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單位 姓名 專利名稱 專利類型 證書字號

1 機械工程系 薛堯文
車輛無段變速系統之水冷式致冷散

熱裝置
發明專利 I426190

2 機械工程系 薛堯文 燃料電池循環裝置 發明專利 I425706

3 機械工程系 薛堯文 機車太陽能殺菌冷熱雙溫座墊 發明專利 I424933

4 機械工程系 鍾雅健
具充電功能之二次電池性能分析系

統
發明專利 I432759

5 資訊工程系 陳自雄
低柵容金屬氧化物半導體P‐N結二極

管結構及其製作方法
發明專利 1437718

6 資訊工程系 陳自雄
低閘容金氧半P‐N接面二極體結構及

其製作方法
發明專利 I425575

7 資訊工程系 黃柏原
具發電及回饋供電功能之節能省電

風扇
發明專利 I442667

8 觀光事業系 郭中玲 可攜型隨身定位識別卡 新型專利 M477576

9 觀光事業系 郭中玲 束帶繫物裝置 新型專利 M479478

10 觀光事業系 郭殷豪 CO類氣體感測裝置 新型專利 M479475

11 觀光事業系 郭殷豪 雲端血糖系統 新型專利 M479467

12 觀光事業系 郭殷豪 雲端血壓系統 新型專利 M479468

13 觀光事業系 郭殷豪 標籤讀取裝置 新型專利 M491895

14 觀光事業系 曾麗蓉 後視鏡鏡面結構 新型專利 M481865

15 應用外語系 陳俊榮 羽毛球拍握把保護手部裝置 新型專利 M481036

16 機械工程系 王全盛 運動物體時間量測裝置 新型專利 M472836

17 機械工程系 林欽善 小風力聯結裝置 新型專利 M479983

18 機械工程系 林欽善 串聯式水力動力裝置 新型專利 M472108

19 機械工程系 范偉華 主動式綠能廣告板 新型專利 M475675

20 機械工程系 范偉華 綠動宮燈 新型專利 M471530

21 機械工程系 黃俊賢 可移動座墊之輪椅 新型專利 M485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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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機械工程系 黃俊賢 改良型垂降式作物助長網繩 新型專利 M474334

23 機械工程系 黃俊賢 海浪能量收集裝置 新型專利 M474812

24 機械工程系 黃俊賢 無雨刷之車頭結構 新型專利 M474680

25 機械工程系 黃俊賢 風力空壓發電裝置 新型專利 M474813

26 機械工程系 黃俊賢 海洋汲水裝置 新型專利 M474742

27 機械工程系 黃俊賢 簡易日照能熱水結構 新型專利 M474725

28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集合式盆栽架 新型專利 M480247

29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多功能落水頭 新型專利 M490493

30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可收納椅子 新型專利 M479068

31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可摺疊梳子 新型專利 M479054

32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快速調整衣架 新型專利 M488263

33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特色杯墊 新型專利 M478398

34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救生背包 新型專利 M480516

35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散熱車刀座 新型專利 M478553

36 機械工程系 薛堯文 手動無段變速系統 新型專利 M488459

37 機械工程系 薛堯文 可調整式六角扳手 新型專利 M489050

38 機械工程系 薛堯文 左輪式氣動板手 新型專利 M485793

39 機械工程系 薛堯文 多功能行動資訊產品散熱裝置 新型專利 M486081

40 機械工程系 薛堯文 智慧型學習桌 新型專利 M490256

41 機械工程系 薛堯文 筆記型電腦散熱器 新型專利 M486080

42 機械工程系 鍾雅健 閃爍LED安全警示傘具 新型專利 M479042

43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張憲堂 眼鏡定位裝置 新型專利 M474921

44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張憲堂 溫感變色警示杯 新型專利 M474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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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電機工程系 丁義
具有自動靜音功能之清潔機器人裝

置
新型專利 M471855

46 電機工程系 丁義 電熱式除濕改良裝置 新型專利 M478131

47 電機工程系 李志仁 鏡面除霧裝置 新型專利 M488821

48 電機工程系 李俊奇 電梯搭乘提示裝置 新型專利 M474203

49 電機工程系 李俊奇 智慧型馬桶清潔裝置 新型專利 M472302

50 電機工程系 沈混源 車輛頭燈省電控制系統 新型專利 M485164

51 電機工程系 林銘君 智慧型送餐裝置 新型專利 M481465

52 電機工程系 林樹民 具有量測體重功能之嬰兒床 新型專利 M488932

53 電機工程系 許金益 可巡邏監控之清潔機器人改良裝置 新型專利 M487049

54 電機工程系 郭哲廷 體感遙控機器人遊戲裝置 新型專利 M471913

55 電機工程系 陳志明 具提醒功能之鑰匙收納裝置 新型專利 M490282

56 電機工程系 黃志弘 多功能壁鐘裝置 新型專利 M486790

57 電機工程系 黃志弘 具有照明功能之門把 新型專利 M481269

58 電機工程系 楊文治 具有過重警告功能之掛勾 新型專利 M485400

59 電機工程系 楊文治 智慧型數位檯燈 新型專利 M485356

60 電機工程系 楊文治 無待機電力消耗之控制電路 新型專利 M485575

61 電機工程系 楊文治 複合式數位單眼相機黑卡控制系統 新型專利 M485579

62 電機工程系 劉定中 感溫變色之電烙鐵警示環 新型專利 M471946

63 電機工程系 劉國芬 電烙鐵安全改良裝置 新型專利 M481087

64 電機工程系 潘同泰 射擊模擬訓練裝置 新型專利 M481046

65 電機工程系 蔡彥欣 自動冷熱保溫保冷餐桌轉盤 新型專利 M490797

66 電機工程系 蔡彥欣 具光感應變色之芳香手機護套 新型專利 M489533

第 3 頁，共 8 頁



67 電機工程系 蔡彥欣 具夜光和感溫變色小便斗 新型專利 M491061

68 電機工程系 蔡彥欣 保護結構 新型專利 M490242

69 電機工程系 蔡彥欣 強力掛勾 新型專利 M491407

70 電機工程系 魏朝鵬 清潔機器人防災改良裝置 新型專利 M472277

71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李振農
具獨立可調功能且無須任何匹配條

件之混合模式濾波電路構造
新型專利 M491963

72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李振農
無須任何匹配條件之混合模式多功

能濾波電路構造
新型專利 M491964

73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高振傑 光感應解鎖系統 新型專利 M485935

74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張秀峰 多功能燈具 新型專利 M476895

75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張秀峰 活動式居家安全警報裝置 新型專利 M477009

76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許俊彥 向日葵曬衣架 新型專利 M474037

77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許俊彥 家用節能壓力發電裝置 新型專利 M486696

78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蔡耀斌 主動偵測警示安全背包 新型專利 M488912

79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蔡耀斌 智慧保溫瓶 新型專利 M487006

80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蔡耀斌 智慧型行走垃圾桶 新型專利 M479912

81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蔡耀斌 藍芽智慧嬰兒浴缸 新型專利 M488967

82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鄭勇達 上課點名系統 新型專利 M472912

83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鄭勇達 手勢遙控家電系統 新型專利 M473007

84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鄭勇達 個人隨身即時報案系統 新型專利 M472916

85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鄭勇達 智慧動態捕捉系統 新型專利 M488675

86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鄭勇達 線上點名系統 新型專利 M480728

87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王文筆 防酒駕設備 新型專利 M469243

88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侯昌連 工作服 新型專利 M475169

89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侯昌連 杯墊 新型專利 M47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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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侯昌連 煙灰收集設備 新型專利 M473978

91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陳妙珍 具枕頭功能的摺疊椅 新型專利 M468990

92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陳寅全 可調整握持角度的槓鈴 新型專利 M469092

93 資訊工程系 呂理煉 公車配發系統 新型專利 M474222

94 資訊工程系 孫龍生 智慧型停車場語音導引系統 新型專利 M479481

95 資訊工程系 高宗萬 多功能濕度顯示器 新型專利 M480138

96 資訊工程系 張文斌 省電照明裝置 新型專利 M490552

97 資訊工程系 張鴻源 自供電感應水龍頭裝置 新型專利 M480008

98 資訊工程系 張獻中 公共汽車站牌招停裝置 新型專利 M474224

99 資訊工程系 張獻中 多功能窗刷裝置 新型專利 M473809

100 資訊工程系 張獻中 巡視資料更新系統 新型專利 M473548

101 資訊工程系 郭宏源 行事曆鬧鐘 新型專利 M489309

102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可調光頭帶 新型專利 M489513

103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光控式交通導護背心 新型專利 M474357

104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具夜視功能之登山斧 新型專利 M474614

105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明暗隨意水壺 新型專利 M474419

106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智慧型自亮式手推車 新型專利 M474674

107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微控照度式手提包 新型專利 M489543

108 資訊工程系 黃柏原 可填充清潔液長柄刷 新型專利 M478420

109 資訊工程系 黃柏原 市電節能供熱系統 新型專利 M478499

110 資訊工程系 黃柏原 市電節能給風系統 新型專利 M473440

111 資訊工程系 黃柏原 市電節能照明系統 新型專利 M473471

112 資訊工程系 黃柏原 機車恆溫手套 新型專利 M478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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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資訊工程系 楊金星 太陽能蚊蠅電擊裝置 新型專利 M474346

114 資訊工程系 溫清祥
可立即掃描編輯式傳輸智慧型印表

機
新型專利 M483873

115 資訊工程系 溫清祥
節能減碳太陽能智慧型交通誌控制

裝置
新型專利 M474223

116 資訊工程系 劉銘中 多功能譜架 新型專利 M475004

117 資訊工程系 劉銘中 智能行車喇叭 新型專利 M474664

118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

義
紅外線偵測式裝滿警示垃圾桶 新型專利 M491032

119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

義

無蓋型紅外線偵測式裝滿警示垃圾

桶
新型專利 M491033

120 資訊工程系 鄧一中 具快速接頭連結之沖牙器 新型專利 M471862

121 資訊工程系 鄧一中 智慧型逃生路線導引系統 新型專利 M487500

122 資訊工程系 鄧一中 車輛無線制速系統 新型專利 M479879

123 資訊工程系 鄧一中 萬用電話耳機連接裝置 新型專利 M475117

124 資訊工程系 簡德弘 電動門安全防護警報自動求救裝置 新型專利 M472866

125 通識(教育)中心 王釗芬 再利用置物盒 新型專利 M473996

126 通識(教育)中心 王釗芬 地震警示器 新型專利 M474217

127 通識(教育)中心 王釗芬 多功能手電筒架 新型專利 M474101

128 通識(教育)中心 王釗芬 瓶蓋結構 新型專利 M490456

129 通識(教育)中心 王釗芬 置物架 新型專利 M489775

130 通識(教育)中心 吳萬居 手持式電子運算裝置 新型專利 M491195

131 通識(教育)中心 吳萬居 車用警示系統 新型專利 M490989

132 通識(教育)中心 吳萬居 車窗通報系統 新型專利 M473960

133 通識(教育)中心 吳萬居 除濕機自動除濕系統 新型專利 M474117

134 通識(教育)中心 吳萬居 連線警示系統 新型專利 M491229

135 通識(教育)中心 吳萬居 蓄水池清洗警報系統 新型專利 M47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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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通識(教育)中心 吳萬居 隨身防護結構 新型專利 M491228

137 通識(教育)中心 汪秀霞 多功能防盜雨傘 新型專利 M473729

138 通識(教育)中心 汪秀霞 給皂機自動補充裝置 新型專利 M473808

139 通識(教育)中心 林久玲 自動保溫杯 新型專利 M474431

140 通識(教育)中心 林久玲 殘障遮陽遮雨裝置 新型專利 M474686

141 通識(教育)中心 林慶文 立式雙面競賽拼圖 新型專利 M473858

142 通識(教育)中心 林慶文 浮標沖茶器 新型專利 M473796

143 通識(教育)中心 夏健文 小狗便盤大小便偵測裝置 新型專利 M479014

144 通識(教育)中心 夏健文 拖鞋照明裝置 新型專利 M479036

145 通識(教育)中心 張森富 電蚊窗 新型專利 M474805

146 通識(教育)中心 陳純禛 自動節能檯燈 新型專利 M476888

147 通識(教育)中心 陳純禛 機車座墊安全帶結構 新型專利 M473967

148 通識(教育)中心 謝慧暹 手推車防撞警報器 新型專利 M473975

149 通識(教育)中心 謝慧暹 自動補水裝置 新型專利 M473692

150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黃道心 口腔健康用之改良式環保牙刷 新型專利 M477823

151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黃道心 口腔健康用之附有刮鬍刀之牙刷 新型專利 M477822

152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黃道心 可加熱式溫水噴霧瓶 新型專利 M478009

15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黃道心 多功能型手錶 新型專利 M478180

154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黃道心 伸縮型容器把手 新型專利 M477841

155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黃道心 健康運動循環救命器 新型專利 M478179

156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黃道心 感應運動型耳機 新型專利 M481565

157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黃道心 衛生指甲剪 新型專利 M480921

158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黃道心 糖果磨牙器 新型專利 M475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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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黃道心 光影多功能禮品盒 新型專利 M487901

160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黃道心 多功能伸縮提把 新型專利 M487662

161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黃道心 耳挖輔助照明裝置 新型專利 M475269

162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黃道心 伸縮筷子 新型專利 M475228

16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黃道心 口腔健康用之改良式牙刷 新型專利 M487674

164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黃道心 多功能用途手電筒 新型專利 M478098

165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黃道心 多便利性餐具 新型專利 M477844

166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黃道心 伸縮鞋櫃 新型專利 M477827

167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黃道心 肥皂製香盒 新型專利 M477864

168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黃道心 附牙間刷之安全保健衛生牙刷 新型專利 M477824

169 企業管理系 馬良涵 多功能電腦桌 新型專利 M473739

170 企業管理系 許瑞翔 刷鞋器 新型專利 M473738

171 企業管理系 許瑞翔 LED變色帽 新型專利 M475178

172 企業管理系 許瑞翔
具有紫外線強度感測功能之曬印手

套
新型專利 M480893

173 企業管理系 許瑞翔 情緒發洩玩偶 新型專利 M477917

174 企業管理系 黃素玫 可連結雨衣的安全帽 新型專利 M473717

175 企業管理系 黃素玫 伸縮式電子計算機 新型專利 M478189

176 企業管理系 黃梨香 悠遊卡式儲物櫃 新型專利 M477006

177 休閒事業系 陳妙珍 修飾盒 新型專利 M490250

178 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系 林順堂 多功能式鹽晶燈組 新型專利 M485364

179 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系 林順堂 攜帶式清潔用品1 新型專利 M486387

180 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系 林順堂 攜帶式清潔用品 新型專利 M486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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