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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平面廣告藝術指導獎 金獎金獎金獎金獎 達彼思 ECD 不在辦公室系列- Tian It Ng篇/Nick Lim篇/Sonal Dabral篇/Polly Chu篇 4A Yahoo! 創意獎

最佳平面系列廣告獎 銀獎銀獎銀獎銀獎 達彼思 ECD 不在辦公室系列- Tian It Ng篇  /Nick Lim篇/Sonal Dabral篇/Polly Chu篇 4A Yahoo! 創意獎

最佳海報獎 銀獎銀獎銀獎銀獎 達彼思 ECD 不在辦公室系列-Tian It Ng篇 / Nick Lim篇 / Sonal Dabral 篇 / Polly Chu 篇 4A Yahoo! 創意獎

最佳平面廣告獎 銅獎銅獎銅獎銅獎 達彼思 Sonal Dabral篇 4A Yahoo! 創意獎

最佳豐富多媒體網路廣告獎 銀獎銀獎銀獎銀獎 麥肯 未來這一家系列(作畫篇、口紅篇、地震篇、蒼蠅篇、關燈篇、拍廣告篇) Intel
最佳網路行銷創意獎 銅獎銅獎銅獎銅獎 麥肯 未來這一家系列(作畫篇、口紅篇、地震篇、蒼蠅篇、關燈篇、拍廣告篇) Intel

最佳豐富多媒體網路廣告獎 銅獎銅獎銅獎銅獎 麥肯 看誰在欠Core Intel

最佳網路廣告獎 銅獎銅獎銅獎銅獎 奧美互動 Mercedes-Benz---動力篇 Mercedes-Benz

最佳豐富多媒體網路廣告獎 銀獎銀獎銀獎銀獎 奧美 Yahoo!奇摩 搜尋新關係 Yahoo!奇摩

最佳立體廣告文案獎 銀獎銀獎銀獎銀獎 我是大衛 聽媽媽的話系列 久津實業 - 波蜜果菜汁

最佳立體系列廣告獎 銅獎銅獎銅獎銅獎 我是大衛 聽媽媽的話系列 久津實業 - 波蜜果菜汁

最佳立體廣告獎 銀獎銀獎銀獎銀獎 奧美 母親篇 大眾銀行

最佳網路廣告獎 銅獎銅獎銅獎銅獎 靈智精實 微軟Bing 搜尋系列-聖誕老公公篇/魯賓遜篇/賓拉登篇 台灣微軟

最佳立體系列廣告獎 金獎金獎金獎金獎 達彼思 12星座系列：1.水瓶座/2.雙魚座/3.牡羊座/4.金牛座/5.雙子座/6.巨蟹座/7.獅子座/8.處女座/9.天秤座/10.天蠍座/11.射手座/12.魔羯座 伊莎貝爾

最佳立體廣告文案獎 金獎金獎金獎金獎 達彼思 處女座 伊莎貝爾

最佳立體廣告文案獎 銀獎銀獎銀獎銀獎 達彼思 12星座系列：1.水瓶座/2.雙魚座/3.牡羊座/4.金牛座/5.雙子座/6.巨蟹座/7.獅子座/8.處女座/9.天坪座/10.天蠍座/11.射手座/12.魔羯座 伊莎貝爾

最佳立體廣告獎 銀獎銀獎銀獎銀獎 達彼思 雙子座 伊莎貝爾

最佳立體廣告獎 金獎金獎金獎金獎 奧美 國民省錢運動篇 全聯福利中心


最佳短秒數立體廣告 銅獎銅獎銅獎銅獎 奧美 颱風篇 全聯福利中心

最佳促銷創意獎 銅獎銅獎銅獎銅獎 奧美 脫口秀篇 全聯福利中心

最佳平面廣告文案獎 銅獎銅獎銅獎銅獎 我是大衛 海豚篇 我是大衛

最佳通路行銷創意獎 金獎金獎金獎金獎 智威湯遜 做你的乖乖系列 乖乖


最佳短秒數立體廣告 銀獎銀獎銀獎銀獎 智威湯遜 做你的乖乖系列 女生篇 乖乖

最佳上市廣告獎 銀獎銀獎銀獎銀獎 智威湯遜 做你的乖乖系列 乖乖

最佳整合行銷創意獎 銀獎銀獎銀獎銀獎 智威湯遜 做你的乖乖系列 乖乖

最佳整合行銷創意獎 銅獎銅獎銅獎銅獎 奧美 Waterman 首張同名專輯 味丹

最佳環境媒體創新獎 銅獎銅獎銅獎銅獎 奧美 砸車篇 明台產物保險

最佳平面廣告藝術指導獎 銀獎銀獎銀獎銀獎 智威湯遜 心跳加速篇 松崗科技

最佳整合行銷創意獎 金獎金獎金獎金獎 奧美 See The Love 法藍瓷

最佳互動網路廣告獎 銀獎銀獎銀獎銀獎 奧美 法藍瓷-See The Love篇 法藍瓷

最佳立體系列廣告獎 銅獎銅獎銅獎銅獎 奧美 老夫妻篇/聽障父親與女兒篇 法藍瓷

最佳豐富多媒體網路廣告獎 銅獎銅獎銅獎銅獎 奧美 法藍瓷-See The Love篇 法藍瓷

評審團特別獎評審團特別獎評審團特別獎評審團特別獎　　　　 奧美 See The Love 法藍瓷

最佳上市廣告獎 銅獎銅獎銅獎銅獎 奧美 夫妻篇/男朋友篇  /姑嫂篇/父子篇/同事篇  /老夫妻篇/爺爺篇 青島啤酒

最佳海報獎 銅獎銅獎銅獎銅獎 靈智精實 退休系列-輪椅篇/助歩器篇/點滴篇 保德信證券投資信託

最佳廣播廣告獎 銅獎銅獎銅獎銅獎 智威湯遜 開示篇 美商勁量舒適台灣分公司

最佳立體廣告獎 銅獎銅獎銅獎銅獎 博上 關心健康篇 耐斯企業集團 - 劍湖山世界


最佳短秒數立體廣告 銀獎銀獎銀獎銀獎 我是大衛 霜淇淋篇 香港商遠東可口可樂台灣分公司

最佳立體系列廣告獎 銀獎銀獎銀獎銀獎 我是大衛 一口氣暢快系列 香港商遠東可口可樂台灣分公司

最佳互動網路廣告獎 銅獎銅獎銅獎銅獎 智威湯遜 比手畫腳祝福你 智威湯遜

最佳上市廣告獎 銅獎銅獎銅獎銅獎 我是大衛 花太郎系列 黑松

最佳環境媒體創新獎 銀獎銀獎銀獎銀獎 智威湯遜 蒙娜麗莎篇 奧比斯基金會

最佳戶外看板獎 銅獎銅獎銅獎銅獎 智威湯遜 蒙娜麗莎篇 奧比斯基金會

最佳平面廣告藝術指導獎 銅獎銅獎銅獎銅獎 智威湯遜 蒙娜麗莎篇 奧比斯基金會

最佳互動網路廣告獎 銅獎銅獎銅獎銅獎 達彼思 你可以下手再重一點 達彼思

最佳平面廣告獎 銀獎銀獎銀獎銀獎 智威湯遜 收費篇 福特

最佳平面廣告獎 銅獎銅獎銅獎銅獎 智威湯遜 臨檢篇 福特

最佳平面系列廣告獎 銅獎銅獎銅獎銅獎 智威湯遜 手篇、腳篇 嬌生

最佳立體廣告獎 銀獎銀獎銀獎銀獎 奧美 地球保衛隊篇 燦坤

最佳戶外看板獎 銅獎銅獎銅獎銅獎 智威湯遜 88水災篇 聯合勸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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