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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公共關係基金會 

2013【校園公關提案競賽】_提案分組名單 

 

  共計 100 組參賽隊伍（共六頁） 

序號 組名 組長 組員 提案單位 

1 擋不住的「媒」力 黃惠君 李佳穎、吳琬婷、許立霖、曾虹雅 台灣高鐵 

2 The Bloomsom 5 崔可欣 林念思、徐僑芳、張伊萱、古口玲娜 WeChat 

3 大大好創意小組 蔡宗穎 陳毓文、王雅鈴、葉久維、饒哲豪 WeChat 

4 蒲公英 陳思妤 吳品蓉、盧芸、陳姿穎 台灣高鐵 

5 零距離 杜翊廷 黃柏璋、林呈俞、黃嘉申、張景雯 遠傳電信 

6 創"建"生活 游涴婷 王繹涵、陳淑玲、錢思均、紀珮玲 遠傳電信 

7 Attitude Plus 鍾佳臻 鄭玉婷、陳毓沂、范怡琪、鄭安利、許婷婷 台灣高鐵 

8 吾名小卒 蘇聖琁 馮宇涵、朱雯、陳意君、郭富誠 遠傳電信 

9 PRAD CIS 冷凍豬肉 洪子涵 郭雁婷、谷懿恩、黃湘筑、林嘉葦、林采霓 遠傳電信 

10 We Champion 盧品樺 李思葦、杜佩宜、許伊婷 WeChat 

11 Wishes 劉昭汝 徐瑜璝、林韋呈、鄭伃婷、沈孟樵 遠傳電信 

12 Face 2 Face 董大維 葉美妤、陳建安、范姜儷、林香吟、朴恩惠 遠傳電信 

13 Creation life 盧佩渝 鄭雅心、劉穰慶、林育賢、王瓊翎、許瀞予 遠傳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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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口黑組 張家千 楊靜怡、吳恩慈、張舒涵、黃綉婷、陳星慈 台灣高鐵 

15 Mix & Match  王玉玲 李秋瑩、王碧雲、劉瓊珠 遠傳電信 

16 Relax Your Life 張伊伶 莊旻綺、陳秀鶴、廖思涵 台灣高鐵 

17 刈包小隊 林珈安 黃湘晴、周昱璇、洪子如、陳祉均、吳思瑾 台灣高鐵 

18 好問題 曾泰華 朱敏慧、王庭萱、江鈺瑾、胡芯華 遠傳電信 

19 六六大順 江子昀 陳毓萱、邱珮雯、李苡珊、林佳儀、邱嘉嘉 台灣高鐵 

20 衝吧橘色小子 劉冠伶 張嘉琪、趙品華、李蕙蘭、樊依婷、吳宜修 信義房屋 

21 Try and Go 史芳萁 陳荐宏、陳佳欣、顏瑞儀、紀虹全、陳巧俞 台灣高鐵 

22 古典科技 葉承儒 林容慈、徐靜如、李冠瑩、黃玉靜、夏芷柔 台灣高鐵 

23 Never Mind  周家祺 張菀庭、林郁璉、于筠、張玳華、林竺霖 遠傳電信 

24 QQ Girls 徐瑞竺 葉佳雯、林依韋、蔡孟芸、劉雅萍、王尉真 台灣高鐵 

25 六隻魚 李雅琪 陳宛蓁、羅依庭、林映儀、蔡佳穎、黃郁鈞 信義房屋 

26 Bestraw 黃建豪 蘇柏豪、黃懷萱、彭麗心、何絲涵、許雅綺 台灣高鐵 

27 PeeR 許光全 葉芷涵、鄭佳麗、陳蕾安、姜莉敏、連薇 WeChat 

28 DC 公關 SHOW 黃珮如 施沛誼、洪翊豪、陳美坤 遠傳電信 

29  Have Fun 陳宥竹 吳函殷、王薏雯、林浥瑄、蔡明潔 台灣高鐵 

30 躍前 汪璋峻 江蕙瑛、詹逸蘋、湯婷宇 WeChat 

31 信福窩 徐筱媛 蔡艾珊、許雲硯、戴姿涵、王韻婷、魏詩芸 信義房屋 

32 關關難過肝單過 蕭亞倫 許玲維、許雅婷、李欣蓉、陳欣怡、黃玉欣 遠傳電信 

33 空白隊 邱意雯 賴珏蓮、王琇瑩、徐翊寧、塗姵瑄、楊宜靜 遠傳電信 



 
 

3    
 

34 Green Hands 張怡靚 曾秋萍、馮舜雯、趙宜君 遠傳電信 

35 追,趕,跑,跳,Go 黃琳喬 柯禹廷、吳淑宜、黃惠瑜、高煌益 台灣高鐵 

36 凝聚力-零距離 吳佩璇 張阜蓉、田家如、吳有蘅、郭蕙瑩、黃至陞 遠傳電信 

37 OK, BooM! 劉睿玲 林以德、張展騰、王瑞穎、陳俊羽、陳玖蓉 信義房屋 

38 BZ 李珮君 陳玟憲、施佩儀、劉晏吟、吳品儒、薛佳松 信義房屋 

39 什麼？！ 林宣妤 鄭百佑、董琳琳、林佳臻、劉家汝、毛麗雯 WeChat 

40 為什麼 陳玅珊 林旭軍、莊鎧毓、賴詠琦、石正弘 台灣高鐵 

41 無價心感受 濮渝潔 陳敬涵、林佳瑩、賴慧宇、甘宜平 信義房屋 

42 weather 吳亭葦 張乃勻、張瑞靜、林佳佑 WeChat 

43 New Value 隋尚竹 嚴崑鴻、何婉寧、黃信恆、何承哲、黃中岳 台灣高鐵 

44 貢玖逃 曾苡晟 王承皓、呂秉柔、馮梅凱、盧姿玲、唐聆 信義房屋 

45 砰砰花 鄧喬云 劉怡君、鍾亞玲、徐詩涵、林佩靜 遠傳電信 

46 伊黎恩 郭修銘 邱俊淵、馬君儀、胡家銘、吳庭尉 WeChat 

47 bonjour 王奕仁 藍珦瑀、謝長霖、戈偉成 WeChat 

48 小團體 林秀豪 賴俊佑、岳趙卿、陳冠伶、顏佩瑩、陳家羚 WeChat 

49 Bloomy Divas 劉思捷 譚美珊、鄭裕婷、陳怡潔 遠傳電信 

50 家庭「how」 鐘啟榮 林凱乾、李怡葶、謝茹涵 信義房屋 

51 我是瑞迪 陳玥伶 楊斯凱、翁愷孜、李宗憲、朱祺浩 台灣高鐵 

52 林氏宗親會 林杏倫 陳思穎、包中豪、王祈惟、郭怡君 信義房屋 

53 孟克的吶喊 張簡鈴鈴 林怡君、黃珮紋、林雨萱 台灣高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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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APOLLO 韓光遠 賴任龍、湯心勻、楊敏正、吳健順、凃佳妤 信義房屋 

55 傳嘉寶 陳昭樺 陳佳纓、林品甄、曾虹嵐、江翊稜、劉語淇 台灣高鐵 

56 偽文青集散地 楊佩蓉 陳瀞婷、邱馨儀、吳巧雲、吳育禎 台灣高鐵 

57 Yippee 吳宜涓 孫寧、楊月琳、張雅惠、王昱翔 遠傳電信 

58 OHLALA 邱雅婷 俆麗慈、黃鈺閔、程宜琇 遠傳電信 

59 玫瑰恰恰 賴瑩蓁 翁林珈、洪毓謙、張羽萱、楊海琦 WeChat 

60 注意！熊出没 林妍君 陳怡靜、呂柏翰、賴佑宗、林孟慧、潘羿君 信義房屋 

61 Happy Rail 陳奕甫 蕭荃、賴巧甄、陳冠彣、劉妍廷、劉劍煒 台灣高鐵 

62  抗米筍 coming soon 湯雅庭 林韋亨、吳慶軒、張孝丞、蔡奕儀、施宇亮 信義房屋 

63 salty pie 王以萱 詹子同、柯冠鑫、林菱、呂靜怡、黃曼琳 信義房屋 

64 小玉西瓜 楊珏慠 翁筱媛、林彥伶、林珈妤、梁紫勵、李馨貽 WeChat 

65 憨吉好朋友 鄭潔菁 沈季萱、李欣怡、林芝均、古依繁、李妍儀 信義房屋 

66 Vitamins 郭亭妤 張語辰、戴菀宣、卓翌欣、郭勵錡 信義房屋 

67 女人我最大 黃沛妤 吳孟庭、劉存華、蕭少筠、王嘉琪 台灣高鐵 

68 布拉刻 陳昱均 黃柏源、翁凡耘、馮麗麗 WeChat 

69 缺冷掬 劉子薇 荊柏渝、施心田、王歆雅、李青穎、丁歆怡 信義房屋 

70 雙魚座 李豐瑋 王千逢、高爾佑、林威志、江明輝、李永恩 WeChat 

71 美少女亮晶晶 黃懷萱 曾琬茹、應巧郡、楊晶筑、高緗絨 WeChat 

72 特攻小隊 劉冠伶 楊庭玟、王少軒、黃云薇 信義房屋 

73 Teenager 陳以真 溫芸、劉盈君、洪邑琦、高綺晴 台灣高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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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QQ 隊 黃子飴 陳盈君、宋貞五、許政榆、莊文瑜 台灣高鐵 

75 GO GO TOYS' 鄭寶琳 陳禹妁、周芯瑋、鄭君瑜 WeChat 

76 亮晶晶 呂侑學 李文祺、曾筠、吳文倩、張緯治、林可 台灣高鐵 

77 R T F(Ready To Fight!) 許盈珊 朱美如、趙亦菁、陳薇羽、陳怡均、陳秋如 台灣高鐵 

78 避風港 陳俞安 易世賢、楊媛媛、余俊億、蘇俐綺 信義房屋 

79 BGG 洪仲威 陳姿蕙、張智惟、巫家儀、林曉函 遠傳電信 

80 D.N.A 莊漢菱 黃志喜、王珍美、金實基 遠傳電信 

81 Battler 張劭筠 李芳茹、何欣樺、陳泓瑞 台灣高鐵 

82 西班蓮 曹育瑋 郭耀正、周沁瑩、高禎蓮、吳承庭、高詩雨 WeChat 

83 JasonFan 王庭筠 鄭尹惠、簡志宇、劉巧伶、曹新民、莊雅智 WeChat 

84 大人物 李玥瑩 林雅涵、李敬源、吳宜倩、黃靖婷 信義房屋 

85 藍色蜘蛛網 李羿蓁 吳奕潔、李佩軒、謝朕杰、林立圓、鄭仁祥 台灣高鐵 

86 「星」鮮人 鄭雅心 李安靜、楊憶雯、曹嘉涓、黃珮菁、丁芊文 遠傳電信 

87 五力全開 李郁涵 洪雪翎、蔡昉航、陳昭翰、胡雅婷 信義房屋 

88 設繪新鮮人 陳怡婷 楊加羚、許華尊、胡虹茹、劉振源 遠傳電信 

89 5 miley 聶芷涵 林子晴、蕭辰倢、黃冠嘉、陳妏伊 WeChat 

90 菁盈柴飽 林孟姍 廖振翔、陳盈縈、潘秀菁 WeChat 

91 大樹與哈比 鄭佳興 張庭瑜、楊靜羽、朱巧平 信義房屋 

92 （T）ripple 呂鑫 林荷恬、翁念懿、巴鈞 WeChat 

93 super market 蔡宜君 高珮蓉、劉家祺、應品柔、黃郁婷、蔡以容 台灣高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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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Fighting 張雅棻 唐敬雁、吳旻諺、李文馨、蔡逸涵、盧欣培 WeChat 

95 我愛台灣 鍾雅晴 陳怡慈、黃緹橞、趙品瑄、彭思婕、柯伊真 WeChat 

96 Silver Tongue  侯惠淳 王雅盈、王聖晸、婁華武、謝盛堂、田一葳 WeChat 

97 美魔女 Do Re Mi 陳俊元 盧沛樺、張紜豪、苗祺瑄 信義房屋 

98 S. L. D. B 田中軒 張容甄、王婕、劉雨宣 WeChat 

99 派對 呂盈瑩 賴亭羽、楊蕙菱、黃怡雯 WeChat 

100 咕咕雞精隊 朱苑汝 丁星、侯欣宜、吳秀盈、陳妤婷 信義房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