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全國大專校院人工智慧競賽(AI CUP 2021) 

醫病訊息決策與對話語料分析競賽競賽春季賽： 

醫病決策預判與問答競賽 

教育部獎狀得獎名單 

編號 姓名 學校系級 獎項 

1 

韓秉勳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第 1名 趙禹誠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暨研究所 

阮明皓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2 

陳靖儒 臺北醫學大學大數據科技及管理研究所 

第 2名 陳敏楨 臺北醫學大學大數據科技及管理研究所 

林聖傑 臺北醫學大學大數據科技及管理研究所 

3 

李承恩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第 3名 塗子謙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鄭博謙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4 

廖威仲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優等 解正安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張詠辰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5 

陳昌浩 國立中央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優等 

陳品蓉 國立中央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盧建寰 國立中央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陳柏翰 國立中央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曾昱翔 國立中央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6 

林靖翰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佳作 

詹善斌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羅宥鈞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林昕駿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陳子伃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7 林佑恩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人工智慧碩士班 
佳作 



劉孟寰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 

邱承之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人工智慧碩士班 

8 

郭庭嘉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佳作 林雅鈞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張禾姈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9 

劉家君 
臺北醫學大學醫務管理學系大數據學士

後多元專長培力課程專班 

佳作 

曾暉翔 
臺北醫學大學醫務管理學系大數據學士

後多元專長培力課程專班 

李浩維 
臺北醫學大學醫務管理學系大數據學士

後多元專長培力課程專班 

陳彥銘 
臺北醫學大學 

大數據科技及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馮上平 
臺北醫學大學醫務管理學系大數據學士

後多元專長培力專班 

10 

林揚智 臺北醫學大學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佳作 

張益墉 臺北醫學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裴羿茹 臺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 

譚瑋城 臺北醫學大學藥學系藥學組 

姚子欣 臺北醫學大學藥學系藥學組 

11 

賴冠綸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佳作 
廖映銜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詹賀鈞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沈致宏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12 

陳宥銓 國立臺灣大學生醫電子與資訊學研究所 

佳作 許晉捷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陳民嶧 國立臺灣大學電子工程學研究所 

13 

何俊緯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佳作 吳兩原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張恆瑞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14 

張育銘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 

佳作 劉皓文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 

黃昱瑋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 



15 
周昱廷 元智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佳作 
張景淵 元智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16 

陳靖儒 臺北醫學大學大數據科技及管理研究所 

創意獎 陳敏楨 臺北醫學大學大數據科技及管理研究所 

林聖傑 臺北醫學大學大數據科技及管理研究所 

17 

林靖翰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創意獎 

詹善斌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羅宥鈞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林昕駿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陳子伃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教育部全國大專校院人工智慧競賽(AI CUP 2021) 

醫病訊息決策與對話語料分析競賽競賽春季賽： 

醫病決策預判與問答競賽 

      計畫辦公室獎狀 得獎名單 

編號 姓名 學校系級 獎項 

1 

王靖寰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資訊研究所 

前標 張庭維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 

李子儀 臺北醫學大學醫務管理學系 

2 

黃柏盛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前標 

劉中盟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許嘉倫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李愷崴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黃聖宇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3 
陳維廷 元智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前標 
蕭育泓 元智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4 

傅敬倫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前標 
黃子宸 國立臺灣大學電信工程研究所 

徐顥維 國立臺灣大學電信工程研究所 

洪明邑 國立臺灣大學資料科學學位學程 

5 

余誌軒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 

前標 
李心雅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 

陳冠汝 臺北醫學大學醫務管理學系 

林韋廷 臺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6 
楊浩東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工程學系 

前標 
楊若函 國立中央大學資工系 

7 

蔡坤明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前標 

魏麒庭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陳家麒 
國立清華大學智慧生產與製造產業碩士

專班 

     林妙慧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光電工程學系 

8 

王妍婕 臺北醫學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前標 謝珮瑄 臺北醫學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陳姵安 臺北醫學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9 

黃奕翔 國立臺灣大學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前標 
張舒翔 國立臺灣大學電信工程研究所 

Tanoj Langore 國立臺灣大學電信工程研究所 

張仕諺 國立臺灣大學電信工程研究所 

10 

鄭少捷 元智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前標 吳明憲 元智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吳仲晏 元智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11 

楊芸甄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前標 

羅靖皓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徐宏斌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趙容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邱冠維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12 

張中誠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前標 郭蕙綺 國立臺灣大學資工所人工智慧碩士班 

邱斯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 

13 若羽趙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前標 

14 

許博濟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前標 

俞鑫昌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呂偉嘉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李冠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徐紹恩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15 

歐俊毅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前標 張哲維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康峻瑋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16 
陳知遙 國立臺灣大學資料科學學位學程 

前標 
何青儒 國立臺灣大學資料科學學位學程 



黃瀞瑩 國立台灣大學資料科學學位學程 

17 

賴奎佑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前標 

陳志鵬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徐昌煜 義守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劉家銘 義守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思維黃 義守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