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主聘系所 教師姓名 專利名稱 專利類型 證書字號

1 資訊工程系 汪泰宏 智能避險型氣囊安全帽 發明專利 I635814

2 資訊工程系 黃柏原 電力續航感應電動機 發明專利 I643434

3 資訊工程系 黃柏原 直流電力無線晶片 發明專利 I625023

4 資訊工程系 黃柏原
具發電節電功能之永磁

同步馬達
發明專利 I627820

5
電腦與通訊工

程系
溫德仁 車速導引系統 發明專利 I630422

6
數位多媒體設

計系
陳柏宏 環保管理方法 發明專利 I628610

7 機械工程系 黃俊賢
可旋轉之海淡水兩用水

族箱
發明專利 I626004

8
化妝品應用與

管理系
林順堂 具溢散香氛之電風扇 新型專利 M557781

9
化妝品應用與

管理系
林順堂 具散發香之首飾 新型專利 M560807

10
化妝品應用與

管理系
林順堂 分貝感測香氛裝置 新型專利 M570711

11
化妝品應用與

管理系
高齡芬 防蟲桌布 新型專利 M557562

12
化妝品應用與

管理系
蔡翠菊 面膜結構 新型專利 M558557

13
化妝品應用與

管理系
鄭慈千 智能畫眉機 新型專利 M557997

14 企業管理系 許瑞翔
具膚質檢測功能的販賣

裝置
新型專利 M557429

15 企業管理系 黃梨香 自助洗衣機付費裝置 新型專利 M558947

16 企業管理系 鄒偉基
洗衣機的洗衣劑計量裝

置
新型專利 M557756

17 休閒事業系 侯昌連 溫度防蚊蟲手環 新型專利 M569535

18 休閒事業系 侯昌連 涼感塑身衣結構 新型專利 M564346

19 休閒事業系 侯昌連 智慧保溫瓶 新型專利 M562657

20 休閒事業系 施婉婷 計步健走鞋 新型專利 M557532

21 休閒事業系 施婉婷 具有計數器之啞鈴 新型專利 M557623

22 休閒事業系 施婉婷 可錄音人聲鬧鐘 新型專利 M569438

23 休閒事業系 夏健文 拖鞋構造 新型專利 M557037

24 休閒事業系 夏健文 安全帽 新型專利 M561431

25 休閒事業系 夏健文 自行車尋車裝置 新型專利 M557938

26 休閒事業系 謝清秀 避難艙 新型專利 M562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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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休閒事業系 謝清秀 救生頸圈 新型專利 M563393

28
行銷與流通管

理系
林純珠 具自拍裝置之拐杖 新型專利 M569216

29
行銷與流通管

理系
林純珠 物品搜尋裝置 新型專利 M569448

30
行銷與流通管

理系
林純珠 多功能拐杖 新型專利 M569173

31
行銷與流通管

理系
陳惠倫 安全高處清潔器 新型專利 M570753

32 資訊工程系 汪泰宏
智能避險型身體保護裝

置
新型專利 M557595

33 資訊工程系 孫龍生 車位偵測導引系統 新型專利 M557435

34 資訊工程系 張獻中 室內智能對流調節系統 新型專利 M562940

35 資訊工程系 張獻中 手機螢幕清理裝置 新型專利 M570754

36 資訊工程系 陳正唐
聯結車廂乘客空間感測

裝置
新型專利 M566884

37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夜明盆缽 新型專利 M557507

38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保溫便當盒 新型專利 M557545

39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微控感溫護腰 新型專利 M557599

40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發光腳鍊 新型專利 M557806

41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智慧型調溫釣竿 新型專利 M557514

42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可調光式蒙古包蚊帳 新型專利 M557551

43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感溫式拐杖 新型專利 M557542

44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暖涼貓頸圈 新型專利 M557511

45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溫控傘 新型專利 M557842

46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調溫蒙古包蚊帳 新型專利 M557843

47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微控感光護腰 新型專利 M557600

48 資訊工程系 陳建義 溫控型充氣式魚雷浮標 新型專利 M557706

49 資訊工程系 溫清祥
五彩繽紛具LED敲打發光

爵士鼓
新型專利 M561893

50 資訊工程系 溫清祥
汽車遠端交通號誌提醒

裝置
新型專利 M561889

51 資訊工程系 溫清祥 智慧保溫瓶 新型專利 M561487

52 資訊工程系 溫清祥
節省資源具遠端智慧多

功能洗衣機
新型專利 M561689

53 資訊工程系 溫清祥 防止酒駕汽車方向盤 新型專利 M561885

54 資訊工程系 溫清祥 發電背包 新型專利 M568063

55 資訊工程系 溫清祥 椅子點名系統 新型專利 M56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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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資訊工程系 溫清祥 智能運動鞋 新型專利 M571151

57 資訊工程系 劉銘中 居家安全防盜裝置 新型專利 M558443

58 資訊工程系 劉銘中
具安全與警示之護頭裝

置
新型專利 M562472

59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笛音壺用自動開啟壺嘴

蓋及提醒系統
新型專利 M555190

60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板擦內建自動吸塵系統 新型專利 M555295

61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自動聲控延遲鬧鈴之鬧

鐘系統
新型專利 M555490

62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遮蔽感測型螢幕自動開

關系統
新型專利 M555496

63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室內水耕蔬菜自動播種

系統
新型專利 M555110

64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振動及語音型鎖具內建

提醒系統
新型專利 M555389

65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窗簾與窗戶自動開閉系

統
新型專利 M555393

66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黑板自動吸塵系統 新型專利 M555296

67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可聲控之智慧型電扇送

風角度控制系統
新型專利 M555412

68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電動感測水位型浴室廢

水回收利用系統
新型專利 M555373

69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紅外線位移偵測信號發

送接收系統
新型專利 M561289

70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潛水用水壓水深警示系

統
新型專利 M561047

71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聲光警示型溫度警示電

毯
新型專利 M560859

72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漸進提示型頭戴式瞌睡

提醒機
新型專利 M561292

73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顯示及語音型廁所語音

提示門
新型專利 M561125

74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自動偵測一氧化碳排換

氣系統
新型專利 M571562

75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電動魚缸內壁清潔系統 新型專利 M555127

76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可調式隨身保暖器控制

系統
新型專利 M555456

77 資訊管理系 陳守維 液體監測裝置 新型專利 M557351

78 資訊管理系 陳守維 可伸縮式桌面輔助器 新型專利 M569600

79 資訊管理系 陳守維 多功能辦公用具 新型專利 M 569864

80 資訊管理系 陳守維 手機之通話隔音裝置 新型專利 M557094

81 資訊管理系 鄭哲斌 具有手機充電線之吊飾 新型專利 M557538

82 資訊管理系 鄭哲斌 多功能手環 新型專利 M557539

83 資訊管理系 鄭哲斌 複合彩妝筆 新型專利 M563805

84
電腦與通訊工

程系
李俊銘 智慧變碼安全裝置 新型專利 M564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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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電腦與通訊工

程系
林宏偉

聽障者居家訪客識別裝

置
新型專利 M555506

86
電腦與通訊工

程系
林宏偉 安全提醒裝置 新型專利 M555539

87
電腦與通訊工

程系
孫惠民 光辨識解鎖系統 新型專利 M562329

88
電腦與通訊工

程系
陳純禛 具拍照輔助功能之傘具 新型專利 M557540

89
電腦與通訊工

程系
陳純禛

閃光攜帶型氣體濃度警

示器
新型專利 M571023

90
電腦與通訊工

程系
溫德仁 抽號機 新型專利 M558433

91
電腦與通訊工

程系
蔡耀斌 智慧綠能曬衣架 新型專利 M555682

92
電腦與通訊工

程系
蔡耀斌 盲人專用智能飲水機 新型專利 M564690

93
電腦與通訊工

程系
蔡耀斌 物聯網自動打包垃圾桶 新型專利 M571847

94 電機工程系 沈混源 樂趣智慧科技釣竿 新型專利 M559066

95 電機工程系 林慶文 重心可調式毛筆 新型專利 M557202

96 電機工程系 林慶文 書法臨寫練習裝置 新型專利 M557436

97 電機工程系 林慶文 迷宮遊戲置物盒 新型專利 M570042

98 電機工程系 林慶文 書寫彈性壓力練習裝置 新型專利 M570235

99 電機工程系 陳志明
大範圍山野搜尋無線定

位系統
新型專利 M562978

100 電機工程系 楊文治
具電池延壽功能之不斷

電系統
新型專利 M563111

101 電機工程系 楊文治
可自動追蹤後方安全視

角之機車後視鏡
新型專利 M563120

102 電機工程系 楊文治 太陽能無線遙控開關 新型專利 M566891

103 電機工程系 廖文彬

利用辨識瞼部表情控制

電動嬰兒床馬達轉速的

裝置

新型專利 M558581

104 電機工程系 廖文彬
含濕度警示之透光地板

裝置
新型專利 M559349

105 電機工程系 廖文彬
含溫濕度警示之透光地

板裝置
新型專利 M559347

106 電機工程系 廖文彬
含溫度警示之透光地板

裝置
新型專利 M559348

107 電機工程系 廖文彬
可延長續航力之電池組

電能控制系統
新型專利 M563083

108 電機工程系 藍璉璫 光控自動窗簾 新型專利 M567603

109
數位多媒體設

計系
王映丹 手機支架裝置 新型專利 M558498

110
數位多媒體設

計系
張鉅明 手機保管箱 新型專利 M558282

111
數位多媒體設

計系
張憲堂 具防盜安全帽 新型專利 M557033

112
數位多媒體設

計系
張憲堂 防霧眼鏡 新型專利 M557360

第 4 頁，共 6 頁



113
數位多媒體設

計系
陳柏宏 防潮行李箱 新型專利 M556095

114
數位多媒體設

計系
陳柏宏 旅遊景點數位分享系統 新型專利 M558392

115
數位多媒體設

計系
陳柏宏 具感溫變色功能之茶壺 新型專利 M558012

116
數位多媒體設

計系
陳柏宏 手機殼照相放大裝置 新型專利 M568974

117
數位多媒體設

計系
陳柏宏 包裝紙器 新型專利 M568827

118
數位多媒體設

計系
陳柏宏 多功能震盪器 新型專利 M567816

119 機械工程系 王釗芬 傘架結構 新型專利 M568669

120 機械工程系 王釗芬 收納式手機座充 新型專利 M569101

121 機械工程系 王釗芬 手機座充結構 新型專利 M569102

122 機械工程系 王釗芬 傘架 新型專利 M553599

123 機械工程系 連信仲 壁掛式掛鉤裝置 新型專利 M556123

124 機械工程系 連信仲
可調式彈性花盆空間構

造
新型專利 M556478

125 機械工程系 連信仲 複合式調味瓶構造 新型專利 M556535

126 機械工程系 黃俊賢 聲控蓮蓬頭 新型專利 M562088

127 機械工程系 黃俊賢
具伸縮握把之汽機車兩

用頂車架
新型專利 M562288

128 機械工程系 黃俊賢 具遮陽簾之晴雨窗 新型專利 M562234

129 機械工程系 顏昭文
具輔助蜂鳴器之煮沸水

鳴響器
新型專利 M557079

130 餐飲管理系 李國溢 攜帶型烤盤 新型專利 M569603

131 餐飲管理系 李順進 均衡營養餐盒 新型專利 M557047

132 餐飲管理系 李順進 營養配餐盒 新型專利 M557048

133 餐飲管理系 李順進 營養配餐盤 新型專利 M557069

134 餐飲管理系 李順進
食品營養組合一加一包

裝裝置
新型專利 M557246

135 餐飲管理系 蕭靜雅
具自動測溫及加熱功能

之烘焙裝置
新型專利 M557082

136 餐飲管理系 駱佩君 可傾式湯碗 新型專利 M570659

137 餐飲管理系 駱佩君 湯碗構造 新型專利 M557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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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應用外語系 吳萬居
車輛乘客未淨空偵測警

示系統
新型專利 M571022

139 應用外語系 吳萬居
具防摔功能之機車安全

側柱
新型專利 M570823

140 應用外語系 吳萬居 智慧教學系統 新型專利 M571027

141 應用外語系 吳萬居
教室禁用手機偵測警示

系統
新型專利 M570955

142 應用外語系 吳萬居 多功能防失溫保暖衣帽 新型專利 M571102

143 觀光事業系 林久玲 具警報之導盲杖 新型專利 M557543

144 觀光事業系 林久玲 具升溫裝置之保溫杯 新型專利 M557569

145 觀光事業系 郭中玲
公車站候車訊息知會裝

置
新型專利 M558447

146 觀光事業系 謝慧暹 飲料杯保溫裝置 新型專利 M557953

147 觀光事業系 謝慧暹
太陽能交通反射鏡警示

裝置
新型專利 M570813

148 電機工程系 楊文治

基於LoRa無線通訊技術

之車用危險路況即時預

警系統

新型專利 M563381

149
行銷與流通管

理系
黃道心 綠能電風傘 新型專利 M571682

150
行銷與流通管

理系
黃道心 可伸縮超音波洗淨器 新型專利 M571771

151
數位多媒體設

計系
陳柏宏

一種榴槤酥決策支援系

統
新型專利 M555532

152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玻璃擊破器 新型專利 M559187

153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攜帶式自動磨墨機 新型專利 M559257

154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畫虛線的筆 新型專利 M559254

155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直線器 新型專利 M559258

156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洗手粉供給器 新型專利 M559147

157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存錢筒 新型專利 M56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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