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單位 姓名 類型 專利名稱 證書字號

1 資訊工程系 黃柏原 發明專利 太陽能永磁同步馬達 I668943

2 資訊工程系 黃柏原 發明專利 置換式節能直流馬達 I670926

3 機械工程系 黃俊賢 發明專利 地下水位異常警報器 I663582

4 機械工程系 黃俊賢 發明專利 具磁簧開關之鍋內水位警示裝置 I657780

5 餐飲管理系 李順進 發明專利 預防鍋底沾黏裝置 I672115

6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

系
林順堂 新型專利 具溫度感應之芳香澡盆 M586591

7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

系
林順堂 新型專利 芳香存錢筒 M586842

8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

系
林順堂 新型專利 香氛記憶卡教學工具 M574317

9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

系
林順堂 新型專利 香氛馬桶套件 M574046

10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

系
陳欣怡 新型專利 多功能刮痧器 M586141

11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

系
陳欣怡 新型專利 紅外線精油梳 M586553

12 企業管理系 許瑞翔 新型專利 吊環健康偵測器 M574027

13 企業管理系 許瑞翔 新型專利 具吸盤之拐杖 M585147

14 企業管理系 鄒偉基 新型專利 可替換式髮箍遮陽帽 M573957

15 企業管理系 鄒偉基 新型專利 胸花髮飾 M586546

16 休閒事業系 李明憲 新型專利 多功能登山杖 M586803

17 休閒事業系 侯昌連 新型專利 多功能運動眼鏡 M575535

18 休閒事業系 侯昌連 新型專利 防蚊環 M575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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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休閒事業系 施婉婷 新型專利 多功能露營燈架 M574658

20 休閒事業系 夏健文 新型專利 水果切塊裝置 M583366

21 休閒事業系 夏健文 新型專利 可攜式氣泡水機 M584164

22 休閒事業系 章慶堅 新型專利 安全帽之抬頭顯示器 M573958

23 休閒事業系 章慶堅 新型專利 自動開關引擎之免鑰匙啟動系統 M574183

24 休閒事業系 謝清秀 新型專利 球體撿取裝置 M581493

25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黃道心 新型專利 可控流量之湯匙餵食器 M584682

26
烘焙創意與經營管

理學士學位學程
李國溢 新型專利 氣流引導裝置 M586534

27 資訊工程系 呂理煉 新型專利 智能鞋櫃 M579480

28 資訊工程系 汪泰宏 新型專利 智慧物聯網避險警示安全帽 M576399

29 資訊工程系 汪泰宏 新型專利 智慧型物聯多用途燈具系統 M577626

30 資訊工程系 孫龍生 新型專利 智慧曬衣架 M574158

31 資訊工程系 張獻中 新型專利 多功能排煙系統 M583029

32 資訊工程系 張獻中 新型專利 多功能超音波測距裝置 M583043

33 資訊工程系 張獻中 新型專利 智慧多功能清洗系統 M582881

34 資訊工程系 張獻中 新型專利 藍芽酒精偵測智能安全帽 M574417

35 資訊工程系 黃柏原 新型專利 無線照明檯燈 M582562

36 資訊工程系 溫清祥 新型專利 具安全之智能辦公椅功能 M576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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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資訊工程系 溫清祥 新型專利 智能設定按摩壓力之腳底按摩機 M579522

38 資訊工程系 溫清祥 新型專利 智慧防走失重量感測兒童書包 M579799

39 資訊工程系 溫清祥 新型專利 智慧型感應式自動給水熱水器 M585577

40 資訊工程系 劉銘中 新型專利 多功能傘架 M573970

41 資訊工程系 劉銘中 新型專利 汽車兒童安全保護裝置 M575404

42 資訊工程系 劉銘中 新型專利 具智慧監控之傘架裝置 M584649

43 資訊工程系 劉銘中 新型專利 居家安全管控系統 M586847

44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室內煙塵廢氣排換氣系統 M574211

45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集塵顯示型板擦機自動吸塵系統 M574111

46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雷射感應型棋類比賽自動計時系

統
M574255

47 資訊工程系 鄧一中 新型專利 自動感測容器水位水龍頭 M584906

48 資訊管理系 李義溪 新型專利 攜帶式餐具清洗機 M578147

49 資訊管理系 陳守維 新型專利 冰箱食材控管裝置 M586783

50 資訊管理系 陳守維 新型專利 多色彩變換筆 M586674

51 資訊管理系 陳守維 新型專利 輕便寵物清洗裝置 M586527

52 資訊管理系 鄭哲斌 新型專利 多功能耳機收納盒 M586976

53 資訊管理系 鄭哲斌 新型專利 多功能喇叭 M587389

54 資訊管理系 鄭哲斌 新型專利 多用途機能性電競座椅 M574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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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資訊管理系 鄭哲斌 新型專利 智慧型多功能時尚鍵盤 M574270

56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林宏偉 新型專利 多功能空氣品質偵測裝置 M574229

57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林宏偉 新型專利 多功能衛浴室控制裝置 M587033

58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林宏偉 新型專利 長照輔助監控裝置 M587352

59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許俊彥 新型專利 智能管控藥罐 M583111

60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陳純禛 新型專利 具防蚊網之遮陽帽 M585506

61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陳純禛 新型專利 具簡便手電筒之梳子 M586552

62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陳純禛 新型專利 附遮雨套之背包 M585531

63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陳純禛 新型專利 保暖遮光枕頭巾 M574003

64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溫德仁 新型專利
可手調及顯示之魚缸水溫控制系

統
M586939

65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溫德仁 新型專利 多功能魚缸控制系統 M586940

66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溫德仁 新型專利 警示型隨身保暖器控制系統 M587258

67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蔡耀斌 新型專利
具有主動安全偵測之兒童汽車安

全座椅
M584754

68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蔡耀斌 新型專利 智慧衣架 M587290

69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蔡耀斌 新型專利 智慧物聯網自動烘乾殺菌曬衣架 M587181

70 電機工程系 李志仁 新型專利 具有定時風乾之浴室毛巾架 M578996

71 電機工程系 李尚懿 新型專利 可折疊之耳掛式咖啡架 M577704

72 電機工程系 林銘君 新型專利 多功能馬克杯蓋 M586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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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電機工程系 林樹民 新型專利 水柱自動洗碗機 M586108

74 電機工程系 林樹民 新型專利 可攜式紅外線防盜裝置 M586854

75 電機工程系 林樹民 新型專利 智慧型清洗烘乾機 M586109

76 電機工程系 林樹民 新型專利 智慧型電子棋盤 M586162

77 電機工程系 陳志明 新型專利 珍貴樹木無線監護系統 M585410

78 電機工程系 黃志毅 新型專利 車庫鐵捲門室外簡易緊急開關 M584831

79 電機工程系 楊文治 新型專利 三階段可調式快速充電系統 M579404

80 電機工程系 楊文治 新型專利 太陽能板陰影遮蔽影像辨識系統 M583574

81 電機工程系 楊文治 新型專利 道路坑洞偵測與管理系統 M585413

82 電機工程系 楊文治 新型專利 機車過彎之安全保護裝置 M583403

83 電機工程系 廖文彬 新型專利 一種可以用手機遙控的垃圾桶 M583439

84 電機工程系 廖文彬 新型專利
一種可以改變電力電子轉換器電

路結構之模組
M579852

85 電機工程系 廖文彬 新型專利 一種可以追蹤二維條碼的垃圾桶 M583440

86 電機工程系 廖文彬 新型專利
一種可以追蹤發話麥克風的攝影

鏡頭
M579740

87 電機工程系 廖文彬 新型專利 一種可以顯示金額的錢包 M586549

88 電機工程系 廖文彬 新型專利
一種利用太陽能供電的指紋解鎖

紀錄本
M583381

89 電機工程系 廖文彬 新型專利
一種利用聲紋辨識之保險箱電子

鎖
M583607

90 電機工程系 廖文彬 新型專利 一種具有濕度感測的曬衣架 M583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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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電機工程系 廖文彬 新型專利
一種提醒乘客下車的公車座椅裝

置
M583395

92 電機工程系 廖文彬 新型專利
一種適用於電力電子實驗室之訊

號產生器
M582267

93 電機工程系 廖文彬 新型專利
利用陀螺儀遙控電動嬰兒床馬達

正反轉裝置
M579494

94 電機工程系 廖文彬 新型專利
要充電才可關閉鬧鐘響鈴開關的

裝置
M579746

95 電機工程系 藍璉璫 新型專利 過載解耦之馬達傳動裝置 M574191

96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王映丹 新型專利 具空氣品質偵測之保溫瓶 M574015

97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王映丹 新型專利 新式枕頭 M585567

98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李玲玲 新型專利 止滑收納條 M574149

99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李玲玲 新型專利 防潮展示櫃 M574232

100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李玲玲 新型專利 紙衣架 M574000

101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李玲玲 新型專利 教學互動裝置 M574304

102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張鉅明 新型專利 手機書寫筆改良 M574259

103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張憲堂 新型專利 手機過熱警報器 M574313

104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張憲堂 新型專利 多功能健康椅 M574028

105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張憲堂 新型專利 排練室玻璃鏡防撞警示器 M574310

106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陳柏宏 新型專利 拍擊警報防盜展示櫃 M587003

107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陳柏宏 新型專利 燈影浮像小夜燈 M583027

108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陳柏宏 新型專利 休閒居家安全火災警報夜燈 M587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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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陳柏宏 新型專利 多功能飾燈 M576643

110 機械工程系 王全盛 新型專利
隨煞車強度改變煞車燈亮度之裝

置
M585730

111 機械工程系 王釗芬 新型專利 吸管鑰匙圈 M586572

112 機械工程系 王釗芬 新型專利 狗鍊傘 M586520

113 機械工程系 王釗芬 新型專利 捕鼠器 M586533

114 機械工程系 林進益 新型專利 水果清洗機 M579899

115 機械工程系 林進益 新型專利 飲料搖搖機 M579943

116 機械工程系 林進益 新型專利 電動洗窗機 M586105

117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新型專利 可收納杯架 M582804

118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新型專利 可更換傘布的傘 M579475

119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新型專利 卸貨手推車 M577388

120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新型專利 便當提籃 M577828

121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新型專利 雙功能曬衣架 M577287

122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新型專利 鐵屑清除器 M577768

123 機械工程系 薛堯文 新型專利 自動收折後照鏡 M577811

124 機械工程系 薛堯文 新型專利
利用物質相變化與致冷晶片之車

室散熱裝置
M577807

125 餐飲管理系 李順進 新型專利 可判斷食物中心溫度之鍋蓋 M574011

126 餐飲管理系 李順進 新型專利 測食物中心溫度之筷子 M573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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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餐飲管理系 李順進 新型專利 測食物中心溫度之鍋具 M574007

128 餐飲管理系 李順進 新型專利 測食物中心溫度之鍋鏟 M574016

129 餐飲管理系 駱佩君 新型專利 旅行充氣枕 M574004

130 餐飲管理系 駱佩君 新型專利 旅行摺疊式拐杖 M586065

131 應用外語系 吳萬居 新型專利 多功能校園毒品偵測通報系統 M586844

132 應用外語系 吳萬居 新型專利 汽車漏電警示系統 M586221

133 應用外語系 吳萬居 新型專利
具用電流量與溫度顯示之多功能

延長線
M586471

134 應用外語系 吳萬居 新型專利 具溫度感測與自動斷電之電風扇 M586756

135 應用外語系 吳萬居 新型專利
具滅菌功能之口罩型空氣清淨裝

置
M586619

136 觀光事業系 郭殷豪 新型專利 車載酒濃度與疲勞駕駛監測裝置 M583814

137 觀光事業系 郭殷豪 新型專利 車載智慧健康管理系統 M583815

138 觀光事業系 謝慧暹 新型專利 嬰兒奶瓶水溫度顯示及警示裝置 M586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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