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公共關係基金會 
2022 校園公關提案競賽 分組名單 

共計 80組參賽隊伍 

一、 協辦單位編號 

代號 協辦單位 

A 台灣紅牛股份有限公司 

B 台灣夏普股份有限公司 

C 克立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 美德向邦醫療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E 軒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二、 分組名單 

參賽序號 學校 團隊名稱 組長姓名 

A-1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鐵血勞工 黃品鈞 

A-2 崑山科技大學 豆腐味噌湯 顏語彤 

A-3 崑山科技大學 您真內行 蔡侑臻 

A-4 國立政治大學 疫異議意義 鍾文妤 

A-5 崑山科技大學 關關公關關關過 陳昭宏 

A-6 世新大學 麻吉鴨米 馬昭嘉 

A-7 崑山科技大學 不平凡的人 施郁萱 

A-8 世新大學 世界集團董事會 賴珈妤 

A-9 崑山科技大學 薯條不加鹽 邱立杰 

A-10 國立屏東大學 我說的都隊 蔡易峻 

A-11 佛光大學 疫、益、意、義 黃澤凱 

A-12 世新大學 我們的名字有九個字 蔡文翔 

A-13 世新大學 會掛點嗎 林郁捷 

A-14 國立臺灣大學 椰林少一閒 歐陽妍如 

A-15 崑山科技大學 可可愛愛 陳薏羽 

A-16 世新大學 Q 比嘟滑 鄒晞卉 

B-1 崑山科技大學 公關好麻吉 張又婉 

B-2 國立政治大學 疫起來 PK 陳昱伍 

B-3 中國文化大學 疫於常人 陳映慈 

B-4 輔仁大學 織品畢業製作 劉友文 

B-5 世新大學 CB101 鄭竹安 

B-6 世新大學 畫龍點睛 陳采彤 

B-7 世新大學 M 簡季信 

B-8 世新大學 魔法大隊 羅珮萱 

B-9 世新大學 高配贏家戀愛局 不如一人多養魚 林品妤 

B-10 世新大學 艾喆艾喆就永遠 馬紹恒 



參賽序號 學校 團隊名稱 組長姓名 

B-11 世新大學 愛徒哈利 吳展毅 

B-12 世新大學 拿五萬訂大包 林家萱 

B-13 國立屏東大學 鮮橘汽水 劉依宣 

B-14 國立屏東大學 疫起向前 劉侑昕 

B-15 銘傳大學 公關有我沒危機 王子齊 

B-16 崑山科技大學 五號電池 王怡媗 

C-1 世新大學 四人行 蘇亞軒 

C-2 世新大學 熟悉中。。。 張祐霖 

C-3 世新大學 五限寶石 陳冠廷 

C-4 崑山科技大學 黑橋牌 陳星任 

C-5 世新大學 今晚打佬 WHO? 葉謹賢 

C-6 世新大學 御河蟹游ㄚ游 陳昱璇 

C-7 世新大學 大象邦邦 涂忻羽 

C-8 世新大學 沒在虎你 林宜云 

C-9 世新大學 五萬老娘的 陳宣穎 

C-10 世新大學 天天六六吉吉 吳珮茹 

C-11 世新大學 異香情苑 李沐儒 

C-12 世新大學 壹貳參肆伍 吳泇材 

C-13 崑山科技大學 天馬行空 張筱荷 

C-14 世新大學 得獎的世 陶宜安 

C-15 崑山科技大學 五佳人 黃衛平 

C-16 國立屏東大學 屏大防疫隊 劉祥宏 

D-1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匿名班驢 劉瀚翔 

D-2 崑山科技大學 黑化肥揮發會發灰 陳亮均 

D-3 國立政治大學 只要邏輯（隊/對） 陳思濡 

D-4 崑山科技大學 疫鄉人 羅紹維 

D-5 世新大學 Twenty Twenty 羅雅涵 

D-6 世新大學 卍煞氣 a世新卍 李盈瑩 

D-7 佛光大學 疫起加油 黃子恆 

D-8 世新大學 公關遊戲 侯玫君 

D-9 世新大學 咪咪貓貓 林沛褕 

D-10 世新大學 媒有關系 林思雨 

D-11 崑山科技大學 公廣來公關 陳芝穎 

D-12 國立屏東大學 潛行者 郭筱琪 

D-13 崑山科技大學 沒錢做畢製 葉宗穎 

D-14 國立屏東大學 校園防疫嬌娃 劉沛翎 

D-15 世新大學 二十年的等待 何秉樺 

D-16 世新大學 躺在棺材拿五萬 蔡旻潔 

E-1 崑山科技大學 霹靂嬌娃 李鈺淳 

E-2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Duck Duck 姚宇駿 



參賽序號 學校 團隊名稱 組長姓名 

E-3 中國文化大學 霹靂嬌娃 林芷伃 

E-4 世新大學 A5AA555喔喔 廖品恬 

E-5 世新大學 今天也要閃亮亮 吳岱庭 

E-6 世新大學 教授，頂樓的風好大 李宛庭 

E-7 世新大學 手心貼手心疫起心電心 王翎 

E-8 世新大學 艾的快樂寶貝 陳方寧 

E-9 世新大學 一香情願 周洳萱 

E-10 國立屏東大學 Seven team 梁沛汝 

E-11 佛光大學 沒什麼頭緒 蔡佾昕 

E-12 世新大學 卡愛解決 高嫻恩 

E-13 屏東大學 「疫」鄉人 郭眉函 

E-14 世新大學 澀澀珍珠音調 鄭宇倢 

E-15 世新大學 孟子養魷魚 黃子瑄 

E-16 世新大學 炸 john麵 李華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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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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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電子信箱:prfoundation1990@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