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全國大專校院人工智慧競賽(AI CUP 2020) 

醫病訊息決策與對話語料分析競賽 

教育部獎狀 得獎名單 

編號  姓名  學校系級  獎項  

1  陳奕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工系 第 1 名  

2  

高智遠 

國立清華大學電機系 第 2 名  
黃梓寧 

許瀞云 

郭宣妤 

3  

廖勿渝 國立成功大學地球科學所 

第 3 名  
張維峻 國立成功大學工程科學系 

簡辰亦 國立成功大學電信管理學系 

姚郁紋 國立成功大學電信管理研究所 

4  

謝宜廷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優等 
吳翊帆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所 

林玟勳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所 

陳源志 

5  

曾士嘉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所 

優等 

陳冠宇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系 

盧皓宇 國立成功大學製造所 

薛勝謙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所 

李東恩 

6  

丁浩文 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佳作  

楊皓崴 國立清華大學資工所 

鍾定達 國立清華大學工學院學士班 

簡子昀 
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楊博惟 



7 張郁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佳作 

8 
曾鴻仁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科學所 

佳作 
陳威妤 國立政治大學 

9 
吳定祐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所 

佳作 
張語恩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系 

10 

莊詠麟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佳作 

湯耀翔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電機系 

許祐寧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電機所 

黃思凱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電機系 

蘇禎佑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11 塗子謙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佳作 

12 

李冠霖 國立清華大學資工所 

佳作 
許靜媛 國立清華大學資應所 

程筱珺 國立清華大學資工所 

黃麟凱 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系 

13 莊智翔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佳作 

14 

林冠廷 國立清華大學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佳作 

杜政諺 國立清華大學電機所 

吳權晏 國立清華大學電機所 

阮英祿 國立清華大學資訊系統與應用 

Tara 

Thomas 
國立清華大學 

15 

陳柏豪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佳作 

歐陽恩慈 

周建志 

黃泓叡 

黃胤祥 

    

 

 



  

教育部全國大專校院人工智慧競賽(AI CUP 2020) 

醫病訊息決策與對話語料分析競賽 

計畫辦公室獎狀 得獎名單 

編號  姓名  學校系級  獎項  

1  
陳韋志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前標  楊奕廷 

楊晴晴 

2  

蔡濬安 

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所 前標  

林培權 

邱夢姿 

費蓋德 

Yalda 

Tashakkori 

3  賴彥儒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前標  

4  李仲剛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前標  

5  
陳昌浩 

國立中央大學電機工程所 前標  陳柏翰 

鄭少鈞 

6  
賴建郡 東吳大學巨量資料學院 

前標  蕭郁君 國立政治大學資科 

王中伶 國立政治大學資科所 

7  

羅紹瑄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系 

前標  
林政達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系 

王立宇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所 



8  

賈智量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系 

前標  
Chou Ting- 

Hsuan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系 

吳宣蓉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所 

吳勝濬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系 

9  

邱柏維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 

前標  
莊文明 

國立成功大學數據科學研究所 廖傑恩 

邱俊維 

10  

洪千惠 

國立清華大學資訊系統與應用所 前標  
張仲彣 

孫協廷 

葉文照 

11  

蔡昀陞 國立清華大學資訊系統與應用研究所 

前標  

黃啟昊 國立清華大學動機所 

潘高駿 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系所 

甯國勛 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系 

陳柏維 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所 

12 鄧立昌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所 前標 

13 

陳冠穎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前標 
王慶雲 高雄醫學大學學士後醫學系 

李佑謙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張祐晨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電機系 

14 

江岳憫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前標 郭宇雋 

洪忻柔 



15 馮少迪 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系 前標 

16 

林俊廷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 

前標 

李例嬛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碩士學位學程 

林伶軒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所 

薛卉吟 國立政治大學資管所 

林育璞 國立政治大學數位內容碩士學位學程 

17 許銘芳 國立中央大學資工系 前標 

18 

    許哲瑋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系 

前標 

    鄭佳鈴 國立成功大學統計學系 

    陳泓瑜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資訊工程系 

    李俞鋒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系 

    涂兆宏 國立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19     朱彥慈 國立中央大學資工所 前標 

20 

    徐迺茜 國立清華大學資應所 

前標 

    崔敏慧 國立清華大學資訊系統與應用研究所 

    張楚翎 元智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蔡哲維 國立清華大學資工所 

蕭擎軒 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安全研究所 

21 

朱瑋民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前標 
趙珈葦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系 

王崇名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系 

黃志霖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