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NUG Taiwan 2021 活動好禮 

中獎名單 
 

SolvNetPlus 特別獎 

Apple HomePod mini 乙只 (3 名) 

Yenhung Chiang 多方科技 

Tzu Yen Tseng 慧榮科技 

Spencer Lu 聯發科技 

AirTag 乙只 (20 名) 

Chunjung Li 聯發科技 

Julian Kuo 和碩聯合科技 

許○錚 瑞昱半導體 

林○豪 奕景科技 

李○鑫 聯華電子 

劉○盈 聯發科技 

黃○華 聯發科技 

林○信 力旺電子 

蔡○傑 聯發科技 

林○儒 國家實驗研究院 

龔○俠 瑞昱半導體 

Hsieh-Liang Chou 台灣積體電路 

陳○正 智原科技 

鄭○順 慧榮科技 

蔡○雯 日月光 

莊○卓 瑞昱半導體 

曾○顯 晶門半導體 

王○振 原相科技 

林○傑 Microchip Technology 

馬○軒 偉詮電子 

 

  



                                                                                                                                     
 

 

 

300 元 foodpanda 即享券 (100 名)  

李○任 聯發科技 Alex Hou 矽成積體電路 

Yung-Jen Chen 瑞昱半導體 Amy Lai 台灣積體電路 

許○維 智原科技 莊○榮 晶門半導體 

Chiawei Chang 輝達 Aaron Chang 虹晶科技 

Andy Liu 聯詠科技 John Hung 台灣積體電路 

詹○智 新唐科技 Wayne Su 芯鼎科技 

林○廷 偉詮電子 De San Lin 聯華電子 

黎○琦 台灣積體電路 Jason Lo 通嘉科技 

邱○豪 瑞昱半導體 林○賓 國家實驗研究院 

莊○冠 聯詠科技 黃○誠 工業技術研究院 

林○葶 聯發科技 黃○存 國立清華大學 

Song-Bin Pan Microchip Technology Frank Lee 瑞昱半導體 

TY Lin 神盾 陳○緯 聯發科技 

Roye Chen 聯發科技 Clyde Tsai 博通 

王○欽 旺玖科技 Ya Bei Fang 聯發科技 

Will Wang 立錡科技 HM Li 禾瑞亞科技 

Chi Feng Lee 鈺立微電子 王○薪 聯發科技 

林○迪 瑞昱半導體 劉○賓 聯發科技 

Yuchun Lin 瑞昱半導體 陳○凱 聯發科技 

Sherlock Hsu 豪威科技 鄭○成 偉詮電子 

張○雄 新唐科技 Alston Chang Amkor Technology 

梁○遠 聯詠科技 黃○宗 群聯電子 

Feng Chung Huang 慧榮科技 陳○宇 Kneron 

徐○祥 台灣積體電路 林○城 奕力科技 

Kevin Wu  智原科技 Bo-Heng Yu 聯發科技 

問卷抽獎 

鐵三角遊戲專用藍牙耳機麥克風乙只 吳○銘 敦泰電子 

任天堂 Switch 健身組乙組 劉○仁 創意電子 



                                                                                                                                     
 
 

 

  

300 元 foodpanda 即享券 (100 名；承上表)  

鄭○隆 義隆電子 陳○文 聯發科技 

Samuel Yen 聯華電子 Samantha Liu 聯發科技 

林○谷 新唐科技 Chung Fu Lin 聯華電子 

柯○辰 新唐科技 Huaiyu Yen 瑞昱半導體 

張○平 聯詠科技 Chawei Tseng 台灣積體電路 

Shun-Wen Cheng 國家實驗研究院 沈○吉 力旺電子 

Jin-Kun Shen 敦泰電子 劉○平 台灣積體電路 

殷○欽 智原科技 Yuan-Chi Lian 聯發科技 

宮○蓮 瑞鼎科技 Richard Wei 智原科技 

鄒○芸 台灣積體電路 王○傑 台灣積體電路 

張○朝 新唐科技 黃○強 凌通科技 

Tagin Jiang 祥碩科技 廖○偉 慧榮科技 

 吳○昀 新唐科技 陳○宇 瑞昱半導體 

陳○銘 新唐科技 李○恩 台灣積體電路 

林○正 晶心科技 黃○恆 新唐科技 

郭○明 聯發科技 林○弘 聯發科技 

Chun-Yu Yang 聯詠科技 蔡○墝 偉詮電子 

Yi Shun Chung 原相科技 周○九 新唐科技 

陳○陽 揚智科技 林○墀 華邦電子 

Jie-Jian Huang Western Digital  Chiachun Huang 威鋒電子 

Jasper Lee 巨友科技 Dennis Chen 慧榮科技 

陳○文 宏觀微電子 David Uriu 聯華電子 

Jeff Hsieh 凌陽科技 王○琴 日月光 

楊○平 瑞昱半導體 吳○諭 智原科技 

Jason Wang 聯詠科技 Hsin-Chen Lu 瑞昱半導體 



                                                                                                                                     
 

 

500 元 foodpanda 即享券 (50 名)  

Fred Wang 智邦科技 何○迦 瑞昱半導體 

黃○宏 新唐科技 傅○弘 台灣積體電路 

馮○威 工業技術研究院 蘇○揚 新唐科技 

凃○錫 聯詠科技 羅○邑 盛群半導體 

容○國 立積電子 Terry Huang 安國國際 

Will Tseng 世芯電子 吳○興 聯詠科技 

張○愷 智原科技 黃○強 立積電子 

NienTsu Chang 晶豪科技 Felix Lee 微星科技 

尹○業 國家實驗研究院 PingYing Chu 新唐科技 

彭○翔 天鈺科技 Che Chi Chang 新唐科技 

彭○權 立錡科技 陳○恒 Sonic Star  

Lih-Chiou Lin 天鈺科技 溫○豐 台灣積體電路 

Yuan Yu Lai 華邦電子 章○元 群聯電子 

邱○煇 瑞鼎科技 潘○谷 聯發科技 

朱○安 天鈺科技 Garry Tsai 聯詠科技 

江○任 新唐科技 Wen Pin Hsu 工業技術研究院 

Jessie-nc Chen 聯發科技 Yusin Liu 台灣松下電材 

沈○惠 虹冠電子 Ming Hsuan Li 智原科技 

吳○辰 群聯電子 史○君 緯創資通 

Vic Liao 瞻誠科技 Amos Tzeng 通嘉科技 

粘○勛 瑞昱半導體 郭○瑋 義隆電子 

黃○全 聯發科技 羅○耀 凌陽科技 

張○昌 原相科技 陳○彬 日月光 

鄭○益 鈺立微電子 黃○堯 慧榮科技 

Mathew Tsai 創意電子 陳○鳴 新唐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