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單位 姓名 類型 專利名稱 證書字號

1 資訊工程系 張獻中 發明專利 無線教具系統 I574238

2 資訊工程系 黃柏原 發明專利 限流節電交流馬達 I609560

3 資訊工程系 黃柏原 發明專利 置換式可發光晶片系統 I605440

4 資訊工程系 黃柏原 發明專利
具光熱發電無電源佈線之電路晶

片系統
I584444

5 資訊工程系 黃柏原 發明專利 置換式無線觸控晶片系統 I598787

6 機械工程系 黃俊賢 發明專利 具輔助移動病患功能之輪椅 I565460

7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黃道心 設計專利 茶杯 D181354

8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林順堂 新型專利 香氛布穀鐘 M540301

9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林順堂 新型專利 香氛清潔機器人 M539903

10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高齡芬 新型專利 簡易香醇完美功夫茶機 M539890

11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蔡翠菊 新型專利 腳跟美容器 M540609

12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蔡翠菊 新型專利 濾水香皂盒 M540608

13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鄭慈千 新型專利 具雲端功能之化妝品容器 M539837

14 企業管理系 李語寧 新型專利 防潮衣櫃 M548486

15 企業管理系 許瑞翔 新型專利 電線走火預警感測器裝置 M540351

16 企業管理系 黃梨香 新型專利 感應型支付卡式遊樂機 M541328

17 企業管理系 鄒偉基 新型專利 自調式加長型絕缘套管 M54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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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休閒事業系 王文筆 新型專利 游泳之耳塞結構改良 M541286

19 休閒事業系 王文筆 新型專利 運動感測裝置 M541319

20 休閒事業系 王文筆 新型專利 具打氣功能之自行車停車架 M541413

21 休閒事業系 王文筆 新型專利 黑板擦拭裝置 M541391

22 休閒事業系 侯昌連 新型專利 水上救生環 M541434

23 休閒事業系 侯昌連 新型專利 多功能手套 M545472

24 休閒事業系 夏健文 新型專利 多功能烘鞋機 M539902

25 休閒事業系 夏健文 新型專利 機車多功能坐墊套 M540079

26 休閒事業系 陳妙珍 新型專利 回收物分類裝置 M540848

27 休閒事業系 陳妙珍 新型專利 化妝刷清潔器 M540614

28 休閒事業系 陳寅全 新型專利 具有安全機制的重量訓練裝備 M546831

29 休閒事業系 謝清秀 新型專利 鑰匙圈保護結構 M543591

30 休閒事業系 謝清秀 新型專利 吸水手環 M543666

31 休閒事業系 謝清秀 新型專利 機車之直立定位裝置 M543812

32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黃道心 新型專利 藍芽傳輸的防摔倒傷害別針 M548989

33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黃道心 新型專利 多功能廚餘及資源回收桶 M540849

34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黃道心 新型專利 多功能超音波洗淨器 M540698

35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黃道心 新型專利 多功能廚餘桶 M540846

36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黃道心 新型專利
具休閒及健康照護且可調溫之頸

部骨傳導聽與說樂活裝置
M536925

37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黃道心 新型專利 電梯扶手清潔器 M540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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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黃道心 新型專利 雨傘乾燥機 M540538

39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黃道心 新型專利 去汙洗淨抹布清淨機 M536918

40 資訊工程系 呂理煉 新型專利 智能枕頭 M550103

41 資訊工程系 高宗萬 新型專利 腳踏車定位警示裝置 M541414

42 資訊工程系 張獻中 新型專利 智慧型溫度調節裝置 M537240

43 資訊工程系 張獻中 新型專利 機車停車系統 M544684

44 資訊工程系 張獻中 新型專利 智慧型行動環境監測儀 M539054

45 資訊工程系 張獻中 新型專利 改良型智慧吹風機 M552762

46 資訊工程系 張獻中 新型專利
具物聯網之智慧家居空品監控系

統
M548871

47 資訊工程系 張獻中 新型專利 水位監控系統 M549872

48 資訊工程系 郭宏源 新型專利 具物聯網功能之智能信箱 M548397

49 資訊工程系 郭宏源 新型專利 具物聯網功能之智能化妝鏡 M548396

50 資訊工程系 陳正唐 新型專利 捷運隧道風力發電系統 M542072

51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新型專利 調溫背包 M538342

52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新型專利 智慧型自亮式帳蓬 M538530

53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新型專利 感溫式水壺 M538352

54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新型專利 智慧調溫鞋 M538332

55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新型專利 微控照度狗項圈 M538321

56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新型專利 可發光警示之充氣式魚雷浮標 M538486

57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新型專利 溫涼隨意保溫杯 M538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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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新型專利 亮控式餐盒 M538343

59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新型專利 溫控躺椅 M538353

60 資訊工程系 溫清祥 新型專利 智能安全電磁爐 M543967

61 資訊工程系 溫清祥 新型專利 多功能藍牙安全帽 M550558

62 資訊工程系 劉銘中 新型專利 具安全與節能之浴室裝置 M541821

63 資訊工程系 劉銘中 新型專利 居家老人關懷系統 M549404

64 資訊工程系 劉銘中 新型專利 螢幕護眼裝置 M537282

65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壁癌屑刮除機 M537130

66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智慧型電扇送風角度控制系統 M537157

67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棋類比賽自動計時系統 M543100

68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垃圾桶裝滿警示系統 M543227

69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防滑衣架 M536904

70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自動化魚缸控制系統 M536845

71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飲料加速冷卻杯 M536902

72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自動調整魚缸水溫控制系統 M542937

73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壁癌屑自動刮除系統 M537128

74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煙塵阻絕自動控制系統 M543287

75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螢幕自動開關系統 M543388

76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聲控按摩背心控制系統 M543081

77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自動檢測土壤水含量之自動灑水

系統
M536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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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自動檢測水質及出水之飲水機控

制系統
M537197

79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自動調整LED燈之燈光亮度控制

系統
M543520

80 資訊工程系 鄧一中 新型專利
具遠端監控與儲存功能之可錄音

式網路電話系統
M537354

81 資訊管理系 陳守維 新型專利 智慧交通指揮與監控系統 M543439

82 資訊管理系 陳守維 新型專利 輕便型過敏鼻清潔器 M537480

83 資訊管理系 蘇祖澤 新型專利 行動應用程式道路救援系統裝置 M544683

84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許俊彥 新型專利 水旋風 M550340

85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許俊彥 新型專利 硬碟防盜系統 M544039

86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陳純禛 新型專利 光源感應變色車窗 M540762

87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陳純禛 新型專利
有自動開啟抽油煙機裝置的抽油

煙機
M540983

88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陳純禛 新型專利 重量感應之安全嬰兒車 M540786

89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蔡耀斌 新型專利 智能恆溫嬰兒背帶 M551033

90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蔡耀斌 新型專利 多功能智慧手機秤 M549342

91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蔡耀斌 新型專利 電子球 M538824

92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蔡耀斌 新型專利 多功能安全奶瓶座 M551927

93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蔡耀斌 新型專利 自動導引安全拐杖 M551857

94 電機工程系 李志仁 新型專利 健走發電衣 M542886

95 電機工程系 林慶文 新型專利 指套型毛筆 M541387

96 電機工程系 林慶文 新型專利 造句遊戲組 M541628

97 電機工程系 陳志明 新型專利 傘套提把 M539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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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電機工程系 楊文治 新型專利
適用於車輛之紅綠燈遠距提醒系

統
M545331

99 電機工程系 楊文治 新型專利 多功能電子門牌 M548334

100 電機工程系 楊文治 新型專利 並連型故障電池隔離電路 M548386

101 電機工程系 楊文治 新型專利 道路監視器之太陽能散熱系統 M548417

102 電機工程系 楊文治 新型專利
具無線廣域偵測之下水道衛生與

疏洪警報系統
M548328

103 電機工程系 楊文治 新型專利
非接觸型胎紋深度偵測與警報系

統
M548082

104 電機工程系 廖文彬 新型專利 一種可以用手機遙控的藥盒 M549071

105 電機工程系 廖文彬 新型專利 視障者搭乘公車之無線呼叫系統 M548329

106 電機工程系 蔡彥欣 新型專利 多功能逃生緊急出口燈 M540363

107 電機工程系 蔡彥欣 新型專利 光電量子能量晶片 M541865

108 電機工程系 蔡彥欣 新型專利 可滅蚊之多功能LED露營夜燈 M544792

109 電機工程系 藍璉璫 新型專利 內燃機廢熱發電裝置 M537766

110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王映丹 新型專利 弦樂握弓器裝置 M541098

111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李錟鋒 新型專利 圖樣可組合織物 M541749

112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張憲堂 新型專利 表演的音量顯示器 M542136

113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張憲堂 新型專利 排練室的電動清潔刷 M541779

114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陳柏宏 新型專利 水彩紙環保化學雪花結晶器 M552871

115 機械工程系 王釗芬 新型專利 衣服結構 M552266

116 機械工程系 王釗芬 新型專利 新型肥皂台 M541273

117 機械工程系 連信仲 新型專利 冰塊雕塑裝置 M552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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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機械工程系 連信仲 新型專利 具美工刀之捲尺改良構造 M552588

119 機械工程系 連信仲 新型專利 自動追風排煙管 M538583

120 機械工程系 連信仲 新型專利 多功能攜帶式烤爐 M541815

121 機械工程系 連信仲 新型專利 廚房料理器 M552329

122 機械工程系 連信仲 新型專利 智慧型浴缸水塞 M538521

123 機械工程系 連信仲 新型專利 多功能砧板 M538372

124 機械工程系 連信仲 新型專利 野餐用器皿收納裝置 M552298

125 機械工程系 連信仲 新型專利 多合一運動裝置 M552362

126 機械工程系 連信仲 新型專利 智慧型棒針 M544522

127 機械工程系 連信仲 新型專利 組合架構造 M552565

128 機械工程系 連信仲 新型專利 簡易型之多功能切刨器 M544275

129 機械工程系 連信仲 新型專利 寶寶多功能餵食器 M544324

130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新型專利 飲料盒 M540114

131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新型專利 剪刀 M541375

132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新型專利 磨車刀器 M543143

133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新型專利 擦黑板機 M543173

134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新型專利 伸縮杯架 M543013

135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新型專利 間歇旋轉垃圾桶 M541457

136 機械工程系 薛堯文 新型專利 綠能警示驅蟲裝置 M536850

137 機械工程系 薛堯文 新型專利 綠能雨具脫水裝置 M540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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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機械工程系 薛堯文 新型專利 綠能登山拐杖 M539260

139 機械工程系 薛堯文 新型專利 太陽能資源回收桶 M537083

140 應用外語系 吳萬居 新型專利 鳥獸驅散裝置 M541729

141 應用外語系 吳萬居 新型專利
多功能臂帶式計步器與自動發電

儲存裝置
M542135

142 應用外語系 吳萬居 新型專利 自動定位追蹤與求救裝置 M542144

143 應用外語系 吳萬居 新型專利 電視影音聲控選台器 M544744

144 應用外語系 吳萬居 新型專利 機車防盜安全座墊 M544447

145 觀光事業系 郭殷豪 新型專利 電梯乘客體溫偵測裝置 M538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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