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公共關係基金會 
2023 校園公關提案競賽 分組名單 

共計 136組參賽隊伍 

一、 協辦單位編號 

代號 協辦單位 

A 寵物百分百股份有限公司 

B 東森寵物 

C Wellness寵物健康 台灣總代理 逸寶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D 汪喵星球(自力耕生股份有限公司) 

二、 分組名單 

編號 就讀學校(全名) 團隊名稱(組別名稱) 組長姓名 

A-1 崑山科技大學 攀夢者 葉○穎 

A-2 輔仁大學 早安午安晚安 王○ 

A-3 崑山科技大學 寵新開始 陳○錡 

A-4 國立中興大學 胡搞銷搞 吳○楓 

A-5 銘傳大學 毛毛寵 邱○瑄 

A-6 世新大學 別鬧我有藥！ 江○紫 

A-7 世新大學 不敢相信竟然報名了 林○妤 

A-8 國立中興大學 美女與野獸 鍾○萱 

A-9 國立政治大學 OneBoy寵鋒隊 劉○駿 

A-10 世新大學 大三 OG 龔○婷 

A-11 世新大學 只有一香情願 張○霖 

A-12 國立中興大學 一筆狗銷 王○庭 

A-13 世新大學 小貓咪喵喵咪呀 袁○軒 

A-14 銘傳大學 汪咪夢工廠 陳○文 

A-15 銘傳大學 汪喵當家 歐○蓁 

A-16 中國文化大學 想不到組名 陳○霖 

A-17 世新大學 深藏 BLUE 陳○慧 

A-18 世新大學 準時上課 李○嫻 

A-19 世新大學 是我不隊 王○硯 

A-20 世新大學 自摸二丙 張○嘉 

A-21 國立屏東大學 無糖去冰 王○芊 

A-22 國立政治大學 綠洲在這裡 郭○柔 

A-23 國立政治大學 彼得有隻小綿羊 黃○ 

A-24 中國文化大學 毛毛寵 張○姿 

A-25 世新大學 再看我貓你 王○珩 

A-26 輔仁大學 汪汪隊立大功 黃○上 

A-27 國立中興大學 明師出高兔 謝○棻 



編號 就讀學校(全名) 團隊名稱(組別名稱) 組長姓名 

A-28 世新大學 MIX 林○佑 

A-29 崑山科技大學 陸星人 苗○心 

A-30 輔仁大學 柯德基不可輸 林○存 

A-31 崑山科技大學 金促咪 張○涵 

A-32 崑山科技大學 阿嬤哩底隊 鐘○晴 

A-33 國立屏東大學 只想好好畢業隊 陳○展 

A-34 國立屏東大學 汪汪隊 廖○琳 

B-1 中國文化大學 萌寵星球 林○伃 

B-2 中國文化大學 快樂的狗 葉○妤 

B-3 中國文化大學 一起學「毛」叫 李○宇 

B-4 中國文化大學 毛孩應援團 吳○儒 

B-5 銘傳大學 浪我寵你 朱○宜 

B-6 世新大學 今天開始做你的狗勾 roooooo 王○茹 

B-7 中國文化大學 貓朋狗友 高○怡 

B-8 中國文化大學 哈哈哈 楊○旻 

B-9 崑山科技大學 集美們 游○儀 

B-10 中國文化大學 吉利蛋 吳○珩 

B-11 銘傳大學 瞄了個汪 劉○姍 

B-12 銘傳大學 汪堡之星 熊○睿 

B-13 銘傳大學 汪喵隊立大功 陳○羽 

B-14 世新大學 Esther Bunny 阮○芸 

B-15 世新大學 夜光閃亮亮汪汪隊 文○婷 

B-16 中國文化大學 寵一波～GO 鍾○彤 

B-17 世新大學 寵新認識你 陳○睿 

B-18 國立政治大學 正能量米克斯 高○ 

B-19 銘傳大學 六福齊天 何○欣 

B-20 世新大學 棉花面紗犬 呂○ 

B-21 佛光大學 爆肝坐牢隊 彭○棋 

B-22 國立政治大學 公關汪汪汪 林○翾 

B-23 世新大學 你是我的羊 林○玉 

B-24 崑山科技大學 萌寵特派員 李○芳 

B-25 崑山科技大學 茂哥不能輸 趙○怜 

B-26 銘傳大學 逗可管家 楊○熊 

B-27 世新大學 狗仔屋 董○妘 

B-28 中國文化大學 毛小孩卡哇 鄧○玲 

B-29 佛光大學 佛光普照大地 陳○嬋 

B-30 世新大學 再暈他我就是狗 曾○薺 

B-31 中國文化大學 寵物是我們的好夥伴 李○穎 

B-32 世新大學 協貓四劍客 王○蓉 

B-33 崑山科技大學 貓力山大 陳○嘉 



編號 就讀學校(全名) 團隊名稱(組別名稱) 組長姓名 

B-34 銘傳大學 四喜丸子 李○維 

C-1 銘傳大學 大毛孩 蕭○均 

C-2 銘傳大學 大英雄天團 翁○辰 

C-3 中國文化大學 哈囉毛小孩 彭○雯 

C-4 國立政治大學 咪咪貓貓與汪汪仙貝 饒○羽 

C-5 世新大學 傑克羅素 王○穎 

C-6 世新大學 喵喵戰隊想成功 劉○欣 

C-7 世新大學 拿五萬寵愛我自己 羅○ 

C-8 銘傳大學 凱撒風味蔬菜雞肉捲 陳○萍 

C-9 崑山科技大學 花園寶寶 王○淯 

C-10 國立政治大學 玉米教派 黃○ 

C-11 國立屏東大學 飛隆在天隊 吳○龍 

C-12 國立中興大學 厚片女孩 廖○瑩 

C-13 世新大學 只想給你寵愛 卓○儀 

C-14 世新大學 寵心愛泥 石○翰 

C-15 輔仁大學 他喵得勒 陳○萱 

C-16 國立屏東大學 四寵奏 張○綺 

C-17 國立政治大學 為了寵泥 韋○奇 

C-18 世新大學 公主七減一 呂○蓁 

C-19 崑山科技大學 Wi-Fi babies 李○ 

C-20 世新大學 諾 ya方舟 劉○棠 

C-21 世新大學 只想給你給你寵愛 李○彤 

C-22 世新大學 一定沒問題 陳○妤 

C-23 國立政治大學 我不是兔子 林○萱 

C-24 世新大學 公狗摟 洪○崎 

C-25 世新大學 派特我的愛 鄭○心 

C-26 世新大學 汪汪凱蒂喵 黃○安 

C-27 世新大學 五萬塊得主 蘇○諺 

C-28 中國文化大學 花果山山來遲 李○祥 

C-29 世新大學 艾的鼓勵 黃○超 

C-30 中國文化大學 陽明山北區通訊處 林○翔 

C-31 世新大學 公館還是公廣 馮○宜 

C-32 國立政治大學 政大無厭組 李○諭 

C-33 崑山科技大學 A4 李○臻 

C-34 佛光大學 章魚燒 許○筑 

D-1 世新大學 挖個地洞躲起來 李○綾 

D-2 國立政治大學 美少女戰士+ 賴○諠 

D-3 世新大學 忠犬小六 何○觀 

D-4 世新大學 金錢の奴隸 陳○茵 



編號 就讀學校(全名) 團隊名稱(組別名稱) 組長姓名 

D-5 世新大學 教授，頂樓的風好大 吳○楨 

D-6 世新大學 毛毛立大功 洪○芯 

D-7 崑山科技大學 台港友好 朱○琦 

D-8 銘傳大學 萌寵聚樂部 黃○玲 

D-9 銘傳大學 早點回家陪貓咪 姚○亞 

D-10 世新大學 萌獸牛蛙 劉○荷 

D-11 世新大學 狗勾喝水水 陳○廷 

D-12 國立政治大學 汪汪隊立大功 陳○妤 

D-13 世新大學 六顆拔辣 張○瑄 

D-14 崑山科技大學 學分戰士 黃○涵 

D-15 世新大學 狗咩那賽 張○霞 

D-16 國立政治大學 毛孩保衛隊 林○蒽 

D-17 國立屏東大學 喵喵喵喵電感應 邱○萱 

D-18 國立政治大學 姆湯貓與吉利鼠 陳○蓁 

D-19 世新大學 我要成為合格鏟屎官！ 李○恩 

D-20 世新大學 米奇不妙 徐○涵 

D-21 崑山科技大學 羅漢腳與他們的寵物 林○駿 

D-22 世新大學 泡芙牛仔褲激素 143 劉○廷 

D-23 世新大學 河豚海豚都是水豚 陳○宇 

D-24 銘傳大學 新聞廣銷衝衝衝! 劉○伯 

D-25 銘傳大學 暈的咪咪貓貓 邱○晴 

D-26 銘傳大學 貓狗大作戰 吳○婕 

D-27 佛光大學 無限創意 劉○呈 

D-28 國立中興大學 I不 ng 陳○妤 

D-29 國立中興大學 寵寵育動 廖○硯 

D-30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學長說的都隊 陳○親 

D-31 崑山科技大學 無限可能 游○琳 

D-32 崑山科技大學 萌寵公關 張○瑄 

D-33 世新大學 愛會消失隊不隊 朱○婕 

D-34 銘傳大學 毛孩關注組 施○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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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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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