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械系教師102年參與之專利發明與創作一覽表  
專利名稱 種類 証書字號 公告日 申請日 創作人 

火法回收漆包線之前處理

製程 
發明 I382620 2013/1/11 2008/12/31 王振興 

漆包線脫漆之製程 發明 I382617 2013/1/11 2008/12/31 王振興 

快速繪製油畫的方法 發明 I381955 2013/1/11 2008/12/30 王振興 

利用放電加工方式獲得急

速凝固合金之方法 
發明 I381898 2013/1/11 2009/7/28 林宏茂 

結合致冷晶片之手把 新型 M444975 2013/1/11 2012/5/29 謝榮發 

用於電磁感應加熱粉體其

表面改質方法 
發明 I381995 2013/1/11 2008/12/30 王振興 

將電磁波吸收材黏附於鋁

合金表面之方法 
發明 I381895 2013/1/11 2008/12/30 王振興 

將電磁波吸收材嵌入鋁合

金的製程之後處理方法 
發明 I381896 2013/1/11 2008/12/30 王振興 

可收納的看板裝置 新型 M446393 2013/2/1 2012/10/2 王振興 

具多孔隙之液態肥料棒構

造 
新型 M447079 2013/2/21 2012/9/13 詹添印 

USB太陽能充電雷射筆 新型 M447621 2013/2/21 2012/9/18 汪正祺 

具按摩功能之安全帽 新型 M447104 2013/2/21 2012/9/18 謝榮發 

具量測電線長度之裝置 新型 M450566 2013/4/11 2012/9/18 謝榮發 

萃取相異極性成分之裝置 新型 M450413 2013/4/11 2012/9/7 汪正祺 

太陽能環保筷烘乾盒 新型 M450308 2013/4/11 2012/9/19 汪正祺 

遠紅外線陶瓷之烹飪及釀

酒裝置 
新型 M450557 2013/4/11 2012/9/19 陳智成 

具有控溫與震盪功能之咖

啡調理機 
新型 M450328 2013/4/11 2012/9/14 汪正祺 

含銅碳廢熔渣之回收方法 發明 I392746 2013/4/11 2008/12/31 王振興 

電弧強度偵測片 發明 I393900 2013/4/21 2008/12/31 王振興 

可自動調整之集風式風力

機 

 
發明 

 

I395869 2013/5/11 2007/12/31 沈銘秋 

可調幅度之衣架 發明 I395565 2013/5/11 2010/11/15 哈冀連 

結合交通載具之安全帽防

盜裝置 
新型 M454741 2013/6/11 2012/12/28 王振興 

按摩輪椅 新型 M454829 2013/6/11 2012/12/28 謝榮發 

具更換刀具功能之剪刀結

構 
新型 M454915 2013/6/11 2012/12/28 謝榮發 

互動式植栽相框 新型 M455442 2013/06/21 2013/02/27 詹添印 

高爾夫球桿之揮擊動態測

量方法(分割案) 
發明 I399232 2013/6/21 

2007/12/31 

2011/6/20  

(分割日期) 

汪正祺 

可替換濾心之過濾結構 新型 M457574 2013/7/21 2012/12/28 陳智成 

具可拆式卡件之浴室掛架 新型 M457517 2013/7/21 2012/12/22 沈銘秋 

表面多孔玻璃陶瓷之製作方

法 
發明 I403477 2013/8/1 2008/12/31 王振興 

玻璃之黏合方法 發明 I403479 2013/8/1 2008/12/31 王振興 

玻璃表面複合結構之加工

方法 
發明 I403476 2013/8/1 2008/12/31 王振興 

夾持裝置 新型 M458270 2013/8/1 2013/3/6 王振興 



 

專利名稱 種類 証書字號 公告日 申請日 創作人 

種植器皿 新型 
證書號第 3133041號 

專利號：

ZL201320158688.7 
2013/8/28 2013/4/2 詹添印 

具有調節供給水份功能的

組合式植栽容器 
新型 

證書號第 3134028號 

專利號：

ZL201320158756.X 
2013/8/28 2013/4/2 詹添印 

電弧式光碟破壞裝置 發明 I409111 2013/9/21 2010/6/21 王振興 

種植器皿 新型 M462509 2013/10/1 2013/3/19 詹添印 

植栽牆供水管線配置與排

氣結構 
新型 M463498 2013/10/21 2013/05/14 詹添印 

淨水裝置 新型 M465198 2013/11/11 2013/6/3 陳智成 

具有調節供給水份之組合

式植栽容器 
新型 M464994 2013/11/11 2013/3/19 詹添印 

微衝壓模組之試片模仁鎖

緊構造 
新型 M465569 2013/11/11 2013/6/20 

趙宜武 

李晉陞 

魚缸暨盆栽養殖器 新型 M465768 2013/11/21 2013/07/02 詹添印 

植物種植之供水裝置 新型 M464993 
 

2013/5/2 詹添印 

加工夾具結構 新型 M462641 2013/10/1 2013/5/1 王振興 

材料測試之均溫裝置 新型 核准領証中 2013/10/3 2013/6/20 
趙宜武 

李晉陞 

真空濺鍍法結合真空熱處

理技術製作功能性金屬薄

膜之方法 

發明 核准領証中 2013/10/8 2008/12/30 
詹添印 

李晉陞 

利用玻璃粉末製作多孔性

玻璃基材之方法 
發明 核准領証中 2013/10/18 2009/7/6 詹添印 

建築物屋頂綠能植生結構 新型 核准領証中 2013/10/25 2013/07/05 詹添印 

魚缸暨盆栽養殖器 新型 核准領証中 2013/10/29 2013/07/05 詹添印 

回收鍍錫銅線之方法 發明 核准領証中 2013/11/13 2011/5/6 王振興 

具有輔助氣流之烘乾裝置 新型 核准領証中 2013/11/7 2013/9/12 陳智成 

觸媒胚件之載具 新型 核准領証中 2013/11/20 2013/9/12 陳智成 

回收漆包線之方法 發明 核准領証中 2012/12/12 
 

王振興 

建築物屋頂綠能植生結構 新型 核准領証中 2013/12/20 2013/07/02 詹添印 

具超音波驅逐效果之手電

筒 
新型 核准領証中 2013/12/24 2013/10/31 

陳國英 

王振興 

夾持器 新型 核准領証中 
 

2013/11/21 
陳國英 

王振興 

以穿刺法製作具有孔隙之高

強度液晶玻璃複材之方法 
發明 申請中  2013/3/12 

詹添印 

李晉陞 

含玻璃顆粒的複合材微結

構 
發明 申請中  2013/3/28 王振興 

失效陶瓷濾油材的再生方

法 
發明 申請中  2013/5/30 王振興 

失效陶瓷濾油材的再生方

法 
發明 申請中  2013/5/31 王振興 

具有遠紅外線之介電發熱

體及其製造方法 
發明 申請中  2013/6/10 陳智成 

生水淨化過濾之方法 發明 申請中  2013/6/3 陳智成 



 

專利名稱 種類 証書字號 公告日 申請日 創作人 

材料測試之均溫方法 發明 申請中  2013/8/27 
趙宜武 

李晉陞 

按壓噴頭構造 新型 申請中  2013/11/11 陳智成 

外加水植物養殖裝置 新型 申請中  2013/11/28 詹添印 

陶瓷胚件之真空擠壓成型

構造 
新型 申請中  2013/11/28 陳智成 

節能水循環裝置 新型 申請中  2013/12/18 王振興 

具模糊控制冷卻功能之太

陽能系統 
新型 申請中  2013/12/16 王振興 

泡沫玻璃板材之製造方法 發明 申請中  2013/12/31 王振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