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全國大專校院人工智慧競賽(AI CUP 2021) 

水稻無人機全彩影像與農業訊息文字探勘辨識及應用競賽 

教育部獎狀 得獎名單 
編號 姓名 學校系級 獎項 

1 陳哲謙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第 1 名 

2 陳奕嘉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研究所 第 2 名 

3 陳煒中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第 3 名 

4 

張文耀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優等 

陳皇宇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戴惟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何冠緯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施泓丞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5 

藍詠宜 中原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佳作 

陳有承 中原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呂昆霖 中原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蘇柔穎 中原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施穆然 中原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6  王柏崴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佳作 

7 周經倫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佳作 

8 李訓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碩士班 佳作 

9 

范植貿 國立中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佳作 

蘇郁宸 國立中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黃裕芳 國立中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黃建凱 國立中興大學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藍莉淇 國立中興大學 通訊工程研究所 



編號 姓名 學校系級 獎項 

10 

陳鍇峰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研究所 

佳作 

李榮祥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資訊研究所 

黃冠凱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研究所 

劉士元 國立成功大學 人工智慧碩士學程 

莊凱予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研究所 

11 林伯勳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佳作 

12 
曾鴻仁 國立政治大學 資訊科學研究所 

佳作 
張以姍 國立政治大學 資訊科學研究所 

13 侯昱宏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佳作 

14 張崴策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佳作 

 

  



 

教育部全國大專校院人工智慧競賽(AI CUP 2021) 

水稻無人機全彩影像與農業訊息文字探勘辨識及應用競賽 

計畫辦公室獎狀 得獎名單 

編號  姓名 學校系級 獎項 

1 葉耀智 自由業 非常自由 前標/業界參賽/實際排名第 4名 

2 

高明郁 友達智慧製造工程師 

前標/業界參賽/實際排名第 5名 

洪文正 友達系統工程師 

張濬識 友達智慧製造工程師 

陳甘霖 友達智慧製造工程師 

顏佑儒 友達智慧製造工程師 

3 

黃繼綸 國立臺灣大學 電信工程學研究所丙組 

前標 
邱耘偉 國立臺灣大學 電信工程學研究所丙組 

蔡東霖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研究所資安組 

趙昱傑 國立臺灣大學 電信工程學研究所丙組 

4 

叢伯蘭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研究所 

前標 

何立群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研究所 

張育珉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研究所 

李易翰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研究所 

楊仲軒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研究所 

5 蕭力瑋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前標 

6 
蔡文傑 中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前標 
陳禹翔 中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7 葉佳銘 元智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前標 

8 
謝宇星 國立政治大學 資訊科學系 

前標 
陳冠盛 國立政治大學 資訊科學系 

9 

陳昱全 元智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前標 許譯文 元智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姚翌 元智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編號  姓名 學校系級 獎項 

10 

王翊芃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前標 李耿聿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陳星文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11 

葉疄稷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研究所 

前標 吳俊忻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研究所 

郭泰德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研究所 

12 林家軒 國立臺灣大學 生醫電子與資訊研究所 前標 

13 賴奎佑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前標 

14 

蔡宇暄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前標 

尤家駿 長榮大學 人工智慧研究中心工程師 

張庭綜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張逸宗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15 

朱柏綸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前標 

黃冠淳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阮彥翔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吳念恒 國立成功大學 測量系 

王新瑜 國立成功大學 數學系 

16 林奕學 元智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前標 

17 

陳朝鵬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智慧計算與科技研究所 

前標 

王柏勛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智慧系統與應用研究所 

楊承翰 國立交通大學 智慧計算與科技研究所 

王郁翔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智慧與綠能產學研究所 

王一鈞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智慧與綠能產學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