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校園公關提案競賽】決賽入圍名單及決賽日期  

感謝各位同學參與【2017 校園公關提案競賽】，原訂選出 5 組隊伍以參與決審提案競賽，因參與競賽之作品表現

極為出色，為免遺珠之憾，經評審決議選出 6 組入圍決賽，進入 6 月 9 日的提案總決賽。 

決賽入圍名單： 

(以序號排列) 

序號 組名 提案主題 組員 學校 

20 3.433 交給你了！ 吳怡仲、莊雅嵐、孫筱萱、王若甄 輔仁大學 

26  台創力 瑞麗花開年年春 許紋綺、高雅妤、蔡怡玲、吳佩玲、鄭宇翔、莊詠心 崑山科技大學 

33  藍莓之吉 讓想像力從「新」出發 李欣琦、張庭慈、曹長翎、高憶瑄、陳宇寧 世新大學 

88  當家大主廚 
最純粹的瑞春醬油，給你最有味道

的生活 
鄭伃倩、陳勁維、顧詠晴、陳林煜、王耀聰、陳冠澄 政治大學 

125 Light Bulb Monsters 留下最美好的 陳欣怡、許詩敏、劉代溶、陳彥廷 文化大學 

136  台灣文化萬事屋 
台灣心潮流，跟著三立走 
─號召十萬青年站出來 

王鈺雯、呂昀融、李鉯雯、賴羽暄、張家儒、陳宥蓁 元智大學 



 
 

佳作名單 

 

序號 組名 提案主題 組員 學校 

18 
Somnambulist 夢

遊症患者 
黑松汽水 林思瑩、蔡茹婷、廖佳螢、杜家綺 崑山科技大學 

31 關東煮買五送一 從 5.5 吋出發發現更美的台灣 林亭妤、翁瑞翎、湯荏淇、趙芷萱、賴映辰、張  胄 輔仁大學 

32 八點五十九 百年瑞春  網羅青春 何佳芬、金芳儀、洪嫺珊、林煜翔 南華大學 

35 大尾黑松鼠 黑松汽水 潘思堯、劉佩璇、蔣涵如、廖俐蓉、黃于玲、陳紀瑋 政治大學 

36 水果茶 #雄獅想像力培養皿 
 

黃鈺潔、蕭  齊、徐巧盈、王千宜、方  偉、蔡宛妤 世新大學 

49 辣麵傘兵 雄獅update，所有想像任你繪  劉冠儀、蔡紀葳、呂冠葶、劉弈廷、莊舒晏、馬心媚 世新大學 

50 岀奇致勝 
出走×青春×咱ㄟ厝 

 TAKE YOUNG 
陳泱蒼、張婷、許琇禎、郭以晴 致理科技大學 

53 辰時六子 愛台客老派，不老派！ 顏彣瑄、彭依葶、張仁與、賴妍希、陳姿妤、呂盈萱 輔仁大學 

54 黑甘子 美味，因為有你 宋綿綿、林意澄、李宛軒、黃毓晨、駱思穎 輔仁大學 

56 Ma si so 瑞春醬油 尤莉釿、陳怡安、林品岑、葉環宜、李亞璇、郭宇貞 輔仁大學 



 
 

序號 組名 提案主題 組員 學校 

58 孩子們 Solo Singer 王瑀懷、林映弦、余長紘、蔡宜庭、莊自得、郭蕙寧 輔仁大學 

64 八方來客 嘿，輕松一下 杜京翰、劉  暢、黃興宇、翟澤宇、施  澄 世新大學 

101 參參捌捌 
Solo Singer 是辦公室外的創意補給

站，讓團隊成為獨特思想家！ 
許右萱、吳紀昕、邱敬雅、林亦芊、曾愉淇 世新大學 

103 Q-NAC 解放你的 Tie 尋找 Meeting 新時代 張予馨、鄒惠萍、鐘苡郡、陳俞晴、何冠緯、張敬華 元智大學 

109 濃縮時代 
三立電視「愛台客」 

見證台灣真英雄 
呂孟庭、溫欣紜、王雅萱、簡吟容、徐聖瑋、張培瑄、林闓榛 元智大學 

127 快樂 Song 解放自己做主生活 蘇珮玲、劉姿妤、黃筱鈞、李怡慧、趙尹瑄、蘇意筑 崑山科技大學 

130 嚕甲嚕胖 好的故事從 Solo Singer Hotel 開始 黃郁雯、陳艾敏、陳姿穎、陳冠禎、蘇修平 世新大學 

131 Invincible Squad 舊是溫度，給你創意顛覆！ 沈莉婷、葉慧敏、黃界錤、韓蕓婧 文化大學 

133 豬油拌飯 想像力．玩．城市  張莉聆、鄭以暄、黃婷郁、游得志、李庭瑋、張世融 元智大學 

143 大家來作伙 因你而在，奶油不會壞  謝佳芸、王亭喬、林欣妍、彭玥慈、林芷岑、簡妤潔 元智大學 

153 復健者聯盟 台灣滑起來 王思皓、蕭文祺、莊英奇、李威誼、徐  昀、郭仁龢 輔仁大學 

 



 
 
一、 決賽時間：2017 年 6 月 9 日（星期五） 

(一) 12:30～13:00：參賽選手報到 

(二) 14:00：決賽開始 

 
二、 決賽地點：世新大學管理學院大樓 國際會議廳（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一段 111 號 2 樓） 

 
三、 決賽上場序號：決賽當日（6 月 9 日）下午 13:00 進行抽籤，若無法到場，將由主辦單位代為抽籤。 

 
四、 參賽隊伍勘查：  

(一) 2017 年 6 月 8 日(星期四)下午 1 點～5 點，每組 30 分鐘。 

(二) 請參賽者於 6 月 1 日（星期四）至 2 日（星期五）與公關基金會秘書聯絡，確認勘查時間。主辦單位開放提案所

需器材設備，供參賽者進行測試。 
 

五、 決審提案 
(一) 提案時間：15 分鐘提案，5 分鐘 Q&A，共計 20 分鐘。12 分鐘時，響一短鈴聲；15 分鐘時，響二短鈴聲，提案學

生應立即停止報告。 

(二) 提案形式不拘。 

(三) 提案器材︰主辦單位提供單槍投影機、投影布幕、CD、混音座，PC 電腦設備。其他特殊器材均由參賽者自備，

並於場勘時攜帶至決審場地測試，以確定是否相容。（如自行攜帶不同規格電腦，請於 6 月 2 日前提早告知） 

 
六、 競賽獎勵 

(一) 第一名：獎金新台幣 5 萬元整，每位組員獎狀一紙。 

(二) 第二名：獎金新台幣 2 萬元整，每位組員獎狀一紙。 



 
 

(三) 第三名：獎金新台幣 1 萬元整，每位組員獎狀一紙。 

(四) 優 勝：獎金各新台幣 5 千元整，每位組員優勝獎狀一紙。 

(五) 佳 作：每位組員優勝獎狀一紙。 

(六) 指導老師獎：凡決審得獎作品之指導老師，頒發指導老師獎狀一紙。 

 
若需任何協助請與財團法人公共關係基金會秘書丁冠芬聯繫  
聯絡電話 02-22368225 分機 2328、e-mail：prfoundation1990@gmail.com 

mailto:prfoundation1990@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