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公共關係基金會 
2021 校園公關提案競賽 分組名單 

共計 123組參賽隊伍 

一、 協辦單位編號 

代號 協辦單位 

A 恩奕互動娛樂有限公司 

B 桂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C 健康力股份有限公司 

D 捷元股份有限公司 

二、 分組名單 

參賽序號 學校 團隊名稱 組長姓名 

A-1 天主教輔仁大學 要不要吃火鍋 潘琇瑋 

A-2 天主教輔仁大學 天竺鼠翻車 陳文婷 

A-3 天主教輔仁大學 我們不能鼠 劉書竹 

A-4 世新大學 您說的都隊 王齡瑨 

A-5 世新大學 上吧!我的小哥哥! 董幼楡 

A-6 世新大學 誰有 idea 張家瑜 

A-7 世新大學 迪士尼公主們和女僕 陳宇琪 

A-8 世新大學 獅子座 A型單身徵友中 李明瑩 

A-9 世新大學 Super team 沈曉非 

A-10 世新大學 斜槓青年吃便當 黃嘉億 

A-11 世新大學 夜露死苦 曾鈺珊 

A-12 世新大學 媒體車車 張淑盈 

A-13 佛光大學 校園嬌娃 吳珮瑄 

A-14 國立中興大學 銷哞時光 耿敬淳 

A-15 國立中興大學 行銷小猴得興應手 陳鉅東 

A-16 國立中興大學 公關觀觀供公關 蔡伃慧 

A-17 國立中興大學 疫心為了你 姜國琰 

A-18 國立政治大學 HiFive 陳渝耘 

A-19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YOYO BIBO 王昱竣 

A-20 崑山科技大學 防 yeeee真煩傳 呂玟瑾 

A-21 崑山科技大學 肆疫郎 張琳翎 

A-22 崑山科技大學 你的檳榔馬洗柳 許喆勛 

A-23 崑山科技大學 雞肉飯 吳詠霆 

A-24 僑光科技大學 啊我就怕被罵 郭芊秀 

A-25 僑光科技大學 喬閔出事了喬閔 鄭仲祐 

A-26 僑光科技大學 海底撈 郭中賢 

A-27 僑光科技大學 貓妖蘑菇 林瑩慈 



參賽序號 學校 團隊名稱 組長姓名 

A-28 僑光科技大學 島輝 蕭旭澤 

A-29 僑光科技大學 想不到 李嘉蓁 

A-30 銘傳大學 期末戰士 周安妮 

A-31 銘傳大學 武藝 team 陳苡萱 

B-1 中國文化大學 草莓吐司 葉怡茹 

B-2 天主教輔仁大學 五萬塊 簡敬芳 

B-3 天主教輔仁大學 二十而已 陳采潔 

B-4 世新大學 跑起來 楊珮綺 

B-5 世新大學 號稱 170 江岑晨 

B-6 世新大學 我 4新來的 林虹如 

B-7 世新大學 痴心劫隊 杜品萱 

B-8 世新大學 6起來 李霽恩 

B-9 佛光大學 牛肉飯捲 劉家豪 

B-10 國立中興大學 興風作浪 劉佳淳 

B-11 國立政治大學 金牌公關 陳慧軒 

B-12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勞工碼頭 顏大容 

B-13 崑山科技大學 菓然抵家 曾培瑜 

B-14 崑山科技大學 藍咖啡 梁育銘 

B-15 崑山科技大學 後疫情的我們 林雅雯 

B-16 崑山科技大學 正道的光 郭彥輝 

B-17 崑山科技大學 桂求得獎冠名贊助 林振遠 

B-18 崑山科技大學 G.D.G 吳怡潔 

B-19 崑山科技大學 趕鴨子上架 李佳佳 

B-20 崑山科技大學 缺錢做畢製 黃宧甄 

B-21 崑山科技大學 籌錢做畢製 陳郁儒 

B-22 崑山科技大學 義守棒球隊 陳冠毅 

B-23 崑山科技大學 等一下吃什麼 彭芝宜 

B-24 崑山科技大學 毛毛小隊 康瓊云 

B-25 崑山科技大學 五告讚 楊昇融 

B-26 崑山科技大學 半糖微冰 黃鈴閔 

B-27 僑光科技大學 飛耀之星 陳彥臣 

B-28 僑光科技大學 薑汁番茄切片團隊 楊惟丞 

B-29 僑光科技大學 黃氏企業 黃上銘 

B-30 僑光科技大學 保持社交距離 鄭可縈 

B-31 銘傳大學 霹靂噠噠噠 黃凱幀 

C-1 國立政治大學 大吉大利 詹珮渝 

C-2 中國文化大學 YVJCB 曾于軒 

C-3 天主教輔仁大學 三月三日 刁家茵 

C-4 天主教輔仁大學 疫起畢業 高宜恩 

C-5 世新大學 臺北直直撞 蔡旻潔 



參賽序號 學校 團隊名稱 組長姓名 

C-6 世新大學 億耳 郭淨瑩 

C-7 世新大學 企鵝在南極 陳品妘 

C-8 世新大學 霹靂啪啦碰 陳冠廷 

C-9 世新大學 天天星期天 方妮妮 

C-10 世新大學 健康女子力 張如萱 

C-11 世新大學 新鮮五顆肝 黃佳萱 

C-12 世新大學 Guten tag 吳佳諭 

C-13 世新大學 女子鬼殺隊 陳品妤 

C-14 世新大學 隨疫 馬紹恒 

C-15 世新大學 鴨子敢上架 周洳萱 

C-16 世新大學 媒體關係沒關係 吳采娟 

C-17 佛光大學 遇期心禮 李香瑮 

C-18 佛光大學 高等煉金術本部 邱詩評 

C-19 佛光大學 清一色碰碰胡 黃子庭 

C-20 佛光大學 拜託讓我過 黃弘沅 

C-21 國立政治大學 政治政確 陳政廷 

C-22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國軍 online 劉雨青 

C-23 崑山科技大學 健康管理大師 吳沛瑄 

C-24 崑山科技大學 健康有活力 梁語晴 

C-25 崑山科技大學 G-nine 劉秀祈 

C-26 崑山科技大學 我們很有力 黃榆軒 

C-27 崑山科技大學 阿嬤哩底隊 周沛萱 

C-28 崑山科技大學 快樂滿竹 鄭賀月 

C-29 崑山科技大學 吉吉查查 鄭秀萱 

C-30 銘傳大學 肺炎特攻隊 蔡育荃 

C-31 銘傳大學 Dog Dog Good 吳俞賢 

D-1 銘傳大學 三長兩短 楊姿燕 

D-2 中國文化大學 三維空間 葉佳穎 

D-3 中國文化大學 疫響天開 邱群琇 

D-4 中國文化大學 為五斗米折腰 徐紫涵 

D-5 天主教輔仁大學 義級玩家 周柔禛 

D-6 天主教輔仁大學 五萬在我這 吳皓青 

D-7 世新大學 鴻智 盧韋丞 

D-8 世新大學 白花蛇草水 張景惠 

D-9 世新大學 憨吉麻吉哇哞吉 徐孟辰 

D-10 世新大學 NMSL 何俊賢 

D-11 世新大學 誰要去吃海底撈 林文臻 

D-12 佛光大學 美少女戰隊 楊哲維 

D-13 佛光大學 光頭隊 高庭恩 

D-14 國立中興大學 只露眼睛 蘇欣妤 



參賽序號 學校 團隊名稱 組長姓名 

D-15 國立中興大學 銷 Me哇勾 王薏晴 

D-16 國立政治大學 斯巴拉系 曾翊瑄 

D-17 崑山科技大學 我想一下 陳子榆 

D-18 崑山科技大學 走心幫 黃薰儀 

D-19 崑山科技大學 不平凡的普通人 陳玉茹 

D-20 崑山科技大學 我沒有想法 朱俞瑄 

D-21 崑山科技大學 菜逼八 黃靜慧 

D-22 崑山科技大學 貴丱皙弌歐 莊雯昕 

D-23 崑山科技大學 關關難過關關過 曾妍姿 

D-24 崑山科技大學 Kitty喵喵 伍詠涵 

D-25 崑山科技大學 八四三十二 林偉勝 

D-26 崑山科技大學 o⁴ 林詩庭 

D-27 崑山科技大學 四事如意 吳奕凡 

D-28 崑山科技大學 吃飽寶小隊 王馨媛 

D-29 崑山科技大學 輕鬆桂疫冠 蔡瑋鴻 

D-30 崑山科技大學 阿冠家 程智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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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日（三）上午十點以前來信告知，並留下您

的聯絡電話！ 

 

 

財團法人公共關係基金會 秘書劉小姐 

電話:02-22369707 轉 10 

電子信箱:prfoundation1990@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