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公共關係基金會 

2019【校園公關提案競賽】提案組別名單 

序號 學  校 組  名 組    員 提案單位 

1.  中國文化大學 Green Life 綠活系 陳廷恩、許絨盈、陳品融、張修維、呂柏侑、許項揚 新北市政府 

2.  元智大學 GREEN GIANT 魏翊倫、長安雅代、章鎮麟、張郁婕、許博泓 桃園市政府 

3.  元智大學 佛系隊 許芷瑄、李佳璉、劉沛箴、林筱芃、王品浩 桃園市政府 

4.  元智大學 森林 雷璧如、王麗茵、潘辰欣、彭育敏、黃于庭 新北市政府 

5.  元智大學 多多綠·低碳少油 陳幸妤、陳凱琪、洪嘉昀、吳旻燕、劉珊旻 臺中市政府 

6.  元智大學 Greennovation 溫景翰、薛仲成、吳雨蓁、黃子銘、林上峻 臺中市政府 

7.  元智大學 GT2 駱欣莉、黃泓錡、臧宏奇、潘秒珊、鄧淑貞 臺北市政府 

8.  元智大學 元智綠能隊 羅世安、宋家貝、王聖彣、王盛宇、 桃園市政府 

9.  元智大學 環保戰士 廖哲逵、張譯予、陳嘉翎、游昕蓉、徐薪竣 桃園市政府 

10.  元智大學 我是小綠人 徐觀翔、王祥宇、黃如袖、林芷岑、陳瑜婕、張家愷 桃園市政府 

11.  元智大學 環保小尖兵 周均羨、何啟豪、余庭瑄、王雅慧 桃園市政府 

12.  元智大學 關鍵少數 黃晨維、郭庭妤、蔡聿涵、廖士軒、張家瑜、劉家琪 桃園市政府 

13.  元智大學 BA 六各 李宛芸、蕭宇倢、王怡蘋、簡嘉慧、李宜娟、李德恩 高雄市政府 

14.  元智大學 隱加一 賴廣興、曾思瑜、王子安、張宜如、唐若庭、賴禹廷 新北市政府 

15.  元智大學 管院聯隊 賴星文、管伊心、簡吟竹、陳柏宏、謝沄澂、杜雨晴 臺北市政府 

16.  元智大學 元智彭于晏 黃怡婷、陳文曦、潘笑云、許可暄、杜浩綸、黎鈺欣 臺北市政府 

17.  元智大學 綠光俠 柯欣怡、蔡長融、陳俞瑄、張育苹、阮姿綺 桃園市政府 

18.  世新大學 天然記帳雞 洪佳玲、王玟晴、黃歆雅、陳子韻、 高雄市政府 

19.  世新大學 綠色小小兵 張旆萱、黃文琳、洪育瑾、許玉樺、蔡孟庭、王筱筑 臺中市政府 

20.  世新大學 我們剛好是一組 王晨芸、蔡紫如、羅語葳、林倩妤、林羽彤 新北市政府 

21.  世新大學 夾吐司壁 林俊德、李冠潔、蕭晏溱、姚乃文、余勛凱、李沂瑾 桃園市政府 

22.  世新大學 公廁 施怡均、楊勛巖、張婉萱、甘哲瑋、鄭宇軒、王靜雅 新北市政府 

23.  世新大學 珍波椰咖喱 謝孟晴、王瀅茹、吳采恩、謝孟穎、康昕惟 新北市政府 

24.  世新大學 呂姓旅人騎綠驢 謝華倫、林憲霖、賴咨霖、黃鈺琁 、王瑩棋、錢品伃 臺中市政府 

25.  世新大學 琦玉紅蠍子隊 賴海正、謝亞諭、黃揚善 、吳皚斿 臺中市政府 

26.  世新大學 綠光罩頂 江品潔、吳姿穎、李佳璇、楊于槿 臺中市政府 

27.  世新大學 Gossip girls 張嘉芸、莊蕓馨、許凱華、許文瑜、陳孝萱、李至岡 臺中市政府 

28.  世新大學 第一名 范凱婷、陳思妘、呂家媛、郭家凱、王亞馨 臺北市政府 

29.  世新大學 王亭歡 王亭歡、溫梓渝、吳子宣、成伶俐、王子杰 臺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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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世新大學 臺北發大財 張振邑、馬莘儀、蕭瑀慈、陳柏明、何家芃、蔡明倫 臺北市政府 

31.  世新大學 好問題 陳思穎、李瑾潔、鄭如芸、張雅琇、魏庭瑄、陳祐漩 臺北市政府 

32.  世新大學 五月天天要開心 李盈萱、柯承佑、林詠婷、張允柔、簡莉 臺北市政府 

33.  世新大學 籌錢去畢旅 王怡鈞、許彥棻、陳宣彤、尤昱晴、劉佳宜、曾子林 臺北市政府 

34.  世新大學 加油 黃巧禎、陳語萱、蕭羽珈、王睿永、吳浩 臺北市政府 

35.  世新大學 光宗耀組 劉依貞、王偉綸、張初安、鄭晴芳 桃園市政府 

36.  佛光大學 唉呦你很酷ㄛ 劉芷君、林郁庭、何孝淇、塗琬渝 新北市政府 

37.  佛光大學 佛系錦鯉 張詠安、夏冰清、丁巧蘋、林彥伶 臺北市政府 

38.  佛光大學 匿名的好友 江韋毅、林品妤、郭芷吟、林安琪 臺北市政府 

39.  佛光大學 六六大順 李沛璇、王姵淇、賀意涵、魏立昀、張家禎、林函蓉 臺北市政府 

40.  佛光大學 第五組 柳崴翔、吳松言、許軒維、游勛雅 臺北市政府 

41.  佛光大學 尤達大師老珂仔 游子誼、黃思齊、吳懷彬、李淯豪 桃園市政府 

42.  國立政治大學 綠色佩奇 何靜兒、倉本涼平、黃婷婷、伍健玲、林政豪、莊旻諺 桃園市政府 

43.  國立政治大學 好好吃早餐 任乙妤、陳昱諺、廖尹綸、程姿紜、黃蔚茵、宋靜 桃園市政府 

44.  國立政治大學 Green To Grin 黃奕懷、洪藝瑄、陳益徵、莊昀瑾、賴妍潔、林玟均 高雄市政府 

45.  國立政治大學 大勇 307 謝亞純、張語芯、李昀、陳怡婷、林宏維、梁庭瑜 高雄市政府 

46.  國立政治大學 如日方中 劉定昀、蘇紐、張宜蓁、陳以暄 新北市政府 

47.  國立政治大學 欸可以耶！ 許茹涵、洪慈吟、楊可筠、黃韵軒 新北市政府 

48.  國立政治大學 Give me 5 劉澤儀、陳筑均、林欣渝、徐鞍錡、長島奈槻 臺中市政府 

49.  國立政治大學 哈咯赢 王禪婷、劉倩穎、袁巧鳳、鄭伊芸、鄧翠華、李芳綺 臺中市政府 

50.  國立政治大學 房祖名 湯璦禎、謝佳蓁、林承懌、胡書懷、吳其鍌、丁禹 桃園市政府 

51.  國立政治大學 公關關難過關關過 吳秉純、陳子郁、林昀靚、何孟樺、陳宜慧 臺中市政府 

52.  國立政治大學 綠動城市 沈筠、王丞辰、何采蓉、卓妤謙、李珮瑄、包雅竹 臺北市政府 

53.  國立政治大學 台北水水找腦公 蔡濬謙、劉芳瑀、鄭羽涵、謝潔心、黃閔資、廖姿婷 臺北市政府 

54.  國立政治大學 簡單不簡單 謝榕鄉、劉芸蓁、顏千筑、曾立愷、鄭丞媛、吳宛馨 臺北市政府 

55.  國立政治大學 關關雎鳩 郭思妤、鍾竺穎、張家瀠、許心華、謝沛珊、林于萱 臺北市政府 

56.  國立政治大學 濾鏡 開到 爆掉 蘇荷、蕭仰廷、倪薇、楊淳斐、劉儀婷、張以欣 桃園市政府 

57.  崑山科技大學 贏我就不隊 王菀茜、周佩萱、謝佩筠、劉涵楹、郭政軒 桃園市政府 

58.  崑山科技大學 環保扛壩子 莊凱淋、葉喻琪、李佩珈、劉美芳、楊凱勝 高雄市政府 

59.  崑山科技大學 發大財團隊 蘇子恩、鄭伊婷、沈俐瑩、張文瑄、李曼瑄、吳艾庭 高雄市政府 

60.  崑山科技大學 DCT 陳又齊、黃開弘、許濬宇、？ 高雄市政府 

61.  崑山科技大學 我們是認真的 李振睿、黃開弘、王慧婷、鍾鎧澤、陳又齊 高雄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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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崑山科技大學 青青翠 張慧婷、王雅葳、鄭情心、林志昇、張鎧麟、沈資祐 新北市政府 

63.  崑山科技大學 brilliant pupil 田口菜穗子、鈴木唯、赤嶺龍凱、許濬宇、蔡善榮 新北市政府 

64.  崑山科技大學 綠新 周仕昌、李紅億、黃家莉、力筠庭 臺中市政府 

65.  崑山科技大學 三個美少女 陳琮翰、李翊綺、張郁媜、蕭凱瑜 臺中市政府 

66.  崑山科技大學 快樂因子 鄭惠謙、卓靜怡、劉于甄、羅微寧、郭博忠 臺中市政府 

67.  崑山科技大學 綠廣俠 張鈺嫃、陳宜靖、劉耘昇、郭宜庭、雷凱鈞 臺中市政府 

68.  崑山科技大學 環球保（寶）島 許政翰、陳沛慈、楊茲羽、李欣潔、張昕元、廖英志 臺中市政府 

69.  崑山科技大學 綠色能源 online 卓聖恩、曾雯鈺、連益禎、陳柔忻、謝佩穎、王睿婕 桃園市政府 

70.  崑山科技大學 綠鬥 林嘉亮、葉家伶、丁偉軒、周沂瑾、陳敏溦 高雄市政府 

71.  崑山科技大學 五穀雜糧 方玉彤、陳又綺、洪伊柔、蔡汶珊、楊淯心 高雄市政府 

72.  崑山科技大學 晚餐吃什麼 胡博堯、蔡家豪、張鈺婷、郭亭妤、廖哲賢、卓華萱 高雄市政府 

73.  崑山科技大學 崑山湖綠能超級戰艦 蘇睿璿、李佳蓁、洪玉瑩、周沛萱、黃榆軒、劉嘉琪 高雄市政府 

74.  崑山科技大學 綠色霸王 陳雅筑、郭冠均、葉政宣、廖育慶 高雄市政府 

75.  崑山科技大學 Creative 馬潔妤、馬佩岑、陳文盈、楊易涵、王品絜、曾詩涵 高雄市政府 

76.  崑山科技大學 heptagon 吳天仁、鍾沛蓉、塗香燁、陳奎云、卓銘洳、卓淑芬 新北市政府 

77.  崑山科技大學 蔡孟學 蔡孟學、廖育慶、林煜庭、陳玫君 新北市政府 

78.  崑山科技大學 石炭力量 蔡秀子、孫珮璇、邱雅亭、楊子宜、吳育庭、謝昌諭 臺中市政府 

79.  崑山科技大學 環你還我 練韋成、張恩慈、洪瑄憶、蕭秀育、陳麒凱、馬柏熙 臺中市政府 

80.  崑山科技大學 青蘋果樂園 石勝紘、謝若瑜、林貴清、劉庭豪、張祐瑄 臺中市政府 

81.  崑山科技大學 花生湯圓 張竣能、吳國彥、賴威佑、謝瑋庭 臺北市政府 

82.  崑山科技大學 自行綠能 翁瑞延、曾宥豪、梁筱聆、高詠貞、黃普 高雄市政府 

83.  崑山科技大學 紅花綠葉 劉佳宜、黃書勤、彭筱敏、高紫軒、李政彥 桃園市政府 

84.  崑山科技大學 今日完售 徐羽嫺、陳宇沁、陳芊蓉、陳翊姍、陳芝羽、鄭賀月 桃園市政府 

85.  崑山科技大學 綠遊精 曾慈惠、沈倖羽、陳雅惠、簡曼娟 桃園市政府 

86.  崑山科技大學 雄愛調查 林侑潔、潘詠豪、王羿嵐、戴慈慧 高雄市政府 

87.  崑山科技大學 黃氏宗親會 黃承涵、黃昱凱、梁芳綾、劉耿鳳、李姿靜 高雄市政府 

88.  崑山科技大學 增溫事務所 顏貝霓、陳薏璇、楊雅鈞、王韋茜 高雄市政府 

89.  崑山科技大學 巴比龍 吳菀庭、吳孟承、鄭婷云、王律堤、黃心屏 高雄市政府 

90.  崑山科技大學 Lucky clover𑐀 王筱捷、杜亞恩、陳靜如、謝佳雯 高雄市政府 

91.  崑山科技大學 綠能少女 周愷琪、蘇盈卉、業潔愉、鄭秀萱 高雄市政府 

92.  崑山科技大學 點圖點圖 葉柏偉、王華伶、金晨、吳亭誼、劉尉丞 新北市政府 

93.  崑山科技大學 三十而綠 廖偉捷、沈嘉宜、王德瑞、曹雅芳 新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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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崑山科技大學 三川 李仁凱、林書羽、蕭雅琇、柯懷萱、黃亞婕 臺中市政府 

95.  崑山科技大學 盧影隨行 黃姿瑜、徐玥玲、王大同、黃崇祐 臺中市政府 

96.  崑山科技大學 看不見 陳旅璿、葉雅筑、鍾德霖、王善新、文開弘 臺中市政府 

97.  臺北市立大學 我想養北極熊 林彧希、高毓翎、張兆均、蔡建勳 臺北市政府 

98.  輔仁大學 輔大公關競賽第三組 朴倩儀、萬政軒、彭珮柔、王黎捷、李沁恬、黃筱涵 新北市政府 

99.  輔仁大學 輔大熊讚 黃子芸、黃駿威、蔡湘翊、游子賢、葉哲嘉、陳俞靜 新北市政府 

100.  輔仁大學 週五下午的豆漿 張珈榕、林昀姿、郭怡萱、温子萱、王若容、蔣逸荷 臺北市政府 

101.  輔仁大學 房祖名 施昆廷、梁馨瑜、阮頤寧、鄭羽庭、洪宇棋、吳承翰 臺北市政府 

102.  輔仁大學 綠色南波萬 林以愛、羅嘉暉、陳瀅汝、羅雪嫣、吳惠真、朱芸萱 臺北市政府 

103.  輔仁大學 讓我靖一靖 劉亭妤、張淳華、林羿辛、康纈、何昕曄、蕭辰羽 新北市政府 

 
以上內容如有錯誤，或者有任何疑問之處，敬請指教。  
如果有已報名，卻沒有列於名單之狀況，請於 3 月 14 日（四）下午一點以前來信告知，並
留下您的聯絡電話！  
財團法人公共關係基金會 秘書林先生  
電話:02-22368225 轉 83102  
電子信箱:prfoundation1990@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