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單位 姓名 類型 專利名稱 專利證號(申請號)
104年度本校專利一覽表

1 資訊工程系 黃柏原 發明專利
可發電蓄電及節能供電之電腦裝
置電池系統

I484721

2 資訊工程系 黃柏原 發明專利
具可調功率多電源輸出之太陽能
電源供應器

I488021

3 資訊工程系 陳自雄 發明專利

TRENCH SCHOTTKY DIODE
AND MANUFACTURING US 8 981 465 B23 資訊工程系 陳自雄 發明專利 AND MANUFACTURING
METHOD THEREOF

US 8,981,465 B2

4 資訊工程系 黃柏原 發明專利
動能與電池切換供電之節能省電
電動汽車

I500536

5 機械工程系 薛堯文 發明專利 主動警示之節能防撞隔離回復樁 I481768

6 機械工程系 黃俊賢 發明專利 日照蒸發式海洋水源獲取裝置 I487672

7 機械工程系 王釗芬 新型專利 杯蓋 M497150

8 機械工程系 邱漢傑 新型專利 軟邊雨傘 M503794

9 機械工程系 邱漢傑 新型專利 行李箱之伸縮輪架 M503802

10 機械工程系 范偉華 新型專利 全方位風力發電機 M501486

機械工程系 黃俊賢 新型專利 可旋轉之六角形水族箱11 機械工程系 黃俊賢 新型專利 可旋轉之六角形水族箱 M499056

12 機械工程系 黃俊賢 新型專利 附釋壓裝置之探空氣球 M500736

13 機械工程系 黃俊賢 新型專利 附空拍裝置之水火箭 M503377

14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新型專利 手搖式醬燒器 M508244

15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新型專利 水龍頭止流器 M498262

16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新型專利 可開合起子 M499987

17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新型專利 桌子手推車 M500714

18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新型專利 點菸器 M502149

19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新型專利 可調整平行墊塊 M49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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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新型專利 吸蟲器 M508909

21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新型專利 辦公椅滾輪清潔器 M508975

22 機械工程系 鄭祥誠 新型專利 安全帽除雨裝置 M501129

23 機械工程系 薛堯文 新型專利 太陽能冷卻外磚 M501453

24 機械工程系 薛堯文 新型專利 升降移動式擠牙膏機 M503869

25 機械工程系 薛堯文 新型專利 多功能魚缸清潔組 M503761

26 機械工程系 薛堯文 新型專利 多功能雙開口水瓶 M50453026 機械工程系 薛堯文 新型專利 多功能雙開口水瓶 M504530

27 機械工程系 薛堯文 新型專利 多功能美工刀 M495281

28 機械工程系 薛堯文 新型專利 多功能磁性砧板 M495178

29 機械工程系 薛堯文 新型專利 改良式倒車雷達裝置 M497124

30 機械工程系 薛堯文 新型專利 旅行用多功能組合餐具組 M495157

31 機械工程系 薛堯文 新型專利 智慧型滅火裝置 M509055

32 機械工程系 薛堯文 新型專利 感應式自動抽取衛生紙機 M510136

33 觀光事業系 林久玲 新型專利 傘頭反光套 M496368

34 觀光事業系 林久玲 新型專利 傘頭太陽能發光裝置 M49636934 觀光事業系 林久玲 新型專利 傘頭太陽能發光裝置 M496369

35 觀光事業系 郭中玲 新型專利 一種空間使用管理系統 M502071

36 觀光事業系 郭殷豪 新型專利 標籤生成裝置 M497317

37 觀光事業系 謝慧暹 新型專利 地下道淹水警示交通管制系統 M496822

38 觀光事業系 謝慧暹 新型專利 尿布警示裝置 M497014

39 應用外語系 吳萬居 新型專利 車輛防盜系統 M510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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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餐飲管理系 汪秀霞 新型專利 汽車安全駕駛警示系統 M496585

41 餐飲管理系 汪秀霞 新型專利 具保護功能之電熨斗 M497175

42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李錟鋒 新型專利 服飾調整結構 M496937

43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李錟鋒 新型專利 多媒體茶具組 M496975

44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張憲堂 新型專利 預警裝置 M497322

45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張憲堂 新型專利 胎紋檢測裝置 M497599

46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張憲堂 新型專利 音效測試調整系統 M50886546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張憲堂 新型專利 音效測試調整系統 M508865

47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陳柏宏 新型專利 攝像器 M496766

48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陳柏宏 新型專利 一種化妝保養用品決策支援系統 M497320

49 電機工程系 林銘君 新型專利 具測量功能之雨傘改良裝置 M496948

50 電機工程系 林慶文 新型專利 攀岩茶杯 M496418

51 電機工程系 林慶文 新型專利 香氛時計 M496631

52 電機工程系 郭哲廷 新型專利 水槽自動清理飲水機 M497246

53 電機工程系 郭哲廷 新型專利 智慧型警示護眼鉛筆盒 M506515

54 電機工程系 黃志弘 新型專利 多功能行動電源 M50369554 電機工程系 黃志弘 新型專利 多功能行動電源 M503695

55 電機工程系 黃志毅 新型專利 汽車涉水警報系統 M498933

56 電機工程系 黃志毅 新型專利 自發電式線圈極性感測器 M501565

57 電機工程系 楊文治 新型專利 太陽能電池之光補償系統 M506377

58 電機工程系 楊文治 新型專利
具身份識別功能之博愛座警報系
統

M506337

59 電機工程系 楊文治 新型專利 車輛故障標誌之自走控制系統 M509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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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電機工程系 楊文治 新型專利
交通號誌狀態即時通報與行車控
制系統

M509397

61 電機工程系 廖文彬 新型專利 雙接收模組超音波測距儀 M509340

62 電機工程系 廖文彬 新型專利 定時自動移動到定點的藥盒 M509040

63 電機工程系 劉定中 新型專利 自動黑板板溝清潔器 M498674

64 電機工程系 劉定中 新型專利 機車排氣管感溫變色之警示環 M501482

65 電機工程系 潘同泰 新型專利 多軸式桌球發球系統 M503246

66 電機工程系 蔡彥欣 新型專利 健康SPA能量控制裝置 ZL 2014 2 0682830 266 電機工程系 蔡彥欣 新型專利 健康SPA能量控制裝置 ZL 2014 2 0682830.2

67 電機工程系 蔡彥欣 新型專利 安心殺菌抹布 M495183

68 電機工程系 蔡彥欣 新型專利 加熱裝置 M498575

69 電機工程系 蔡彥欣 新型專利 健康SPA能量控制裝置 M498601

70 電機工程系 蔡彥欣 新型專利 Fashion踏板 M498709

71 電機工程系 蔡彥欣 新型專利 多功能雨傘 M498506

72 電機工程系 蔡彥欣 新型專利 置物架 M501775

73 電機工程系 蔡彥欣 新型專利 智慧型安全顯示延長線裝置 M503012

74 電機工程系 蔡彥欣 新型專利 智慧型存錢筒 M50379674 電機工程系 蔡彥欣 新型專利 智慧型存錢筒 M503796

75 電機工程系 蔡彥欣 新型專利 多功能漏斗 M504090

76 電機工程系 蔡彥欣 新型專利 複合式露營燈 M502797

77 電機工程系 蔡彥欣 新型專利 輕巧易收納烘衣裝置 M508564

78 電機工程系 蔡彥欣 新型專利 科技釣竿 M508208

79 電機工程系 蔡彥欣 新型專利 伸縮置物架 M508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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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電機工程系 蔡彥欣 新型專利 多功能藍芽摺疊傘 M511232

81 電機工程系 魏朝鵬 新型專利 拳擊訓練裝置 M497040

82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文榮生 新型專利 智慧垃圾桶 M510907

83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林宏偉 新型專利 多功能電子計分板 M508347

84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孫惠民 新型專利 智慧型手機散熱架 M498430

85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張秀峰 新型專利 農業自動輔助系統 M495067

86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張秀峰 新型專利 警示導盲杖 M49510186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張秀峰 新型專利 警示導盲杖 M495101

87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陳純禛 新型專利 保溫枕 M496986

88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陳純禛 新型專利 瀝油裝置 M496996

89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蔡耀斌 新型專利 樂趣計分小便斗 M498218

90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鄭勇達 新型專利 家庭用水遠端監測系統 M497773

91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鄭勇達 新型專利
一氧化碳事故發生位置通報求救
系統

M497836

92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鄭勇達 新型專利 瓦斯濃度雲端監測系統 M497890

93 資訊管理系 王俊嘉 新型專利 情境感知語言學習系統 M509956

94 資訊管理系 徐一綺 新型專利 流體計量裝置 M49726494 資訊管理系 徐一綺 新型專利 流體計量裝置 M497264

95 資訊管理系 徐一綺 新型專利 電動牙刷 M497008

96 資訊管理系 陳守維 新型專利 烹飪提醒系統 M510132

97 資訊管理系 陳守維 新型專利 健康監測系統 M512183

98 資訊工程系 呂理煉 新型專利 地下道積水警示系統 M497265

99 資訊工程系 呂理煉 新型專利 雨量通報警示系統 M496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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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資訊工程系 呂理煉 新型專利 智能窗簾警示系統 M511097

101 資訊工程系 呂理煉 新型專利 點滴管理排程系統 M510752

102 資訊工程系 孫龍生 新型專利 未帶開鎖元件提醒系統 M496823

103 資訊工程系 高宗萬 新型專利 門鎖監控裝置 M497191

104 資訊工程系 高宗萬 新型專利 室內電器監控裝置 M497324

105 資訊工程系 張文斌 新型專利 智慧型沖泡機 M496436

106 資訊工程系 張獻中 新型專利 秤重提醒系統 M497825106 資訊工程系 張獻中 新型專利 秤重提醒系統 M497825

107 資訊工程系 張獻中 新型專利 區域語音宣導系統 M497837

108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新型專利 照明保溫杯 M495798

109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新型專利 太陽能感溫救生圈 M495881

110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新型專利 溫控式導護背心 M495741

111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新型專利 亮晶晶手環 M495753

112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新型專利 助亮型拐杖 M496096

113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新型專利 光控制戶外休閒桌 M496097

114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新型專利 隨意光感式休閒躺椅 M496099114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新型專利 隨意光感式休閒躺椅 M496099

115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新型專利 智慧型感光護膝 M496098

116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新型專利 永亮式車輛故障標誌 M511510

117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新型專利 冷暖自知露營帳蓬 M511526

118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新型專利 智慧型溫感野餐盒 M511235

119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新型專利 照明旅行箱 M51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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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資訊工程系 黃柏原 新型專利 前饋補償風力供電系統 M497882

121 資訊工程系 黃柏原 新型專利 前饋補償熱力供電系統 M502280

122 資訊工程系 黃柏原 新型專利 前饋補償壓力供電系統 M502281

123 資訊工程系 溫清祥 新型專利 郵筒之信件的智慧提醒裝置 M509925

124 資訊工程系 劉銘中 新型專利 室內節能系統 M496784

125 資訊工程系 劉銘中 新型專利 熱水器之安全輔助系統 M496747

126 資訊工程系 劉銘中 新型專利 多功能電鍋 M510707126 資訊工程系 劉銘中 新型專利 多功能電鍋 M510707

127 資訊工程系 劉銘中 新型專利 智慧置蛋架 M511034

128 資訊工程系 劉銘中 新型專利 智慧門鎖系統 M512056

129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利 紅外線偵測式自動開關螢幕 M498881

130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利 多功能電動隨身保暖器 M498859

131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利
智慧型等向性紅外線光源方向指
示器

M499885

132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利
遮蔽型紅外線偵測式自動開關螢
幕

M498909

133 資訊工程系 鄧一中 新型專利 免配置電源線之無線緊急照明燈 M510012

134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曾芝煜 新型專利 便利清洗型溫控寵物籠 M501103134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曾芝煜 新型專利 便利清洗型溫控寵物籠 M501103

135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黃道心 新型專利 多功能之按摩背帶 M503893

136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黃道心 新型專利
具有安全照護功能之衣領式骨傳
導無線通訊裝置

M493122

137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黃道心 新型專利 寵物洗澡籠 M503757

138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黃道心 新型專利 具有降溫功能之充電保護殼 M504411

139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黃道心 新型專利 防撞保護殼 M504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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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黃道心 新型專利 智慧追日寵物清洗SPA機 M503756

具有聽與說並兼具休閒及安全照
141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黃道心 新型專利

具有聽與說並兼具休閒及安全照
護功能之頸部骨傳導無線通訊裝
置

M504311

142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黃道心 新型專利 無線傳電寵物清洗SPA機 M503758

14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黃道心 新型專利 冷卻測溫型微波爐 0421014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黃道心 新型專利 冷卻測溫型微波爐 M504210

144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黃道心 新型專利 可散熱插座 M511134

145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黃道心 新型專利 多功能摺疊椅 M510678

146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黃道心 新型專利 防盜手機 104208617(領證中)

147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黃道心 新型專利 溫控保溫瓶 104208621(領證中)

148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黃道心 新型專利 便利把手杯 104208623(領證中)

149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黃道心 新型專利 具有求救功能的遙控插座 104208619(領證中)

150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黃道心 新型專利 空氣清淨裝置 104203415(領證中)

151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黃道心 新型專利 夜間活動保護殼 103219947(領證中)151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黃道心 新型專利 夜間活動保護殼 103219947(領證中)

152 企業管理系 許瑞翔 新型專利 時鐘結構 M497294

153 企業管理系 許瑞翔 新型專利 多功能隨身碟 M512200

154 企業管理系 黃梨香 新型專利 活動看板系統 M512787

155 企業管理系 黃梨香 新型專利 感應式布料處理機構 M497174

156 企業管理系 鄒偉基 新型專利 伸縮殺蟲桿 104216027(領證中)

157 休閒事業系 侯昌連 新型專利 即時告警系統 M501279

158 休閒事業系 許明光 新型專利 鞋用計步器 M500882

159 休閒事業系 陳妙珍 新型專利 感應式遙控器 M496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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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休閒事業系 陳妙珍 新型專利 休閒用具 M501753

161 休閒事業系 陳寅全 新型專利 傘具 M497459

162 休閒事業系 陳寅全 新型專利 棒球 M507287

163 休閒事業系 章慶堅 新型專利 手靠墊 M506231

164 休閒事業系 曾秀鳳 新型專利 手套 M501154

165 休閒事業系 曾秀鳳 新型專利 垃圾桶 M501421

166 休閒事業系 楊文添 新型專利 登山杖 M502372166 休閒事業系 楊文添 新型專利 登山杖 M502372

167 休閒事業系 謝清秀 新型專利 衛浴設備 M500548

168 休閒事業系 謝清秀 新型專利 清潔用具 M505281

169 休閒事業系 饒蘭君 新型專利 衣服 M507187

170 休閒事業系 饒蘭君 新型專利 安全帽 M505206

171 休閒事業系 饒蘭君 新型專利 餐盤 M505262

172 化妝品應用與管理
系

李淑芬 新型專利 置物袋 M496384

173 化妝品應用與管理
系

林順堂 新型專利 精油筆 M510863

174 化妝品應用與管理
系

林順堂 新型專利 精油按摩梳 M510748174
系

林順堂 新型專利 精油按摩梳 M510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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