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單位 姓名 類型 專利名稱 證書字號

1 機械工程系 黃俊賢 發明專利 具雙紅外線開關控制洩壓之探空汽球 I689960

2 資訊工程系 汪泰宏 發明專利 物聯網雷射空間測距儀 I704366

3 觀光事業系 郭中玲 新型專利 無線定位導覽裝置 M590724

4 觀光事業系 郭殷豪 新型專利 自動清潔手機充電座 M590490

5 觀光事業系 郭殷豪 新型專利 手扶梯自動清潔殺菌裝置 M590585

6 觀光事業系 郭殷豪 新型專利 防止冰箱門意外開啟之磁性裝置 M590678

7 觀光事業系 曾麗蓉 新型專利 多元投影展示櫃 M591363

8 觀光事業系 曾麗蓉 新型專利 連線求救系統 M595364

9 應用外語系 吳萬居 新型專利 具鑰匙未拔警示之安全門鎖 M604340

10 應用外語系 李天頌 新型專利 可翻面之公園長椅 M590392

11 應用外語系 李天頌 新型專利 具提醒門開閉之鑰匙 M590621

12 應用外語系 李天頌 新型專利 具顯示電力餘量之電池 M590691

13 應用外語系 李天頌 新型專利 鼻樑無壓痕之眼鏡 M590697

14 應用外語系 李天頌 新型專利 照相機專用滑行三腳架 M590704

15 餐飲管理系 蕭靜雅 新型專利 行動研磨咖啡沖泡裝置 M590420

16 餐飲管理系 簡美雯 新型專利 具攝像之挖耳器具 M590436

17 機械工程系 王釗芬 新型專利 洗腳刷 M590423

18 機械工程系 王釗芬 新型專利 環保提杯袋 M590567

19 機械工程系 林俊男 新型專利 引擎機油更換智能警示裝置 M601433

20 機械工程系 林進益 新型專利 電動買菜車 M593352

21 機械工程系 徐福君 新型專利 汽車防淹水裝置 M60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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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機械工程系 黃俊賢 新型專利 具洩氣閥之探空汽球 M592973

23 機械工程系 黃俊賢 新型專利 具直流及交流水力發電裝置之洗手台 M593109

24 機械工程系 黃俊賢 新型專利 機車防傾倒安全裝置 M597245

25 機械工程系 黃俊賢 新型專利 具追日功能之太陽熱能發電系統 M601327

26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新型專利 雙面板擦 M592826

27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新型專利 雨傘脫水機 M594373

28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新型專利 環保吸管 M594410

29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新型專利 雙面磁性板擦 M595588

30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新型專利 雙刷板擦 M594545

31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新型專利 桌面手推車 M596184

32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江定榮 新型專利 體溫感應貼片 M590429

33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江定榮 新型專利 脈搏感應貼片 M591239

34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李玲玲 新型專利 自給水花盆 M590351

35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李玲玲 新型專利 簡易型放大鏡 M590693

36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李玲玲 新型專利 英文教學互動裝置 M590762

37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李玲玲 新型專利 英文單字教學互動裝置 M590763

38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李玲玲 新型專利 運動器材教學互動裝置 M590759

39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李錟鋒 新型專利 窗戶清潔工具 M590424

40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李錟鋒 新型專利 快速拆裝機構 M590647

41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張鉅明 新型專利 多用途行動條碼顯示器 M590728

42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張憲堂 新型專利 節電插座 M59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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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張憲堂 新型專利 頸部過度彎曲警示器 M591844

44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陳柏宏 新型專利 多用途除水雨傘籃 M590404

45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陳柏宏 新型專利 警急遙控呼叫夜燈 M590669

46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陳柏宏 新型專利 紅外線感應省電展示櫃 M592692

47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陳柏宏 新型專利 紅外線感應省電夜燈 M590667

48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陳柏宏 新型專利 拍擊警報休閒居家安全夜燈 M590670

49 電機工程系 李志仁 新型專利 行動載具之風力充電裝置 M604074

50 電機工程系 李志仁 新型專利 具有定時風乾與紫外線殺菌功能之浴室毛巾架 M604165

51 電機工程系 李志仁 新型專利 具有冷藏功能之水果盒 M605203

52 電機工程系 沈混源 新型專利 應用於座椅之計時及提醒系統 M597483

53 電機工程系 沈混源 新型專利 道路速限通報與車輛自動剎車系統 M597486

54 電機工程系 沈混源 新型專利 人體生理資訊自動量測與即時通報系統 M597499

55 電機工程系 林維仁 新型專利 具有溫度警示功能之金屬筷子電路 M597093

56 電機工程系 林維仁 新型專利 浴室地板除濕系統 M597371

57 電機工程系 林銘君 新型專利 具伸縮鞋管及套換鞋底之雨鞋 M590376

58 電機工程系 林銘君 新型專利 拋棄式可替換牙籤組件 M590435

59 電機工程系 林銘君 新型專利 指紋式機車行李箱及油箱開啟裝置 M590556

60 電機工程系 林銘君 新型專利 多功能手機殼 M590826

61 電機工程系 林銘君 新型專利 機車後照鏡之太陽能充電裝置 M592408

62 電機工程系 林慶文 新型專利 疊羅漢積木 M590475

63 電機工程系 林慶文 新型專利 多角度版面可調式書法臨寫裝置 M590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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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電機工程系 林樹民 新型專利 具足底按摩之鞋 M590375

65 電機工程系 林樹民 新型專利 機車用之多功能手機架 M590551

66 電機工程系 郭哲廷 新型專利 釣蝦裝置 M591769

67 電機工程系 郭哲廷 新型專利 汽車車內防意外警示裝置 M592144

68 電機工程系 陳志明 新型專利 滑板之安全警告系統 M597161

69 電機工程系 陳志明 新型專利 具空氣清淨功能之鬧鐘控制電路 M597412

70 電機工程系 陳志明 新型專利 漁塭之自動飼育及環境監控整合系統 M600432

71 電機工程系 陳志明 新型專利 居家智慧災害應變系統 M602709

72 電機工程系 黃志毅 新型專利 粉筆顏色存量感應盒 M590532

73 電機工程系 楊文治 新型專利 改善低壓電網三相電壓不平衡之控制裝置與方法 M590749

74 電機工程系 楊文治 新型專利 無人飛行載具之自動噴藥系統 M597048

75 電機工程系 楊文治 新型專利 吸頂燈具之升降系統 M597361

76 電機工程系 楊文治 新型專利 室內面積快速量測器 M597388

77 電機工程系 楊文治 新型專利 道路限高架之防撞警示系統 M597490

78 電機工程系 楊文治 新型專利 公車博愛座導引系統 M601418

79 電機工程系 楊文治 新型專利 吊櫃之過重警報系統 M603171

80 電機工程系 廖韋鈞 新型專利 行人闖紅燈之通報系統 M597403

81 電機工程系 廖韋鈞 新型專利 剝線鉗之自動控制電路 M597527

82 電機工程系 劉國芬 新型專利 太陽能自動乾衣系統 M597306

83 電機工程系 劉國芬 新型專利 可連接多耳機之訊號處理系統 M597547

84 電機工程系 藍璉璫 新型專利 水產養殖恆溫控制裝置 M59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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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李俊銘 新型專利 智慧散熱裝置 M594328

86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林宏偉 新型專利 汽車酒駕檢測裝置 M592838

87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孫惠民 新型專利 智能滅火器整合裝置 M594968

88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陳純禛 新型專利 具煞車及折疊之兩用助行器 M602416

89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陳純禛 新型專利 具自拍棒之兩用登山杖 M603977

90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溫德仁 新型專利 濃度顯示型煙塵阻絕自動控制系統 M590627

91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蔡耀斌 新型專利 自動身份辨識之智能額頭溫度感測器 M601379

92 資訊管理系 李義溪 新型專利 滑鼠墊環高低調整裝置 M590722

93 資訊管理系 李義溪 新型專利 多功能手腕墊 M591196

94 資訊管理系 徐一綺 新型專利 具直立架之手機皮套 M592195

95 資訊管理系 徐一綺 新型專利 收納式耳機 M592198

96 資訊工程系 呂理煉 新型專利 具物聯網之顯示裝置 M602654

97 資訊工程系 汪泰宏 新型專利 浮筏式魚菜共生淨化系統 M590358

98 資訊工程系 張獻中 新型專利 行車行控系統 M594573

99 資訊工程系 張獻中 新型專利 多功能吹風裝置 M601780

100 資訊工程系 郭宏源 新型專利 電聯車廂乘客空間影像監測裝置 M597948

101 資訊工程系 溫清祥 新型專利 智能種植器 M595389

102 資訊工程系 溫清祥 新型專利 汽車危險駕駛監視系統 M595607

103 資訊工程系 溫清祥 新型專利 智慧型防盜背包 M595779

104 資訊工程系 溫清祥 新型專利 獨居長者簽到手錶 M595797

105 資訊工程系 劉銘中 新型專利 智慧型滅火裝置 M59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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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資訊工程系 劉銘中 新型專利 遙控式音樂盒 M601885

107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計時顯示型聲控按摩背心控制系統 M590451

108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可手動切換之板擦內建自動吸塵系統 M590534

109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雷射感測型壁癌屑自動刮除系統 M590619

110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投影顯示型聲控延遲鬧鈴之鬧鐘系統 M590707

111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螢幕及電腦休眠之自動開關系統 M590715

112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垃圾桶裝滿警示及運送系統 M593394

113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智慧型電扇送風控制系統 M593467

114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攝影型室內水耕蔬菜自動播種系統 M604103

115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顯示型魚缸內壁清潔系統 M604118

116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警報型笛音壺用自動開啟壺嘴蓋及提醒系統 M604162

117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顯示型黑板自動吸塵系統 M604278

118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飲水機控制系統 M604413

119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濃度顯示型自動偵測瓦斯排換氣系統 M604466

120烘焙創意與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李國溢 新型專利 巧克力風乾冷卻裝置 M590362

121旅館事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張婷婷 新型專利 銀髮族用多功能背包 M590382

122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林純珠 新型專利 智能電動遙控施肥機 M590347

123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林純珠 新型專利 智能電動遙控挖洞機 M590348

124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林純珠 新型專利 智能電動遙控割草機 M590349

125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黃道心 新型專利 趣味磨牙餵食器 M596080

126 休閒事業系 侯昌連 新型專利 視覺辨識電視 M59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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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休閒事業系 施婉婷 新型專利 具夾持高爾夫球具之皮帶 M590371

128 休閒事業系 夏健文 新型專利 太陽能電風扇 M594679

129 休閒事業系 章慶堅 新型專利 具安全氣囊之摩托車衣 M590370

130 休閒事業系 章慶堅 新型專利 疲勞駕駛預警系統 M590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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