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獎項 作品名稱 產品/服務名稱 件數 廣告主 參賽公司 地區

獎項 作品名稱 產品/服務名稱 件數 廣告主 參賽公司 地區
年度最佳影片廣告獎 父女篇 惠康超級市場 1 香港牛奶公有限公司-惠康超級市場 麥肯(香港) 香港
年度最佳平面廣告獎 語言篇 馬自達維修廠 1 馬自達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台灣

獎項 作品名稱 產品/服務名稱 件數 廣告主 參賽公司 地區

金獎 父女篇 惠康超級市場 1 香港牛奶公有限公司-惠康超級市場 麥肯(香港) 香港

銀獎 沒用篇/笨篇 公益宣導 2 公益廣告協會 台灣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聯合勸募危機家庭 男孩篇 1 聯合勸募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台灣

佳作 聯合勸募危機家庭 女孩篇 1 聯合勸募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台灣

佳作 距離篇 伊甸文教基金會/25885運動 1 伊甸文教基金會 聯眾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獎項 作品名稱 產品/服務名稱 件數 廣告主 參賽公司 地區

銀獎 信義成家篇 信義房屋 2 信義房屋 達一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銅獎 PayEasy下一次篇 PayEasy購物網站 1 PayEasy康迅數位 達一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沙畫篇 紐約人壽 1 國際紐約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商陽獅廣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台灣

獎項 作品名稱 產品/服務名稱 件數 廣告主 參賽公司 地區

佳作 彩虹篇 Kolin數位液晶顯示器 1 歌林股份有限公司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獎項 作品名稱 產品/服務名稱 件數 廣告主 參賽公司 地區

銅獎 工作篇 FORD NEW MONDEO 1 FORD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台灣

佳作 腿篇 起亞汽車獅跑 1 東風悅達起亞 斐思態廣告，中國 中國大陸

佳作 家庭篇 FORD NEW MONDEO 1 FORD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台灣

佳作 偶數篇 Even Numbers MITSUBISHI SARVIN 1 中華汽車 MITSUBISHI MOTORS 李奧貝納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Mazda5狗狗篇 Mazda5 1 MAZDA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台灣

佳作 爸爸篇 ESCAPE 1 FORD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台灣

獎項 作品名稱 產品/服務名稱 件數 廣告主 參賽公司 地區

金獎 領袖篇 維力炸醬 1 維力 太笈策 略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銅獎 錯字/數學/小黑/飯桶篇 味全廚易料理醬 4 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華威葛瑞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夜半歌聲篇 維力炸醬麵 1 維力 太笈策 略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單車篇 Zespri紐西蘭奇異果 1 Zespri紐西蘭奇異果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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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器項項電器項項電器項項電器項項

交通項交通項交通項交通項

食品項食品項食品項食品項

第第第第15151515屆時報世界華文廣告獎得獎名單屆時報世界華文廣告獎得獎名單屆時報世界華文廣告獎得獎名單屆時報世界華文廣告獎得獎名單

年度最大獎年度最大獎年度最大獎年度最大獎

影片影片影片影片((((電視電視電視電視))))類類類類

公共服務項公共服務項公共服務項公共服務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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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1                         21                         21                         ADVERTISING YEARBOOK TAIWAN, THE REPUBLIC OF CHINA,2008-2009

第第第第15151515屆時報世界華文廣告獎得獎名單屆時報世界華文廣告獎得獎名單屆時報世界華文廣告獎得獎名單屆時報世界華文廣告獎得獎名單
佳作 捨不得篇 元本山海苔 1 聯華食品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獎項 作品名稱 產品/服務名稱 件數 廣告主 參賽公司 地區

佳作 Disco 人頭馬 CLUB 1 人頭馬 達彼思廣告公司（上海） 中國大陸

獎項 作品名稱 產品/服務名稱 件數 廣告主 參賽公司 地區

銅獎 要來就來真的 ("醒一醒"/"愛情原則"/"who怕who"/"非常服從"） 維他檸檬茶 4 維他奶 博達大橋國際廣告傳媒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獎項 作品名稱 產品/服務名稱 件數 廣告主 參賽公司 地區

佳作 茶餐廳 歐護驅蚊液 1 上海莊臣 博達大橋國際廣告傳媒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獎項 作品名稱 產品/服務名稱 件數 廣告主 參賽公司 地區

銀獎 眼球捕手篇 StellaLuna 1 興記九興貿易(上海)有限公司 Ogilvy Fashion & Lifestyle 中國大陸

銅獎 et boite 箱子牛仔褲夾娃娃篇 et boite牛仔褲 1 普威牛仔褲 大演製作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燈篇 自然美fonperi保養品 1 自然美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台灣

獎項 作品名稱 產品/服務名稱 件數 廣告主 參賽公司 地區

佳作 迷藥篇 / 盜賊篇 / 搶匪篇 英特爾迅馳系列 3 英特爾 麥肯光明廣告有限公司（北京） 中國大陸

獎項 作品名稱 產品/服務名稱 件數 廣告主 參賽公司 地區

佳作 皮影篇 朗文英語教育 1 郎文英語教育機構（重慶） 華宇（中國）廣告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獎項 作品名稱 產品/服務名稱 件數 廣告主 參賽公司 地區

銅獎 信義成家篇 信義房屋 2 信義房屋 達一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獎項 作品名稱 產品/服務名稱 件數 廣告主 參賽公司 地區

金獎 乒乓篇 Nokia解放運動 1 台灣諾基亞股份有限公司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銅獎 地鐵篇 NOKIA N81＋HINET 1 台灣諾基亞股份有限公司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轉圈篇 HTC+ HINET 1 宏達國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流失篇 中華電信 1 中華電信 李奧貝納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面試篇／完美生活篇 MOD 2 中華電信北區分公司 李奧貝納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中華電信MOD MLB推沙發篇 中華電信MOD 1 中華電信北區分公司 李奧貝納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MSN TVC廣告系列 MSN中國 4 Microsoft 廣州達彼思（達華）廣告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中國大陸

獎項 作品名稱 產品/服務名稱 件數 廣告主 參賽公司 地區

金融服務項金融服務項金融服務項金融服務項

電腦資訊項電腦資訊項電腦資訊項電腦資訊項

文教項文教項文教項文教項

建築裝潢項建築裝潢項建築裝潢項建築裝潢項

通訊事務項通訊事務項通訊事務項通訊事務項

飲料飲料飲料飲料----含酒精項含酒精項含酒精項含酒精項

飲料飲料飲料飲料----非酒精項非酒精項非酒精項非酒精項

家庭用品項項家庭用品項項家庭用品項項家庭用品項項

個人用品項個人用品項個人用品項個人用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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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獎 沙畫篇 紐約人壽 1 國際紐約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商陽獅廣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台灣

佳作 古裝篇 新安東京海上產險公司 1 新安東京海上產險公司 電通國華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潛水篇 VISA 1 VISA 天聯廣告 中國大陸

佳作 ING臺北馬拉松父女篇 ING安泰人壽 1 ING安泰人壽 達一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獎項 作品名稱 產品/服務名稱 件數 廣告主 參賽公司 地區

佳作 恐龍篇/隕石篇/飛碟篇 格上租車 3 格上租車 太笈策 略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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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項 作品名稱 產品/服務名稱 件數 廣告主 參賽公司 地區

佳作 獨吞篇 和信戲谷 1 和信超媒體股份有限公司戲谷分公司 偉太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好神公仔 網路版 全店聯促 1 全家便利商店 台灣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PayEasy下一次篇 PayEasy購物網站 1 PayEasy康迅數位 達一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獎項 作品名稱 產品/服務名稱 件數 廣告主 參賽公司 地區

佳作 肝臟人篇 白蘭氏蜆精 1 台灣食益補股份有限公司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獎項 作品名稱 產品/服務名稱 件數 廣告主 參賽公司 地區

銀獎 電影時刻表篇 聯合勸募搶救危機家庭 1 聯合勸募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台灣

銀獎 電影院篇 聯合勸募搶救危機家庭 3 聯合勸募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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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銅獎 沒用-互動篇/沒用篇/笨篇/沒出息篇 公益宣導 4 公益廣告協會 台灣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內衣外曬系列 上海城市形象 3 中共上海市盧灣區瑞金二路社區（街道）工作委員會 達彼思廣告公司（上海） 中國大陸

獎項 作品名稱 產品/服務名稱 件數 廣告主 參賽公司 地區

銅獎 捷運篇/孕婦篇/台商篇/運將篇 ING安泰人壽 4 ING安泰人壽 達一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達彼思徵求系列-徵求航空公司篇/徵求賣場客戶篇 達彼思徵求系列 2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山路”篇，“城市”篇 大陸汽車俱樂部 2 大陸汽車俱樂部 艾思國際廣告 中國大陸

獎項 作品名稱 產品/服務名稱 件數 廣告主 參賽公司 地區

佳作 男、女臉篇 EPSON投影機 2 愛普生中國有限公司 靈智精實廣告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佳作 東芝電視《黑鷹墜落篇》、《投名狀篇》 東芝電視 2 大連東芝電視有限公司 電通（上海）廣告公司 中國大陸

電器項電器項電器項電器項

交通項交通項交通項交通項

醫療保健項醫療保健項醫療保健項醫療保健項

平面類平面類平面類平面類

公共服務項公共服務項公共服務項公共服務項

企業形象項企業形象項企業形象項企業形象項

通路服務項通路服務項通路服務項通路服務項

網站項網站項網站項網站項

其他項其他項其他項其他項--------從缺從缺從缺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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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作品名稱 產品/服務名稱 件數 廣告主 參賽公司 地區

金獎 語言篇 馬自達維修廠 1 馬自達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台灣

銀獎 路 Mio衛星導航儀 1 宇達電通 達彼思廣告公司（上海） 中國大陸

銅獎 沒門篇 雪佛蘭-科帕奇 1 上海通用汽車 麥肯●光明廣告有限公司-SGM Works 中國大陸

佳作 Mio平面系列 Mio衛星導航儀 3 宇達電通 達彼思廣告公司（上海） 中國大陸

獎項 作品名稱 產品/服務名稱 件數 廣告主 參賽公司 地區

銀獎 公仔與冰主題系列- 雙雙篇/艾蜜莉篇/酷薩克篇/小雪奈奈篇/阿芒篇 冰之戀加價購公仔 5 統一企業公司冰品事業部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銅獎 吃素治百症篇 哇齋 品牌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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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銅獎 守則篇 統一麵 1 統一麵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台灣

佳作 酷薩克篇 冰之戀加價購公仔 1 統一企業公司冰品事業部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雙雙篇 冰之戀加價購公仔 1 統一企業公司冰品事業部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阿芒篇 冰之戀加價購公仔 1 統一企業公司冰品事業部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獎項 作品名稱 產品/服務名稱 件數 廣告主 參賽公司 地區

銀獎 小兵篇 統一植醇牛奶 1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獎項 作品名稱 產品/服務名稱 件數 廣告主 參賽公司 地區

佳作 金庸系列 3M家用全產品 4 3M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獎項 作品名稱 產品/服務名稱 件數 廣告主 參賽公司 地區

金獎 插畫系列作品*2(法庭篇、鋼琴仕女篇) StellaLuna 2 興記九興貿易(上海)有限公司 Ogilvy Fashion & Lifestyle 中國大陸

銀獎 工藝系列作品*4(工藝篇/走秀篇/天使篇/精靈篇) StellaLuna 4 興記九興貿易(上海)有限公司 Ogilvy Fashion & Lifestyle 中國大陸

佳作 酒吧篇 李施德霖Listerine 漱口水 1 李施德霖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台灣

獎項 作品名稱 產品/服務名稱 件數 廣告主 參賽公司 地區

佳作 同一掛篇 Sony隨身碟 1 Sony 聯廣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獎項 作品名稱 產品/服務名稱 件數 廣告主 參賽公司 地區

銅獎 洪水猛獸篇 中國時報全新改版 1 中國時報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時尚洪流篇 中國時報全新改版 1 中國時報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文教項文教項文教項文教項

建築裝潢項建築裝潢項建築裝潢項建築裝潢項--------從缺從缺從缺從缺

觀光旅遊項觀光旅遊項觀光旅遊項觀光旅遊項--------從缺從缺從缺從缺

飲料飲料飲料飲料----非酒精項非酒精項非酒精項非酒精項

家庭用品項家庭用品項家庭用品項家庭用品項

個人用品項個人用品項個人用品項個人用品項

電腦資訊項電腦資訊項電腦資訊項電腦資訊項

食品項食品項食品項食品項

飲料飲料飲料飲料----含酒精項含酒精項含酒精項含酒精項--------從缺從缺從缺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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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作品名稱 產品/服務名稱 件數 廣告主 參賽公司 地區

佳作 MSN廣告平面系列 MSN中國 3 Microsoft 廣州達彼思（達華）廣告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中國大陸

獎項 作品名稱 產品/服務名稱 件數 廣告主 參賽公司 地區

佳作 捷運篇/孕婦篇/台商篇/運將篇 ING安泰人壽 4 ING安泰人壽 達一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獎項 作品名稱 產品/服務名稱 件數 廣告主 參賽公司 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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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Coupon 篇 IKEA 1 宜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商陽獅廣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台灣

獎項 作品名稱 產品/服務名稱 件數 廣告主 參賽公司 地區

銅獎 公仔前導個性系列-酷薩克篇/艾蜜莉篇/雙雙篇/阿芒篇/小雪奈奈篇 統一冰之戀加價購公仔 5 統一企業公司冰品事業部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銅獎 一次掛了四腳篇 偉太廣告 1 偉太廣告 偉太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銅獎 “偷車”篇，“望風”篇 AMPON安保系統 2 神州數碼控股有限公司 艾思國際廣告 中國大陸

獎項 作品名稱 產品/服務名稱 件數 廣告主 參賽公司 地區

金獎 樹藤篇、鋼筋篇 肌樂 2 東發生物科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BBDO黃禾國際廣告 台灣

佳作 開眼篇 統一黃金蜆錠 1 統一企業（股）公司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獎項 作品名稱 產品/服務名稱 件數 廣告主 參賽公司 地區

銅獎 《空篇》 Mekio裝修前大減價 1 Mekio Holding Sdn Bhd AMP Radio Networks 馬來西亞

銅獎 驪歌送別篇 李施德霖Listerine 漱口水 1 嬌生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台灣

佳作 謝謝篇 Mazda 安室奈美惠演唱會SP 1 mazda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台灣

佳作 不只五子登科篇 IKEA絕版品出清 1 IKEA宜家家居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家庭倫理劇篇 IKEA 冬特賣 1 IKEA宜家家居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獎項 作品名稱 產品/服務名稱 件數 廣告主 參賽公司 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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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糖尿病系列-斷腿篇/弄瞎篇 關懷糖尿病 2 糖尿病關懷基金會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無車日篇 Gettyimages 1 Gettyimages 天聯廣告 中國大陸

佳作 鞋帶篇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1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聯眾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獎項 作品名稱 產品/服務名稱 件數 廣告主 參賽公司 地區

廣播類廣播類廣播類廣播類----不分類不分類不分類不分類

海報類海報類海報類海報類

公益廣告公益廣告公益廣告公益廣告

商業廣告商業廣告商業廣告商業廣告

金融服務項金融服務項金融服務項金融服務項

通路服務項通路服務項通路服務項通路服務項

其他項其他項其他項其他項

醫療保健項醫療保健項醫療保健項醫療保健項

通訊事務項通訊事務項通訊事務項通訊事務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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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獎 公仔與冰主題系列- 雙雙篇/艾蜜莉篇/酷薩克篇/小雪奈奈篇/阿芒篇 冰之戀加價購公仔 5 統一企業公司冰品事業部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銀獎 語言篇 馬自達維修廠 1 馬自達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台灣

銅獎 工藝系列1(工藝篇/走秀篇) StellaLuna 2 興記九興貿易(上海)有限公司 Ogilvy Fashion & Lifestyle 中國大陸

銅獎 戰不斷：Nike 全港青少年超級籃球聯賽 Nike 3 Nike香港 麥肯(香港) 香港

佳作 公仔前導個性系列-酷薩克篇/艾蜜莉篇/雙雙篇/阿芒篇/小雪奈奈篇 統一冰之戀加價購公仔 5 統一企業公司冰品事業部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佳作 樹藤篇、鋼筋篇 肌樂 2 東發生物科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BBDO黃禾國際廣告 台灣

獎項 作品名稱 產品/服務名稱 件數 廣告主 參賽公司 地區

銅像獎 油桶車篇 MAZDA 全車系SP 1 MAZDA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公司 台灣

佳作 小新星系列：說什麼篇、應給利息篇、怕怕篇 小新星英語 3 長沙小新星英語學校 長沙盛美廣告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佳作 ＷＷＦ組織，距離篇 ＷＷＦ組織 1 ＷＷＦ組織 智威湯遜-中喬廣告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佳作 一圓他的渴望 母親水窖 1 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 麥肯●光明廣告有限公司-SGM Works 中國大陸

獎項 作品名稱 產品/服務名稱 件數 廣告主 參賽公司 地區

最佳對白獎 鍋子鍋鏟篇 味全廚易料理醬 1 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華威葛瑞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獎項 作品名稱 產品/服務名稱 件數 廣告主 參賽公司 地區

最佳剪輯獎 Jumping Fence Equestrian Game in HK 2008 1 HK Olympic Equestrian Co. Touches Ltd 香港

獎項 作品名稱 產品/服務名稱 件數 廣告主 參賽公司 地區

最佳電腦特效 Stack Up Cars Nissan 1 Nissan Car Group Digit Digit Ltd 香港

獎項 作品名稱 產品/服務名稱 件數 廣告主 參賽公司 地區

最佳對白獎 公仔與冰主題系列- 雙雙篇/艾蜜莉篇/酷薩克篇/小雪奈奈篇/阿芒篇 冰之戀加價購公仔 5 統一企業公司冰品事業部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獎項 作品名稱 產品/服務名稱 件數 廣告主 參賽公司 地區

最佳美術指導 公仔與冰主題系列- 雙雙篇/艾蜜莉篇/酷薩克篇/小雪奈奈篇/阿芒篇 冰之戀加價購公仔 5 統一企業公司冰品事業部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最佳美術指導 插畫系列(法庭篇、鋼琴仕女篇) StellaLuna 2 興記九興貿易(上海)有限公司 Ogilvy Fashion & Lifestyle 中國大陸

電腦特效項電腦特效項電腦特效項電腦特效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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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術指導項美術指導項美術指導項美術指導項

攝影項攝影項攝影項攝影項--------從缺從缺從缺從缺

美術指導項美術指導項美術指導項美術指導項--------從缺從缺從缺從缺

剪輯項剪輯項剪輯項剪輯項

音效項音效項音效項音效項--------從缺從缺從缺從缺

戶外廣告類戶外廣告類戶外廣告類戶外廣告類----不分類不分類不分類不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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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項項項

導演項導演項導演項導演項--------從缺從缺從缺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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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作品名稱 產品/服務名稱 件數 廣告主 參賽公司 地區

最佳電腦特效 X光系列-脊椎篇/手骨篇/盤骨篇 戒菸專線服務中心 3 戒菸專線服務中心 達彼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電腦特效電腦特效電腦特效電腦特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