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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公共關係基金會   

2016【校園公關提案競賽】_提案分組名單 
共計 129 組參賽隊伍（共 9 頁） 

序號 組名 組長 組員 提案單位 

1 Wo-men 劉雅綸 王馨渝、蘇筱秦、續芷珊、陳慧煒 穀笠合作社 

2 馬鈴薯泥 黃俞蓉 周雅萱、張麗兒、賴韻竹、傅筠、顏佩茹 臺灣夢想城鄉協會 

3 凌晨一點零一分 鄧芳曲 劉予、熊妤珺、陳靖媛、胡均藝、孫璿智 穀笠合作社 

4 深夜 沈廣強 梁家俊、許康益、黃威銓、陳慧欣、楊嘉雯 众社會企業 

5 腹得膨 黃俊傑 黃怡萱、陳玉慈、劉冠杰、劉脩爰、陳顗卉 众社會企業 

6 你是不會當樹嗎 呂馨 盧琪婷、馮啟軒、楊子嫺 臺灣夢想城鄉協會 

7 蟑螂，哪裡?! 陳思伃 郭如憶、魏竟如、陳映昀、曾國軒、李啟瑄 臺灣夢想城鄉協會 

8 齊心協力 林卿樂 王莉雯、伍薈豫、劉理東 臺灣夢想城鄉協會 

9 十八銅人 黃齡瑩 陳意姍、江靜玉、王芯瑀、邱鈺婷、鄭瑀珊 臺灣夢想城鄉協會 

10 社會實習生 林典陽 王嘉樂、譚欣怡、鍾漢文、莊程稀 臺灣夢想城鄉協會 

11 參肆 陳健安 陳泩閎、葉紫鏇、林思宇、鄺美雲 穀笠合作社 

12  咔滋女孩向前衝 吳冠穎 邱郁純、蘇貞婷、黃筱筠、劉怡枋、莊智媛 穀笠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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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組名 組長 組員 提案單位 

13 CCMYL 馬若茵 顏妤庭、陳若蓁、陳怡珠、李明燕 金岳社區發展協會 

14 Don't 例:伙車 郭凱元 林以青、何詠晴、葉冠森、趙培智 穀笠合作社 

15 六小福 劉力維 林沛蓉、詹印慈、趙逸巍、游勝顯、趙政祉 众社會企業 

16 緣企 顏珏真 王心珏、鄭芸姍、詹宸涵 穀笠合作社 

17 P 樂衝刺隊 連琦韻 賴佳宇、巫妙進、蔡永杭、黃健達、楊靜康 臺灣夢想城鄉協會 

18 永續看守者 陳映汝 王婷鈺、朱芳儀、李昀凌、周妙穎 金岳社區發展協會 

19 布魯布魯 黃佳敏 陳昭如、許琦芸、林佳縈、陳嘉琪、楊惠瑜 金岳社區發展協會 

20 成龍之子 張馨文 李季殷、楊為方、張雅涵、邱詩婷、吳重瑩 穀笠合作社 

21 高膽固醇 郭宸君 鄒成蹊、蒼弘欣、陳俐彣、陳云宣 穀笠合作社 

22 Last War 蔡昕儒 曾子綺、王奕文、孫奧、何羿葶、施亞欣 众社會企業 

23 抹茶厚片 鄧瑞嘉 賴柏元、曾紹博、何宥霆、孔維敏、湯鎮豐 众社會企業 

24 LE.J.Youthz 廖文莉 曹諾澄、李紫綺、張雅雯、張穎欣 臺灣夢想城鄉協會 

25 Dreamer 王臻欣 張庭甄、李雨莘、黃美靜、徐藝芳、何姿亞 臺灣夢想城鄉協會 

26 土地友情 陳郁珊 薛伊庭、趙偉婷、王郁文、程思綺 金岳社區發展協會 

27 Dreamer 夢想家 陳俊豪 彭政鑫、陳柏全、林靜成、蕭盛澤、李思岑 臺灣夢想城鄉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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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組名 組長 組員 提案單位 

28 蘇打餅乾 胡博昱 陳令倢、王譽靜、沈瑞哲、張鐙元、劉迦語 臺灣夢想城鄉協會 

29 走到那! 楊竣丞 賴郁驄、陳乃竺、張芷熏、張宣翎、鍾馨 穀笠合作社 

30 帥哥美女公關組 黃俊文 黎秦伸、陳家樺、余煒江、鍾子浩、呂靜盈 众社會企業 

31 米小農 楊依綺 陳信恩、鄭弼仁、楊毓琪、王顗翔 穀笠合作社 

32 媽 林家聖 黃鈺婷、廖筱芸、陳韋姍 臺灣夢想城鄉協會 

33 city boss 蕭博元 蔡佳蓉、方唯真、李宥璇 众社會企業 

34 Join us 李欣祐 趙容、任庭華、利方雯、胡邦妮、謝超 穀笠合作社 

35 PANDA 李胤融 林依璇、賴怡靜、翁子芸、劉淑儀、沈宛嫻 金岳社區發展協會 

36 天光雨埕 高浿溱 徐學明、倪瑞陽、洪桂橙 榖笠合作社 

37 HHCW 陳荐宏 徐靖詠、溫雅竹、黃暐超 臺灣夢想城鄉協會 

38 我是好公關 蔡孟芷 趙心怡、錢幏橞、劉韋吟、湯樺倩 臺灣夢想城鄉協會 

39 九 X 九 林彥伶 簡良怡、黃瀞儀、林承嫺、沈庭蓉、陳品儒 榖笠合作社 

40 鋤頭幫 施祖豪 葉子萱、岑傳文、黃靖珊、許良澤 榖笠合作社 

41 文山書院 駱亭瑄 陳佑寧、簡若宣、蔡承恩、涂善存 众社會企業 

42 福祿猴 汪家欣 徐巧盈、蔡軒澈、蕭齊、蔡紀葳、呂冠葶 众社會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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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組名 組長 組員 提案單位 

43 乓貢貢 許乃曼 廖建其、陳佳筠、林采薇、松中琴岬、梁雁晴 臺灣夢想城鄉協會 

44 Cunning Bunnie 廖應庭 李佳恩、卓麗晶、姜昕昀、鍾亦憑 金岳社區發展協會 

45 Craft 王應立 林庭羽、江少華、黃翎翔、唐欣盈 榖笠合作社 

46 易怒體質 麥施蘊 廖家榆、卜瑋珊、施樂瑤、洪翊展、謝佩融 穀笠合作社 

47 Shao Shao 蕭晏璇 呂家媛、呂品怡、李佳珊、龔筱晴 臺灣夢想城鄉協會 

48 MiDo 陳家豪 賴靖宣、邱沛瑀、周芸廷、徐育蓉 众社會企業 

49 小千民 黃仕旻 陳姿涵、黃郁雯、甘岱民 榖笠合作社 

50 激動組 鄭乃綺 鄭伊雯、程于晏、李秉儒、陳家柔、黃薏珊 众社會企業 

51 公公關心您 洪家翔 傅洲閔、李怡萱、陳依欣、李姿儀 众社會企業 

52 追尋者 黃凱笛 謝弘群、李浩明、林琬琪 金岳社區發展協會 

53 銘傳氣管 張家寧 劉博豪、陳玗函、林柏能、陳柏翰 金岳社區發展協會 

54 Master key 余翠茵 王雅吟、陳頌誠、蕭凱瑜、李紓萍、程愉 金岳社區發展協會 

55 有愛小小兵 黃軍展 許雅琪、從子涵、張慈庭、黃子瑩、石健 臺灣夢想城鄉協會 

56 聚集力 劉謙慧 吳佩蓁、張欣蓮、楊惠文、周佳薇 众社會企業 

57 潛力穀 謝宜婷 王幸筑、劉尉丞、陳羿豪 榖笠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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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組名 組長 組員 提案單位 

58 闖天關 許紋綺 蔡怡玲、吳哲涵、高雅妤、鄭宇翔 臺灣夢想城鄉協會 

59 崑山南波萬 蘇瑋翔 吳泓毅、林思呈、蔣侑霖 臺灣夢想城鄉協會 

60 Go and fight 鄭允勝 彭寶生、周筑璇、李宜瑾、趙庭妤 榖笠合作社 

61 我夢我行 石璦瑄 陳彤、陳慧芯、潘泳蓁、林彥廷、楊子慶 榖笠合作社 

62 Freedom 江芳孜 范綱哲、許富宜、王境鴻、陳建樹 榖笠合作社 

63 Taiwan 楊雅婷 林珩安、陳宥安、陳偉如、周夢婷 众社會企業 

64 蒲公英 顏雅玲 吳俊德、簡巧涵、張沂旋、吳亞蓁 金岳社區發展協會 

65 公公關關組 孫靖媛 朱曼寧、李汶、關雁琳 金岳社區發展協會 

66 你儂我儂 黃金燕 林彥昇、張亦襦、薛玄曉、蔡酈慈、蔡詩俞 榖笠合作社 

67 四面玲瓏 吳幸芳 鍾孟伶、黃思瑋、陳靚卉 金岳社區發展協會 

68 Amazing Claire 黃若惠 陳昨非、劉雅涵、林良臻、馬良皓、雍成予 众社會企業 

69 泰雅之眼 王詩晴 林彥寧、紀佳昕、賴晨心 金岳社區發展協會 

70 六人組 黃韻庭 魏寧、魏苑婷、蔡亞蓁、林婕妤、林宜君 榖笠合作社 

71 Give Me Some 熊芷盈 侯文婷、詹涵穎、李昕庭 金岳社區發展協會 

72 Power of love 饒芳羽 楊于萱、謝雅芬、徐佳祺、林妤玟 臺灣夢想城鄉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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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組名 組長 組員 提案單位 

73 銘傳大學新聞系 吳瑞銘 蕭延錩、龍德成、葉宣婕、許志翰、葉為襄 金岳社區發展協會 

74 CDYM 黃子靜 華昱璋、李佳玲、王礽祐、邱子晏、施淳仁 金岳社區發展協會 

75 夢想奇蹟 郭岱卿 周薇婷、吳宜庭、鄭金千、杜宜謙 臺灣夢想城鄉協會 

76 士狗巴土 黃文柔 鍾昀珊、謝捥庭、陳媗敏、曾沛瑄、李映萱 穀笠合作社 

77 Of Course! 徐敏之 周向妍、王佑君、黃郁雯、洪儷榛、程小珍 穀笠合作社 

78 O in One 陳淑敏 蔡慈真、劉季璇、吳蕙萱 穀笠合作社 

79 Black Humour 鄔亦純 姜伊宸、王雪妮、楊綺彤、洪碧瑜、杜歡 臺灣夢想城鄉協會 

80 粉紅豬小妹 游斯婷 吳誌益、簡辰書、劉孟達、黃意婷、吳孟霖 穀笠合作社 

81 關懷是我 吳岳駿 鐘以庭、余佳珊、謝豐宇、郭谻銉、許家晟 臺灣夢想城鄉協會 

82 Take Me Kao 鄭展文 謝咏達、李采錞、林家瑜 臺灣夢想城鄉協會 

83 卡加不列島 黃惠琦 胡亦瑩、周書戎、關芝霖、麥皓宜 臺灣夢想城鄉協會 

84 深度梗 范筑宣 徐平騰、李仲秦、常瑞爍、林芝君、詹緯昇 臺灣夢想城鄉協會 

85 講公 蔡偉立 秦兆妤、王瑞銘、王悅 臺灣夢想城鄉協會 

86 玫瑰石英粉 謝孟婕 吳家儀、楊凱琪、余思瑩、翁靜儀、李芷芸 榖笠合作社 

87 青年洄游，力爭上游 簡書勤 張智雯、徐子甯、賴泓學、廖于涵、李奇 金岳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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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組名 組長 組員 提案單位 

88 Tien So！ 田育睿 張若琪、蔡晗、陳信霖、邱羿寧、吳晟涵 榖笠合作社 

89 胖子聯盟 葉佩霖 王芷晴、岑珮茹、萬雪兒、廖苑雙、鍾佩晶 臺灣夢想城鄉協會 

90 米農我濃 陳佩靚 盧映婷、陳筑君、李于欣、高惠瑜、余姿潔 榖笠合作社 

91 樂活 follow me 蘇歆茹 張怡文、鍾妍鈞、陳怡妗、徐紫、詹佳憓 臺灣夢想城鄉協會 

92 Forever 21 楊釗詠 沈函潔、王芷、邱暐淩、林威鋐、薛可兒 众社會企業 

93 PR99 張亦慶 王瑞伶、詹柏村、李雅蓁、黃禕凡、王婉慈 臺灣夢想城鄉協會 

94 微波爐 林泰羽 劉子華、邱森森、張庭瑋 臺灣夢想城鄉協會 

95 台灣泰泰好吃金 莊春儀 戴怡如、曾文貞、薛景文、王郁文、劉伊婕 金岳社區發展協會 

96 Pren 連可旬 汪佩穎、高天揚、王建權、盧禮綜、謝凝 众社會企業 

97 認同請入穀 陳映蓉 魏守芸、王承翊、劉晏如、邱孟婕、游舒晴 穀笠合作社 

98 找點穗 陳靖淇 馮譯萱、侯怡瑄、張雅涵、陳郁潔、翁子翔 穀笠合作社 

99 Idea studio 徐靖翔 陳品筑、張雁婷、康雯郁、呂委諶 众社會企業 

100 Hope 蔡茹婷 杜家綺、廖佳螢、蔡宜芳、林思瑩、林羿妏 臺灣夢想城鄉協會 

101 獨孤求敗 劉恩愷 高谷豪、吳沁樺、周家濬、劉博儀 众社會企業 

102 六人行 陳家祥 陳柏璇、林翊涵、張家娸、于庭、楊皓翔 金岳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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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組名 組長 組員 提案單位 

103 光耀良善小組 金妍敏 王楨傅、王錦陽、林慈修 臺灣夢想城鄉協會 

104 從心出發 鄒承哲 呂孟哲、楊理智、朱思亭、吳宗儒 金岳社區發展協會 

105 草籽 林依潔 沈宜靜、邱琦雯、張昊禎、許愷玲 臺灣夢想城鄉協會 

106 從心關懷 江宜蓁 林筱芹、劉宛兒、方怡淇、胡芷婷、呂季錞 金岳社區發展協會 

107 ABC 小組 成田聖箴 包文晴、葉嘉瑩、蔡奕哲、劉天正 金岳社區發展協會 

108 勁骨力 呂孟哲 劉恩秀、洪榆惠、黃儹元、鄭依珊、李銘澤 金岳社區發展協會 

109 Super P.R. 蔡淼如 李佳瑩、呂承諭、朱嘉如 众社會企業 

110 花田果物 蘇韻如 陳品融、曾雅靖、王筱昕、程聖洋 众社會企業 

111 新鮮的肝 吳旻庭 康哲瑜、潘郁佑、姬侑妤、方亭茵、顏浚皓 金岳社區發展協會 

112 NO.01 對不 孫正憲 程齡儀、劉惟德、江子瑩、田佳峻 金岳社區發展協會 

113 勸世美少男 鍾維仁 李訢、黃崇恩、林晏愷、廖瑋晟、彭政福 众社會企業 

114 沙利達 林映彤 戴毓蒨、陳玉軒、姚宛廷、陳依芃、王中昱 金岳社區發展協會 

115 心起點 郭宣妘 高聖彥、王宣文、謝佩芳、陳思樺、楊荔雯 众社會企業 

116 6 in love 梁文寧 蔡鈺慧、余柔毅、陶韻安、何婉婧、林佳葦 金岳社區發展協會 

117 好漢坡創意團隊 李俊傑 楊帆、湯念慈、陳葦嬜、金文婷、張哲熒 穀笠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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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組名 組長 組員 提案單位 

118 元智泰山 張偉倫 林天傑、張又升、陳脩旻、張捷如、蒯元 众社會企業 

119 七七乳加 陳柔均 林佩儒、李心宜、楊婷文、蔡詩萱、林品萱 众社會企業 

120 金牌 ALOHA 謝青穎 林禹安、陳瀅竹、龔亭毓、陳家柔、王心瑜 众社會企業 

121 ABO 平方 邱鈞評 廖郁如、李曼綾、卓子倫、孫明秀、龍佩欣 穀笠合作社 

122 宇宙最強小分隊 孔渝婷 黃佳儀、宋萱萱、黃湘芸、文新翰、林秉安 众社會企業 

123 安柏的奴隸們 魏瑾筠 陳冠穎、吳峻光、吳宗佑、李蘇竣、石良玉 众社會企業 

124 大辣炒年糕 王映筑 何欣、李秉昱、洪慈璘 众社會企業 

125 笠 high 黃琬婷 張芷晴、賴以軒、杜心平、廖郁庭、黃詩晴 穀笠合作社 

126 我沒有名字 吳佩玲 黃筱鈞、林佩萱、簡林虹 臺灣夢想城鄉協會 

127 伴你 何宜芳 陳怡鈞、林郁娟、林念瑾、呂宜瑾、高宜琳 穀笠合作社 

128 創心 Idea 梁可欣 簡碧萱、洪嘉遙、彭郁心、肖夏婕 众社會企業 

129 房組名 劉昱駿 陳暐婷、李炳輝、釗作函、許瑄文、咸亭瑀 金岳社區發展協會 

130 我們都是 MDM 蔡文綺 黃薏如、戴雅芳、黃家鋅、羅可芸 臺灣夢想城鄉協會 

131 無敵小狐狸 孫鍶盈 黃思慧、林紫君、林意佳、楊凱情、葉銘峰 众社會企業 

財團法人公共關係基金會 秘書丁冠芬 
電話:02-22368225 轉 2328    電子信箱:prfoundation1990@gmail.com 

mailto:prfoundation1990@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