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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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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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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31 日的提案總決賽。 

決賽入圍名單： 

(以報名序號排列) 

序號 組名 提案主題 組員 學校 

19. 綠色小小兵 
台中智慧城市第一屆市長候選人-
吳仁車 

張旆萱、黃文琳、洪育瑾、許玉樺、蔡孟庭、王筱筑 世新大學 

32. 五月天天要開心 綠運輸的好，你從沒想到 李盈萱、柯承佑、林詠婷、張允柔、簡莉 世新大學 

44. Green To Grin MenGo1299 青春遊走 黃奕懷、洪藝瑄、陳益徵、莊昀瑾、賴妍潔、林玟均 國立政治大學 

47. 欸可以耶！ 雲淡風輕  我的理想行 許茹涵、洪慈吟、楊可筠、黃韵軒 國立政治大學 

56. 濾鏡 開到 爆掉 上班路不卡關 蘇荷、蕭仰廷、倪薇、楊淳斐、劉儀婷、張以欣 國立政治大學 

95. 盧影隨行 BO 庇 黃姿瑜、徐玥玲、王大同、黃崇祐 崑山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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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名單 

(以報名序號排列) 

序號 組名 提案主題 組員 學校 

5. 多多綠·低碳少油 綠色交通 洪嘉昀、陳凱琪、吳旻燕、劉珊旻 元智大學 

14. 隱加一 
搭乘輕軌，轉乘大人 

從青春、年輕，轉成大人 
賴廣興、曾思瑜、王子安、張宜如、唐若庭、賴禹廷 元智大學 

17. 綠光俠 桃捷給你想要的快樂通勤生活 柯欣怡、蔡長融、陳俞瑄、張育苹、阮姿綺 元智大學 

24. 呂姓旅人騎綠驢 台中自駕巴士「綠色交通」 謝華倫、林憲霖、賴咨霖、黃鈺琁 、王瑩棋、錢品伃 世新大學 

27. Gossip girls 智慧 Easy life 自駕 Green 起來 張嘉芸、莊蕓馨、許凱華、許文瑜、陳孝萱、李至岡 世新大學 

28. 第一名 100 種綠運生活 范凱婷、陳思妘、呂家媛、郭家凱、王亞馨 世新大學 

33. 籌錢去畢旅 台北市綠色運輸企劃 王怡鈞、許彥棻、陳宣彤、尤昱晴、劉佳宜、曾子林 世新大學 

45. 大勇 307 高雄捷運 X Men Go 謝亞純、張語芯、李昀、陳怡婷、林宏維、梁庭瑜 國立政治大學 

46. 如日方中 
隨想隨行 

新北市淡海輕軌推廣方案 
劉定昀、蘇紐、張宜蓁、陳以暄 國立政治大學 

50. 房祖名 桃園捷運增流企劃書 湯璦禎、謝佳蓁、林承懌、胡書懷、吳其鍌、丁禹 國立政治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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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組名 提案主題 組員 學校 

52. 綠動城市 偷點閒，賺點錢 沈筠、王丞辰、何采蓉、卓妤謙、李珮瑄、包雅竹 國立政治大學 

53. 台北水水找腦公 I'm a Transholic 蔡濬謙、劉芳瑀、鄭羽涵、謝潔心、黃閔資、廖姿婷 國立政治大學 

66. 快樂因子 
搞 4 情 

4 IN LOVE IN TAICHUN 
鄭惠謙、卓靜怡、劉于甄、羅微寧、郭博忠 崑山科技大學 

78. 石炭力量 

時時刻刻享受旅行 

嘆為觀止精選美景 

蒞臨偏鄉醫療執行 

亮相試乘觸動民情 

蔡秀子、孫珮璇、邱雅亭、楊子宜、吳育庭、謝昌諭 崑山科技大學 

84. 今日完售 
迄桃 

湛藍‧挑戰‧綻放 
徐羽嫺、陳宇沁、陳芊蓉、陳翊姍、陳芝羽、鄭賀月 崑山科技大學 

85. 綠遊精 桃園 3 結驛 曾慈惠、沈倖羽、陳雅惠、簡曼娟 崑山科技大學 

88. 增溫事務所 
MEN！忙翻了！ 

翻轉你的 MEN 碌生活 
顏貝霓、陳薏璇、楊雅鈞、王韋茜 崑山科技大學 

89. 巴比龍 
投足客 Green Solver 

投入減碳足跡的專家 
吳菀庭、吳孟承、鄭婷云、王律堤、黃心屏 崑山科技大學 

91. 綠能少女 
成長三部曲 

探索世界。嘗試體驗。共同成長 
周愷琪、蘇盈卉、葉潔愉、鄭秀萱 崑山科技大學 

93. 三十而綠 
陪伴，陪辦 

綠色世紀，陪你四季 
廖偉捷、沈嘉宜、王德瑞、曹雅芳 崑山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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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組名 提案主題 組員 學校 

102. 綠色南波萬 綠色交通 林以愛、羅嘉暉、陳瀅汝、羅雪嫣、吳惠真、朱芸萱 輔仁大學 

107. 6417 新北淡海輕軌 林芮亘、鄒雙如、王琳喻、許少涵 世新大學 

 
一、 決賽時間：2019 年 5 月 31 日（星期五） 

(一) 12:00～12:20：參賽選手報到 

(二) 1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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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1 日）下午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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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5 月 30 日(星期四)下午 1 點～5 點，每組 30 分鐘。 

(二) 請參賽者於 5 月 23 日（星期四）至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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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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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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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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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嘉彥先生聯繫  
聯絡電話 02-22368225 分機 83102、e-mail：prfoundation1990@gmail.com 

mailto:prfoundation1990@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