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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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控淋浴裝置 I733382

2 電機工程系 林樹民 新型專利 可殺菌之安全帽支架 M608906

3 電機工程系 林銘君 新型專利 多功能提袋 M607566

4 休閒事業系 李明憲 新型專利 多功能登山背包 M607589

5 機械工程系 王釗芬 新型專利 多用途筆筒 M607617

6 機械工程系 薛堯文 新型專利 安全自動升降車窗 M613093

7 機械工程系 連信仲 新型專利 車用後照鏡氣壓雨刷 M607398

8 電機工程系 林樹民 新型專利 車道轉彎提示燈 M608406

9 電機工程系 林銘君 新型專利 兒童居家智能安全手環 M607563

10 機械工程系 連信仲 新型專利 具投射手機畫面之安全帽 M607611

11 電機工程系 林銘君 新型專利 具骨傳導藍芽耳機之眼鏡 M607562

12 電機工程系 林銘君 新型專利 具偵測溼度之衣架 M607560

13 電機工程系 林樹民 新型專利 具溫度控制之微波爐 M608407

14 機械工程系 連信仲 新型專利 具警示燈之髮箍 M608043

15 電機工程系 林銘君 新型專利 偽裝型智能保險櫃 M607565

16 休閒事業系 楊文添 新型專利 救人拋繩索 M608925

17 機械工程系 王全盛 新型專利 斜拋儀器 M607493

18 機械工程系 連信仲 新型專利 組合式滑板手推車 M607609

19 資訊工程系 張獻中 新型專利 智能健身裝置 M609383

20 機械工程系 連信仲 新型專利 替換式組合手工具 M608490

21 電機工程系 林銘君 新型專利 結合珪藻土之兩用地墊 M607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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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電機工程系 林樹民 新型專利 溫控無線吹風機 M608493

23 電機工程系 林樹民 新型專利 電子蒸氣隨身酒壺 M608423

24 機械工程系 王釗芬 新型專利 電動拖把 M607615

25 資訊工程系 張獻中 新型專利 蓮蓬盥洗裝置 M609382

26 電機工程系 林樹民 新型專利 機車警示燈 M608415

27 資訊工程系 張獻中 新型專利 餐廳即時訂位系統 M609384

28 機械工程系 王全盛 新型專利 簡易提升冷氣冷房效率裝置 M607610

29 電機工程系 林銘君 新型專利 雙色雙向可替換式螢光筆筆桿 M607564

30 餐飲管理系 蕭靜雅 新型專利 攜帶型餐桌餐具組 M617061

31 機械工程系 王釗芬 新型專利 護唇膏鑰匙圈 M607616

32 休閒事業系 侯昌連 新型專利 電動帳篷 M607550

33 休閒事業系 施婉婷 新型專利 自行車充氣坐墊套 M608898

34 休閒事業系 陳寅全 新型專利 彈簧式烘鞋器 M617055

35 休閒事業系 陳寅全 新型專利 牆面刨除機 M618231

36 休閒事業系 陳寅全 新型專利 多軸向牆面刨除機 M619922

37 休閒事業系 陳寅全 新型專利 多功能手機架 M619923

38 休閒事業系 章慶堅 新型專利 機車避震系統 M607592

39 休閒事業系 章慶堅 新型專利 安全帽剎車燈系統 M618917

40 電機工程系 林慶文 新型專利 非一次性使用之杯口封口吸食器 M607448

41 電機工程系 林慶文 新型專利 益智穿線遊戲球 M607450

42 電機工程系 林慶文 新型專利 結合隨機指派腳色表演工具的遊戲繪本 M616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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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電機工程系 林慶文 新型專利 多形色可折疊益智遊戲七巧板 M617787

44 電機工程系 林樹民 新型專利 具行動電源之可攜式硬碟 M608405

45 電機工程系 林樹民 新型專利 飛機自動送餐系統 M608404

46 電機工程系 黃志弘 新型專利 地板濕滑告示牌 M610651

47 電機工程系 黃志毅 新型專利 盲人導航手套 M607331

48 電機工程系 黃志毅 新型專利 盲人導航鞋 M608849

49 電機工程系 黃志毅 新型專利 交通安全手動/自動ㄇ型導護桿 M617187

50 電機工程系 楊文治 新型專利 一種可以網路改變電路結構之電力電子模組 M614431

51 電機工程系 楊文治 新型專利 防疫消毒衣櫃 M616761

52 電機工程系 楊文治 新型專利 環境空氣品質監測系統 M616925

53 電機工程系 楊文治 新型專利 電動車電池組之強健系統 M616760

54 電機工程系 楊文治 新型專利 行人闖紅燈之警告系統 M618479

55 電機工程系 楊文治 新型專利 反光背心之來車警告系統 M618478

56 電機工程系 廖韋鈞 新型專利 盆栽植物之均勻日照控制系統 M620625

57 電機工程系 廖韋鈞 新型專利 盆栽植物之光照度補充系統 M620624

58 電機工程系 劉國芬 新型專利 一種具有久坐警報功能的椅子 M612702

59 電機工程系 劉國芬 新型專利 一種具有過重警報功能的椅子 M612703

60 電機工程系 藍璉璫 新型專利 養生保健環保杯 M609798

61 電機工程系 藍璉璫 新型專利 旋轉風鈴曬乾架 M609797

62 電機工程系 藍璉璫 新型專利 追蹤系統之傳動機構的定位控制 M609800

63 電機工程系 藍璉璫 新型專利 染髮輔助具 M609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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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電機工程系 藍璉璫 新型專利 壓條管便利套 M611121

65 電機工程系 藍璉璫 新型專利 智慧型貓砂清潔的貓砂盆 M618517

66 電機工程系 藍璉璫 新型專利 智慧型水龍頭流量調節裝置 M618518

67 電機工程系 藍璉璫 新型專利 返馳式轉換器之變壓器檢測裝置 M618521

6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林純珠 新型專利 多功能托盤 M607630

69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林純珠 新型專利 兩用濕式消毒紙巾盒 M607631

70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林純珠 新型專利 兩用沐浴瓶 M607632

71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林純珠 新型專利 兩用膠水瓶 M607629

72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林純珠 新型專利 定量式藥水瓶 M608494

73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江定榮 新型專利 藥品重量感測藥盒 M616934

74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江定榮 新型專利 充氣式保溫瓶刷 M616933

75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李玲玲 新型專利 穿戴感溫變色裝置 M607548

76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李玲玲 新型專利 可替換式過濾口罩 M607505

77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李玲玲 新型專利 手機托盤 M607504

78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李玲玲 新型專利 可感溫口罩 M607503

79 資訊工程系 汪泰宏 新型專利 智慧盲人行動資訊耳機 M607642

80 資訊工程系 汪泰宏 新型專利 物聯網之節能植物工廠管理系統 M607651

81 資訊工程系 汪泰宏 新型專利 物聯網用藥提醒裝置 M607641

82 資訊工程系 郭宏源 新型專利 具QR Code掃描功能之智慧信箱 M615446

83 資訊工程系 陳俊成 新型專利 具顯示結構之麥克風 M608941

84 資訊工程系 陳俊成 新型專利 AI車型辨識停車系統 M608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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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資訊工程系 陳俊成 新型專利 具顯示型裝置之麥克風 M608942

86 資訊工程系 陳俊成 新型專利 智能溺水救援裝置 M608940

87 資訊工程系 陳俊成 新型專利 可拆式把手鎖具結構 M608939

88 資訊工程系 陳俊成 新型專利 可拆式腳踏車座椅鎖具裝置 M608938

89 資訊工程系 陳俊成 新型專利 電子圍籬顯示裝置 M611585

90 資訊工程系 溫清祥 新型專利 泳池物聯網即時救援系統 M608245

91 資訊工程系 劉銘中 新型專利 智慧門控系統 M607581

92 資訊工程系 劉銘中 新型專利 智能垃圾桶 M607582

93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潛水用水壓水深警示及救援系統 M607366

94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窗簾與窗戶自動開閉及室內送風系統 M607365

95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新型專利 防盜型鎖具內建提醒系統 M607364

96 資訊管理系 李義溪 新型專利 LED陣列無人機 M607624

97 資訊管理系 李義溪 新型專利 健康計步器 M607626

98 資訊管理系 李義溪 新型專利 具聲光變化之音箱 M607627

99 資訊管理系 李義溪 新型專利 具殺蚊之無人機 M607623

100 資訊管理系 李義溪 新型專利 具放大鏡的滑鼠墊環 M607628

101 資訊管理系 李義溪 新型專利 具辨認音樂及樂器教學裝置 M607625

102 資訊管理系 李義溪 新型專利 人工智慧檯燈 M607622

103 資訊管理系 林嫻宜 新型專利 太陽能感光式百葉窗 M619277

104 資訊管理系 陳守維 新型專利 智慧便捷烘鞋櫃 M607534

105 資訊管理系 陳守維 新型專利 智慧零錢包 M607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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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資訊管理系 陳守維 新型專利 智慧關節熱敷器 M607533

107 資訊管理系 陳守維 新型專利 交通路況違章回報系統 M614179

108 資訊管理系 陳守維 新型專利 智慧降溫用貼片 M614178

109 資訊管理系 陳守維 新型專利 智慧型清便系統 M616921

110 資訊管理系 陳守維 新型專利 智慧型寵物清洗機 M616922

111 資訊管理系 陳守維 新型專利 容器桶 M617737

112 企業管理系 許瑞翔 新型專利 無線滑鼠墊量檢測裝置 M608047

113 企業管理系 許瑞翔 新型專利 智慧水塔檢測裝置 M614545

114 企業管理系 鄒偉基 新型專利 外加式護腰伸縮片 M607449

115 機械工程系 王全盛 新型專利 依剎車深淺調整剎車燈亮度的裝置 M614540

116 機械工程系 王釗芬 新型專利 捕鼠箱 M609792

117 機械工程系 王釗芬 新型專利 多功能牙籤架 M616829

118 機械工程系 王釗芬 新型專利 摩托車專用固定架 M616939

119 機械工程系 王釗芬 新型專利 擴香胸針 M617749

120 機械工程系 林俊男 新型專利 車輛電子油門安全裝置 M618423

121 機械工程系 林進益 新型專利 可調式機車後靠背結構 M616907

122 機械工程系 林進益 新型專利 踩踏式散熱桌結構 M616908

123 機械工程系 林進益 新型專利 智慧型汽車透視A柱裝置 M616918

124 機械工程系 連信仲 新型專利 具轉向及延長之手工具 M610208

125 機械工程系 薛堯文 新型專利 貓砂盆組合屋 M611020

126 機械工程系 薛堯文 新型專利 多功能工具手杖 M61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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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機械工程系 薛堯文 新型專利 多功能菸灰缸 M611022

128 機械工程系 薛堯文 新型專利 鉛筆盒手機座 M612240

129 機械工程系 薛堯文 新型專利 多功能烤肉車 M613094

130 機械工程系 薛堯文 新型專利 可警示容量並自動絞碎鐵鋁罐回收桶 M613092

131 機械工程系 薛堯文 新型專利 休憩式行李箱 M613514

132 機械工程系 薛堯文 新型專利 手機收納餐桌 M617590

133 機械工程系 薛堯文 新型專利 具光線ＧＰＳ定位立槳衝浪板 M617591

134 機械工程系 顏昭文 新型專利 可拆換單顆LED式舞台燈 M617054

135 機械工程系 顏昭文 新型專利 雙重可調式避震座椅 M617057

136 機械工程系 顏昭文 新型專利 可替換多頭車刀 M617060

137 機械工程系 顏昭文 新型專利 可單手組裝收納式多頭起子裝置 M618230

138 機械工程系 顏昭文 新型專利 可輔助穩定螺絲固定結構 M618229

139 機械工程系 顏昭文 新型專利 棘輪扳手拆組結構 M620431

140 餐飲管理系 楊蕙芬 新型專利 食物旋轉裝置 M607580

141 餐飲管理系 楊蕙芬 新型專利 送餐車折疊升降裝置 M616930

142 餐飲管理系 蕭靜雅 新型專利 餐桌禮儀的餐具模組 M618187

143 餐飲管理系 駱佩君 新型專利 封閉式捲筒衛生紙抽取裝置 M608932

144 餐飲管理系 駱佩君 新型專利 活動式可抽換餐廚粗細刨刀組 M619672

145 餐飲管理系 駱佩君 新型專利 多功能照明存取鑰匙圈 M619671

146 餐飲管理系 駱佩君 新型專利 折疊式奶油刀 M619673

147 觀光事業系 郭中玲 新型專利 導遊領隊集合蜂鳴器 M608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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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觀光事業系 郭殷豪 新型專利 散裝食物效期標籤裝置 M607604

149 觀光事業系 郭殷豪 新型專利 環境紫外線顯示貼紙 M607603

150 觀光事業系 郭殷豪 新型專利 手機清潔裝置 M616999

151 觀光事業系 郭殷豪 新型專利 車廂乘客負載顯示裝置 M619893

152 觀光事業系 謝慧暹 新型專利 多功能消毒殺菌箱 M607583

153 觀光事業系 謝慧暹 新型專利 慢性病人用藥提醒裝置 M607584

154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李俊銘 新型專利 智慧嬰兒床 M618037

155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張秀峰 新型專利 智慧型安全兒童坐式購物車 M616909

156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許俊彥 新型專利 智慧垃圾桶 M614393

157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許俊彥 新型專利 智慧門鎖 M618030

158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陳盈安 新型專利 飛機引擎防止鳥擊之偵測與雷射驅趕系統 M613707

159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陳純禛 新型專利 汽車光源感應亮燈警示器 M607379

160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陳純禛 新型專利 附清潔擦拭功能的手機套 M616852

161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陳純禛 新型專利 著褲時用的輔助器 M616853

162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陳純禛 新型專利 具充氣枕功能的背包 M616855

163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陳純禛 新型專利 具遮物功能的傘具 M619249

164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蔡耀斌 新型專利 快速變換密碼之智慧門鎖 M610105

165 應用外語系 吳萬居 新型專利 按摩眼罩 M607538

166 應用外語系 吳萬居 新型專利 可攜式超音波驅蚊器 M607432

167 應用外語系 吳萬居 新型專利 停車用之延長棒 M607433

168 應用外語系 吳萬居 新型專利 自動投餌裝置 M607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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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應用外語系 吳萬居 新型專利 具防偷拍功能之隨身包 M617755

170 應用外語系 吳萬居 新型專利 防信用卡遭側錄之隨身包 M617754

171 應用外語系 李天頌 新型專利 隨時提醒腰圍的皮帶 M607594

172 應用外語系 李天頌 新型專利 合乎人體工學之閱讀書架 M607596

173 應用外語系 李天頌 新型專利 不沾手之粉筆套 M607593

174 應用外語系 李天頌 新型專利 腳踏翻頁之樂譜架 M607595

175 應用外語系 李天頌 新型專利 預防失智者走失的追蹤裝置 M610207

176 應用外語系 李天頌 新型專利 自動加熱的便當盒 M616970

177 應用外語系 李天頌 新型專利 具顯示功能的錢幣收納盒 M618151

178 應用外語系 李天頌 新型專利 具密碼鎖功能之保溫杯 M618152

179 應用外語系 李天頌 新型專利 可錄音功能之口哨 M618929

180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丁雅年 新型專利 美髮用具收納盒 M607499

181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丁雅年 新型專利 智能紅外線角度測量剪髮梳 M608429

182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丁雅年 新型專利 具修剪功能之梳子 M617000

183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林順堂 新型專利 增進芳香精油知識之創意桌遊教具 M607605

184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林順堂 新型專利 香氛藍芽音箱 M607606

185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林順堂 新型專利 香氛充電裝置 M610694

186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林順堂 新型專利 精油暖宮束身腰帶 M616888

187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林順堂 新型專利 感應式香氛貓砂盆 M616890

188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林順堂 新型專利 香氛智能垃圾桶 M616889

189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陳欣怡 新型專利 刷具清洗消毒機 M616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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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陳琬瑜 新型專利 精油熱敷墊 M618499

191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陳靜瑀 新型專利 冷熱美容儀 M618449

192
旅館事業管理學士學

位學程
張婷婷 新型專利 旅行用輕便熨斗 M607608

193
旅館事業管理學士學

位學程
張婷婷 新型專利 吹風機固定架 M607607

194 流行音樂事業系 王映丹 新型專利 具紫外線殺菌之藍芽耳機充電收納盒 M607591

195 流行音樂事業系 王映丹 新型專利 具紫外線殺菌及殺菌烘乾之口罩盒 M607590

196 演藝事業系 張憲堂 新型專利 涼爽安全帽 M608912

197 演藝事業系 張憲堂 新型專利 音樂電熨斗 M608913

198 化妝品應用管理系 陳欣怡 新型專利 眉筆 M607494

199 機械工程系 林俊男 新型專利 多功能移動式車架 M617056

200 機械工程系 林俊男 新型專利 自動化補胎充氣槍 M619929

201 機械工程系 林俊男 新型專利 可拆換剪式千斤頂 M620432

202 機械工程系 楊秀豐 新型專利 人體工學透氣背包墊 M617058

203 機械工程系 楊秀豐 新型專利 自動守備練球結構 M617059

204 機械工程系 楊秀豐 新型專利 積木型功能組合桌 M620430

205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新型專利 沖調杯子 M611010

206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新型專利 攜水帽子 M611011

207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新型專利 磁吸鏡架 M611442

208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新型專利 車削擋板 M611823

209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新型專利 輔助刷背機 M611850

210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新型專利 圖釘 M61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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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許俊彥 新型專利 智慧鑰匙圈 M613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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