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單位 姓名 類型 專利名稱 專利證號

1 資訊工程系 陳自雄 發明專利 漕式蕭基二極管及其制作方法 2117463

2 資訊工程系 黃柏原 發明專利
具有置換式可蓄電晶片系統之電

路
I524171

3 資訊工程系 黃柏原 發明專利 無電源線無線電源之晶片系統 I544321

4 資訊工程系 黃柏原 發明專利 隨插隨用風能蓄電池 I544720

5 電機工程系 蔡彥欣 發明專利 車體停放補助裝置 I560349

6 機械工程系 黃俊賢 發明專利 傾斜式無雨刷車頭 I531498

7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黃道心 設計專利 桌面 D178536

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黃道心 設計專利 茶几 D178537

9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

系
林順堂 新型專利 芳香精油紙夜燈 M530910

10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

系
林麗君 新型專利 隨身碟戒指 M518810

11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

系
蔡翠菊 新型專利 伸縮衣架 M518044

12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

系
蔡翠菊 新型專利 多功能化妝盒 M518028

13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

系
高齡芬 新型專利 全方位議事鈴 M517351

14 休閒事業系 夏健文 新型專利 智慧型溫度感測警報裝置 M517883

15 休閒事業系 夏健文 新型專利 智慧型煙霧感測警報裝置 M519296

16 休閒事業系 施婉婷 新型專利 運動器材輔助系統 M520390

17 休閒事業系 施婉婷 新型專利 蛙式游泳練習機 M520397

18 休閒事業系 施婉婷 新型專利 連身收納雨衣 M520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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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休閒事業系 施婉婷 新型專利 附輪冰桶 M521168

20 休閒事業系 施婉婷 新型專利 球具租借裝置 M521226

21 休閒事業系 施婉婷 新型專利 可收納之球門 M520925

22 休閒事業系 施婉婷 新型專利 帳棚防蚊裝置 M523345

23 休閒事業系 施婉婷 新型專利 求生警報裝置 M520702

24 休閒事業系 施婉婷 新型專利 背心 M520266

25 休閒事業系 施婉婷 新型專利 遙控移動高爾夫球袋 M520394

26 休閒事業系 陳妙珍 新型專利 寵物接便器 M517986

27 休閒事業系 陳妙珍 新型專利 物件遺失警報器 M520704

28 企業管理系 何旭輝 新型專利 藥物儲存盒 M519959

29 企業管理系 謝錦淇 新型專利 彩虹鞋 M532183

30 企業管理系 鄒偉基 新型專利
可撓捕蟲裝置及包括其之捕蟲套

件
M519884

31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黃道心 新型專利 具有螢光之發光球體 M519978

32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黃道心 新型專利 安全省力插座 M520199

33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黃道心 新型專利 防漏瓶蓋 M532438

34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黃道心 新型專利 餵球裝置 M532295

35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黃道心 新型專利 智慧型多工行李箱 M533907

36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黃道心 新型專利 多功能傘具 M529406

37 資訊工程系 劉銘中 新型專利 智慧逃生系統 M517885

38 資訊工程系 劉銘中 新型專利 居家臥室環控系統 M523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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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資訊工程系 劉銘中 新型專利 智慧衣櫃 M528655

40 資訊工程系 劉銘中 新型專利 智慧杯墊 M531209

41 資訊工程系 呂理煉 新型專利 智能座墊 M529444

42 資訊工程系 呂理煉 新型專利 主動式智能安全帽 M529390

43 資訊工程系 呂理煉 新型專利 智能窗簾警示系統 M529905

44 資訊工程系 張文斌 新型專利 嵌入式儲水控制裝置 M517985

45 資訊工程系 張文斌 新型專利 嵌入式保鮮控制裝置 M518354

46 資訊工程系 張鴻源 新型專利
洗衣機之洗衣用水量的智慧供給

裝置
M518705

47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振動提醒鎖 M517234

48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浴室廢水回收利用系統 M517216

49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風速調整窗戶開閉系統 M517243

50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溫度警示電毯 M516921

51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電腦打字文件架 M516894

52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日照調整窗簾開閉系統 M517249

53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紅外線位移偵測信號發送器 M517386

54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電動抓蟑器 M516846

55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語音提醒鎖 M517235

56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二維自動尋標系統 M517330

57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自動風速調控百葉窗 M517246

58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廁所語音提示門 M517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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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自動提醒水壓水深潛水鏡框 M517002

60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頭戴式瞌睡提醒機 M522436

61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加壓馬達型浴室廢水回收利用系

統
M529015

62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板擦機自動吸塵系統 M528897

63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自動偵測瓦斯排換氣系統 M529135

64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家庭廢氣排換氣系統 M530931

65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吸塵板擦機 M528896

66 資訊工程系 溫清祥 新型專利 微電腦智能晾衣桿 M517754

67 資訊工程系 溫清祥 新型專利 粉筆灰再生粉筆製造機 M528893

68 資訊工程系 溫清祥 新型專利
節能減碳具自行發電提供照明功

能吊扇
M522272

69 資訊工程系 葉文鈞 新型專利 居家指紋辨識之智慧提醒裝置 M521219

70 資訊工程系 郭宏源 新型專利 具物聯網功能之智能水壺 M521933

71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新型專利 照亮型郵筒 M518857

72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新型專利 不斷電式隨身手暖蛋 M518855

73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新型專利 保溫狗項圈 M518466

74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新型專利 夜視室外消防栓 M518856

75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新型專利 保暖救生艇 M533014

76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新型專利 暖涼自控型充氣睡墊 M532795

77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新型專利 夜明坐墊 M532798

78 資訊工程系 陳春明 新型專利 UBS多插槽延長線 M517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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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資訊工程系 陳正唐 新型專利 具節拍器功能樂譜架 M520182

80 資訊工程系 高宗萬 新型專利 服用藥物提醒系統 M516760

81 資訊工程系 高宗萬 新型專利 事件蒐集系統 M518450

82 資訊管理系 徐一綺 新型專利 電動吊扇 M518275

83 資訊管理系 徐一綺 新型專利 電動搖籃 M522651

84 資訊管理系 王俊嘉 新型專利 互動式電子書語言學習系統 M518385

85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孫惠民 新型專利 智慧型功能帽 M524084

86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張秀峰 新型專利 智能隱形機車鎖 M517704

87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張秀峰 新型專利 行車安全距離警報裝置 M517693

88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蔡耀斌 新型專利 智慧安全嬰兒推車 M532992

89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蔡耀斌 新型專利 智慧安全奶瓶 M533507

90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許俊彥 新型專利 光解鎖系統 M532492

91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許俊彥 新型專利 智慧型閱讀輔助照明檯燈 M524423

92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許俊彥 新型專利 智慧型追日花盆 M531735

93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鄭勇達 新型專利 可攜式水位警示系統 M518326

94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鄭勇達 新型專利 住家用電流量監測系統 M518382

95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鄭勇達 新型專利 汽車倒車攝影系統 M518185

96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鄭勇達 新型專利 汽車暗鎖防盜系統 M518187

97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鄭勇達 新型專利 電線溫度監測系統 M518381

98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鄭勇達 新型專利 遠端開機系統 M518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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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鄭勇達 新型專利 汽車水箱水位檢測系統 M518179

100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陳純禛 新型專利 車門開啟警示裝置 M517124

101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陳純禛 新型專利 具有水位調節功能之容器 M517182

102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陳純禛 新型專利 水位調節浴缸 M515853

103 電機工程系 劉國芬 新型專利 寵物籠自動清潔裝置 M520246

104 電機工程系 劉定中 新型專利
可隨音樂變化模式之電動按摩靠

墊
M529506

105 電機工程系 廖文彬 新型專利 電影院座位指引與管理系統 M529235

106 電機工程系 林慶文 新型專利 蠟燭插座 M519221

107 電機工程系 林慶文 新型專利
食品切割工具及具有該食品切割

工具之蛋糕盒
M518872

108 電機工程系 楊文治 新型專利 直流馬達控制與量測整合系統 M517958

109 電機工程系 楊文治 新型專利 應用於車輛之無線路況警告系統 M524974

110 電機工程系 楊文治 新型專利
多種再生能源電力輸入之電能轉

換系統
M529324

111 電機工程系 楊文治 新型專利 車輛故障標誌之自動定位系統 M529249

112 電機工程系 楊文治 新型專利 廢電池殘餘電力放電控制系統 M533362

113 電機工程系 蔡彥欣 新型專利 摺疊浴缸 M516941

114 電機工程系 蔡彥欣 新型專利 可順暢排氣並顯示容量之漏斗 M518226

115 電機工程系 蔡彥欣 新型專利 多功能智慧導光警示裝置 M518801

116 電機工程系 蔡彥欣 新型專利 多功能垃圾桶 M518686

117 電機工程系 蔡彥欣 新型專利 智慧型自動清掃殺菌垃圾桶 M525326

118 電機工程系 蔡彥欣 新型專利
具加熱降溫保溫電動多功能自動

餐桌轉盤
M52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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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電機工程系 蔡彥欣 新型專利 免沾式油漆刷 M525106

120 電機工程系 蔡彥欣 新型專利 可壓縮垃圾之垃圾桶 M522932

121 電機工程系 蔡彥欣 新型專利
利用UV-LED與光觸媒殺菌除臭之

帽子裝置
M530544

122 電機工程系 蔡彥欣 新型專利 仙境幸福夜燈 M531550

123 電機工程系 蔡彥欣 新型專利
負氫離子水及能量水之雙功能活

水製造設備
M531322

124 電機工程系 魏朝鵬 新型專利 保溫瓶智慧改良裝置 M516916

125 電機工程系 黃志毅 新型專利 簡易汽車停車定位系統 M524535

126 電機工程系 黃志毅 新型專利 單手按壓發電發光指揮棒 M532068

127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張憲堂 新型專利 音樂拖把 M516943

128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李錟鋒 新型專利 多媒體手鐲 M518443

129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李錟鋒 新型專利 組合式飾品 M518012

130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王映丹 新型專利 弦樂器輔助裝置 M520181

131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陳柏宏 新型專利 環保多功能冷熱保溫袋 M517603

132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陳柏宏 新型專利 環保多功能?物鐵線框架 M522660

133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陳柏宏 新型專利 持久性芳香精油水彩紙夜 M524154

134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陳柏宏 新型專利
環保多功能持久型芳香精油水彩

紙夜燈
M529812

135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陳柏宏 新型專利 增大唸經機聲音裝置 M529996

136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陳柏宏 新型專利 一種乳酪添加內餡決策支援系統 M529891

137 機械工程系 何惠琳 新型專利 腳踏車腳架自動收起機構 M528926

138 機械工程系 林進益 新型專利 快速食材切割機 M519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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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新型專利 車刀替換裝置 M521501

140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新型專利 磨車刀裝置 M521514

141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新型專利 投球練習器 M521483

142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新型專利 鴛鴦杯 M521408

143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新型專利 圓規 M523589

144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新型專利 雙用杯 M523378

145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新型專利 輔助中心衝打孔裝置 M528857

146 機械工程系 王釗芬 新型專利 容置盒 M517724

147 機械工程系 王釗芬 新型專利 吊掛裝置 M517585

148 機械工程系 王釗芬 新型專利 尺寸調整件 M517535

149 機械工程系 葉紘維 新型專利 太陽能強制對流隔熱窗 M520083

150 機械工程系 薛堯文 新型專利 馬桶水箱補充省水機構 M520075

151 機械工程系 薛堯文 新型專利 自動馬桶消毒防濺裝置 M521436

152 機械工程系 薛堯文 新型專利 公車乘客下車警示裝置 M521791

153 機械工程系 薛堯文 新型專利 多功能救生衣 M522910

154 機械工程系 薛堯文 新型專利 多功能水龍頭 M529094

155 機械工程系 薛堯文 新型專利 可壓縮垃圾畚箕 M528722

156 機械工程系 薛堯文 新型專利 水塔型太陽能水質檢測裝置 M533744

157 機械工程系 黃俊賢 新型專利 具注水裝置之煮沸水鳴響器 M52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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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機械工程系 黃俊賢 新型專利 具穩定器之空拍水火箭 M525324

159 機械工程系 黃俊賢 新型專利 汽機車兩用頂車架 M528983

160 應用外語系 吳萬居 新型專利 防扒皮包 M517556

161 應用外語系 吳萬居 新型專利 電風扇 M518277

162 應用外語系 吳萬居 新型專利 濃度檢測裝置 M517387

163 應用外語系 吳萬居 新型專利 鞋櫃 M517562

164 應用外語系 吳萬居 新型專利 逃生裝置 M517884

165 觀光事業系 曾麗蓉 新型專利 電話消毒裝置 M518087

166 觀光事業系 曾麗蓉 新型專利 車輛設備調控系統 M518189

167 觀光事業系 林久玲 新型專利 導盲杖 M518489

168 觀光事業系 林久玲 新型專利 計程提示裝置 M518794

169 觀光事業系 謝慧暹 新型專利 遙控開關系統 M518442

170 觀光事業系 謝慧暹 新型專利 毛巾架 M518059

171 觀光事業系 郭中玲 新型專利 節能式候車亭 M518253

172 觀光事業系 郭殷豪 新型專利 教學諮詢輔導系統 M518375

173 觀光事業系 郭殷豪 新型專利 可變色之感溫容器 M518040

174 觀光事業系 郭殷豪 新型專利 互動式校園資訊站 M529893

175 觀光事業系 郭殷豪 新型專利 按鍵消毒裝置 M532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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