洋蔥篇 1 聯廣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動腦雜誌 巷戰篇/田徑篇/賽馬篇 3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獎項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參賽公司
金像獎 公益宣導 沒用篇、笨篇 2 台灣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銀像獎 伊甸文教基金會 距離篇 1 聯眾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銅像獎 聯合勸募危機家庭 男孩篇 1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佳作 聯合勸募危機家庭 女孩篇 1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佳作 玻璃娃娃篇 母親節形象廣告 1 人間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ING安泰人壽 ING台北馬拉松父女篇 1 達一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獎項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參賽公司
金像獎 明台產物保險 車子篇 1 奧美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銀像獎 明台產物保險 房子篇 1 奧美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其它項

影片類

公共服務別

企業形象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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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像獎 全聯福利中心 防颱宣導篇 1 奧美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奇美液晶電視 奢華幸福篇 1 台灣麥肯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萬安生命 萬安生命 冰淇淋篇 1 靈智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元本山海苔 捨不得篇 1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獎項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參賽公司
銀像獎 Kolin數位液晶顯示器 彩虹篇 1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銅像獎 聲寶數位變頻洗衣機 鄰居篇 1 太笈策 略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奇美液晶電視 奢華幸福篇 1 台灣麥肯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趴趴走掃地機器人 當家篇 1 聯廣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聲寶數位變頻冷氣 浪漫篇 1 太笈策 略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聲寶數位變頻冷氣 足不出戶篇 1 太笈策 略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獎項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參賽公司
金像獎 FORD FOCUS TDCi 旅程篇 1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金像獎 Mazda5 Mazda5 狗狗篇 1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銀像獎 FORD NEW MONDEO 工作篇 1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銅像獎 FORD NEW MONDEO 家庭篇 1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佳作 格上租車 恐龍篇/隕石篇/飛碟篇 3 太笈策 略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Mercedes-Benz S-Class Santa 1 奧美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獎項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參賽公司
金像獎 維力張君雅小妹妹捏碎麵 點名篇 1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電器項

交通項

食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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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像獎 元本山海苔 捨不得篇 1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銅像獎 Zespri紐西蘭奇異果 單車篇 1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維力炸醬 領袖篇 1 太笈策 略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維力張君雅小妹妹零食系列 劉自強篇 1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肯德基 爺爺篇 1 奧美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味全廚易料理醬 錯字/數學/小黑/飯桶篇 4 華威葛瑞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獎項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參賽公司
銀像獎 保力達蠻牛 保力達蠻牛 3 歡璽影像工作室

銅像獎 波蜜果菜汁 海產篇/火鍋篇 2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維他露P 歌舞篇 1 普陽廣告公司

佳作 波蜜果菜汁 麵店篇 1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復刻良品 撞球篇/保齡球篇 2 博達華商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多喝水Waterman 購物頻道篇/焦點新聞篇 2 奧美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獎項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參賽公司
銅像獎 et boite箱子牛仔褲 et boite牛仔褲夾娃娃篇 1 大演製作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五月花乳霜面紙 包餛飩篇 1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自然美 fonperi 燈篇 1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佳作 NIKE 相信篇 1 奧美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adidas 金牌篇 1 台灣阿迪達斯(股)公司

佳作 adidas 汗水篇 1 台灣阿迪達斯(股)公司

個人用品項

建築裝潢項

飲料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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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參賽公司
銀像獎 信義房屋 信義成家篇 2 達一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銅像獎 櫻花熱水器 送安檢篇 1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佳作 凱撒衛浴 Relax篇 1 意派廣告有限公司

佳作 HCG 智慧型超級馬桶 HCG—愛上他篇 1 喜堤行銷策略(股)公司

佳作 10Days 睡眠醫學床 10days（睡覺篇） 1 印堂創作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信義房屋 信義四大保障篇 2 達一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獎項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參賽公司
銀像獎 NOKIA N81＋HINET 地鐵篇 1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銅像獎 MOD 面試篇／完美生活篇 2 李奧貝納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威寶電信/成功599 林怡君篇 1 聯廣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HTC+ HINET 轉圈篇 1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中華電信企業節能減碳服務 流失篇 1 李奧貝納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中華電信MOD 中華電信MOD MLB推沙發篇 1 李奧貝納股份有限公司

獎項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參賽公司
金像獎 明台產物保險 車子篇 1 奧美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銀像獎 明台產物保險 車子篇/房子篇 2 奧美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銅像獎 ING安泰人壽 ING台北馬拉松父女篇 1 達一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AIG友邦環球投資 選擇篇 1 奧美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台灣彩券-威力彩 小島篇 1 聯廣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明台產物保險 房子篇 1 奧美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通訊事務項

金融服務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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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參賽公司
銀像獎 全聯福利中心 防颱宣導篇 1 奧美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銅像獎 B&Q特力屋 冷氣CEO專業服務 隨便賣篇 1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佳作 神腦國際 集體創作篇 1 奧美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7-ELEVEn形象 童年篇 1 吳是廣告企劃有限公司

佳作 全聯福利中心 兒童保護基金會 1 奧美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全聯福利中心 兒童保護基金會/動物保育協會 2 奧美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獎項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參賽公司
金像獎 鈊象電子全民大問答 搶匪篇 1 奧美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銀像獎 yahoo奇摩搜尋 舊情人系列篇 11 奧美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銅像獎 鈊象電子全民大問答 電梯篇/搶匪篇/熱吻篇 3 奧美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全店聯促 好神公仔篇 網路版 1 台灣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鈊象電子唯舞獨尊 尖叫篇 1 奧美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鈊象電子唯舞獨尊 撞柱篇 1 奧美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獎項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參賽公司
金像獎 白蘭氏蜆精 肝臟人篇 1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白蘭氏冰糖燕窩 相親篇 1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戒煙必試 泡泡篇 1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佳作 白蘭氏活顏馥莓飲 天心篇 1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戒煙必試 溫度計篇 1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通路服務項

網站項

醫療保健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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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撒隆適布 撒隆適布 刑事篇 1 博報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獎項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參賽公司
銀像獎 Tutor ABC 方便篇 1 聯廣股份有限公司

銅像獎 五月花衛生紙 白色巨塔篇 1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萬安生命 萬安生命 冰淇淋篇 1 靈智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五月花三層衛生紙 最後一抽篇 1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五月花衛生紙 放大問題篇 1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台灣高鐵自由座 隨你便篇 1 奧美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獎項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參賽公司
銀像獎 李施德霖漱口水 驪歌送別篇 1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銅像獎 Mazda 安室奈美惠演唱會SP 謝謝篇 1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佳作 IKEA絕版品出清 不只五子登科篇 1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統一黃金蜆錠 打巴掌篇 1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統一黃金蜆錠 語音導航篇 1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卡迪那厚切洋芋片 賣火柴的女孩篇 1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獎項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參賽公司
金像獎 伏冒加強錠 藥袋篇 1 奧美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銀像獎 聯合勸募搶救危機家庭 電影時刻表篇 1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銅像獎 FORD FOCUS TDCi 路標篇 1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廣播類

環境媒體運用類

傳統戶外媒體別

其它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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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戒煙必試 戒煙必試篇 1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佳作 麥當勞24小時歡樂送 麥當勞歡樂送戶外看版 1 李奧貝納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戒菸專線服務中心 X光片系列-脊椎篇/手骨篇/盤骨篇 3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獎項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參賽公司
金像獎 荷蘭銀行 荷銀華航卡 折飛機篇 1 靈智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銀像獎 中華電信 擦手紙砍樹篇 1 李奧貝納股份有限公司

銅像獎 福特保育暨環保獎 節能減碳宣導 創意插座蓋 1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佳作 MAZDA 全車系SP 油桶車篇 1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佳作 NIKE Training 鍛鍊篇 1 奧美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明台產物保險 保護車子篇 1 奧美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獎項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參賽公司
金像獎 FORD QualityCare延長營業時間 印章篇 1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銀像獎 NOKIA E65手機 行動辦公室篇 1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維力張君雅小妹妹捏碎麵 張君雅小妹妹捏碎麵 1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維力張君雅小妹妹零食 張君雅小妹妹公仔促銷 1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光陽Racing Racing搖搖牌壓車篇 1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佳作 元本山海苔 日式門簾篇 1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獎項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參賽公司
金像獎 Mazda5 Mazda5 狗狗篇 1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店頭銷售促成物別

技術類

導演(影片)

非傳統戶外媒體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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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像獎 白蘭氏蜆精 肝臟人篇 1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銅像獎 FORD NEW MONDEO 工作篇 1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佳作 FORD NEW MONDEO 家庭篇 1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佳作 Mercedes-Benz S-Class Santa 1 奧美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yahoo奇摩搜尋 舊情人系列篇 11 奧美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獎項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參賽公司
銀像獎 Mercedes-Benz S-Class Santa 1 奧美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銅像獎 Mercedes-Benz CDI 油畫篇 1 奧美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PIONEER KURO 電漿電視 女神篇 1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New Bluebird 2.0 四月的雨天篇/月亮篇/沒人旅行篇/初雪篇 4 意識形態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台灣彩券-威力彩 異象篇 1 聯廣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復刻良品 撞球篇/保齡球篇 2 博達華商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獎項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參賽公司
銀像獎 明台產物保險 車子篇 1 奧美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銅像獎 維力張君雅小妹妹捏碎麵 點名篇 1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FORD NEW MONDEO 家庭篇 1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佳作 FORD NEW MONDEO 工作篇 1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佳作 伊甸文教基金會 距離篇 1 聯眾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味全廚易料理醬 鍋子鍋鏟篇 1 華威葛瑞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味全廚易料理醬 數學篇 1 華威葛瑞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文案(影片)

音效(影片)

美術指導(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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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參賽公司
金像獎 波蜜果菜汁 麵店篇/海產篇/火鍋篇 3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銀像獎 Zespri紐西蘭奇異果 單車篇 1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銅像獎 可樂果 吃不到篇 1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健康茶舖 蟲鳴篇 1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佳作 yahoo奇摩搜尋 大結局篇 1 奧美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復刻良品 撞球篇/保齡球篇 2 博達華商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獎項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參賽公司
銅像獎 CHANNEL[V]頻道形象廣告 CHANNEL[V]全面進化 1 香港商亞太星空傳媒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佳作 Visa 御璽卡 御璽篇 1 BBDO黃禾國際廣告

佳作 YAMAHA企業品牌 生產線篇 1 台灣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泰山牛奶花生 2倍牛奶篇 1 博達華商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台灣彩券-威力彩 異象篇 1 聯廣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苗榮食品-微反 微酒精蘇打 女生男生篇 1 聯眾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獎項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參賽公司
金像獎 戒菸專線服務中心 X光片系列—脊椎篇/手骨篇/盤骨篇 3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銀像獎 肌樂 樹藤篇、鋼筋篇 2 BBDO黃禾國際廣告

銅像獎 戒菸專線服務中心 脊椎篇 1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奇美液晶顯示器 魔獸世界-化妝篇/沙灘排球-剪鼻毛篇/最後一戰-敷臉篇 3 台灣麥肯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米其林輪胎 胎紋篇 1 恆美國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大統貿易 維骨力 維骨力-古典床篇/現代床篇 2 靈智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電腦特效(影片)

電腦特效(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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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參賽公司
金像獎 統一植醇牛奶 小兵篇 1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銀像獎 馬自達維修廠 語言篇 1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銅像獎 肌樂 樹藤篇、鋼筋篇 2 BBDO黃禾國際廣告

佳作 3M家用全產品 金庸系列 4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戒菸專線服務中心 X光片系列-脊椎篇/手骨篇/盤骨篇 3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戒菸專線服務中心 脊椎篇 1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6吋披薩 一個人系列 最後的晚餐篇/硫磺島篇/清明上河圖篇 3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獎項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參賽公司
銅像獎 中國時報國際版 洪水猛獸篇 1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哇齋 品牌廣告 吃素治百症篇 1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台北捷運報系列 噴嚏篇/盜壘篇/情書篇/火影篇/皺紋篇 5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中國時報時尚版 時尚洪流篇 1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3M家用全產品 金庸系列 4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 AB優酪乳 職場倒胃戰篇 1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美術指導(平面)

文案(平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