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械系教師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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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孔隙之火把構造 新型 M421436 2012/1/21 2011/7/14 陳智成 

製造等粒徑顆粒物之裝置 新型 M421160 2012/1/21 2011/8/12 汪正祺 

具有烘乾功能之背包 新型 M421025 2012/1/21 2011/8/10 汪正祺 

能量花瓶 新型 M421070 2012/1/21 2011/7/14 陳智成 

具電源連接裝置之機車 新型 M422495 2012/2/11 2011/8/16 王振興 

週期加水之盒體 新型 M422289 2012/2/11 2011/9/9 詹添印 

攜行式遠紅外線濾水器 新型 M422429 2012/2/11 2011/9/9 陳智成 

光學量測系統 發明 I360650 2012/3/21 2007/11/19 汪正祺 

提昇離心風扇性能之方法 發明 I361250 2012/4/1 2007/12/31 沈銘秋 

結合溫控與均質手段之低

溫微波萃取裝置 
發明 I361096 2012/4/1 2008/10/13 汪正祺 

安全工作服測試平台 新型 M426025 2012/4/1 2011/9/14 汪正祺 

供戶外使用之遠紅外線濾

水器 
新型 M425709 2012/4/1 2011/9/22 陳智成 

不含鐵氟龍之不沾鍋具 新型 M425620 2012/4/1 2011/10/3 
林宏茂 

趙宜武 

非接觸式開關 新型 M429167 2012/5/11 2011/10/24 沈銘秋 

遠紅外線陶瓷濾心管構造 新型 M429517 2012/5/21 2011/12/30 陳智成 

具多組掛收之提把架 新型 M430928 2012/6/11 2012/2/2 汪正祺 

酒精濃度量測裝置 發明 I365980 2012/6/11 2007/11/30 汪正祺 

測量光學旋轉角之裝置 發明 I365979 2012/6/11 2007/12/27 廖德潭 

行李箱 新型 M430887 2012/6/11 2012/2/6 黃家輝 

浴缸折疊跨橋 新型 M430950 2012/6/11 2012/2/7 黃家輝 

折疊式衣櫥 新型 M430901 2012/6/11 2012/2/7 黃家輝 

花盆之供水底座構造 新型 M434434 2012/8/1 2012/3/3 詹添印 

串接式之植物供水構造 新型 M434433 2012/8/1 2012/3/3 詹添印 

具有導水件之多孔隙供水

構造 
新型 M434432 2012/8/1 2012/3/1 詹添印 

浴缸折疊梯 新型 M434552 2012/8/1 2012/2/1 黃家輝 

一種隱藏式垃圾桶 新型 M437328 2012/9/11 2012/5/16 王振興 

利用含浸法製備鎂鋁複合

氧化物之方法 
發明 I372733 2012/9/21 2007/12/27 陳智成 

利用含浸法製備磷鋁複合

氧化物之方法 
發明 I372734 2012/9/21 2007/12/27 陳智成 

在弧化玻璃製程中提高覆

粉均勻度之方法 
發明 I372736 2012/9/21 2007/11/29 王振興 

具有加熱模組之餵食裝置 新型 M437615 2012/9/21 2012/5/23 謝榮發 

植本鉢の給水ベース(植物

花盆之給水底座) 
新型 登錄第 3177958 號 2012/8/1 2012/6/13 詹添印 

植物給水裝置 新型 登錄第 3177959 號 2012/8/1 2012/6/13 詹添印 

光學量測裝置 新型 M437952 2012/9/21 2012/4/13 汪正褀 

藉位移感測壓力之量測裝

置 
新型 M437951 2012/9/21 2012/4/13 汪正褀 

攜帶式座墊 新型 M438194 2012/10/1 2012/5/24 黃家輝 

握力啞鈴機構 新型 M439492 2012/10/21 2012/5/25 
黃家輝 

王榮慶 

結合於水族箱之植栽構造 新型 M440641 2012/11/11 2012/5/15 詹添印 



 

專利名稱 種類 証書字號 公告日 申請日 創作人 

太陽能板自動清洗之裝置 新型 M440826 2012/11/11 2012/5/25 王振興 

智慧型賣場之商品訊息顯

示裝置 
新型 M440918 2012/11/11 2012/5/31 

王振興 

謝榮發 

輔助坐墊 新型 M443493 2012/12/21 2012/5/23 黃家輝 

逃生陽台結構 新型 M443543 2012/12/21 2012/5/23 
黃家輝 

王榮慶 

隔水加熱鍋 新型 M441420 2012/11/21 2012/5/25 謝榮發 

能夠刮動勺部食物之湯匙 新型 M441476 2012/11/21 2012/5/25 謝榮發 

花盆之供水底座構造 新型 202012102404.7 2012/8/1 2012/6/28 詹添印 

花盆供水底座構造 新型 
證書號第 2603198號 

專利號：

ZL201220219671.3 
2012/12/26 2012/5/16 詹添印 

串接式植物供水構造 新型 
證書號第 2591591號 

專利號：

ZL201220219630.4 
2012/12/19 2012/5/16 詹添印 

加工夾具結構 新型 M462641 
 

2013/5/1 王振興 

利用微波輔助玻璃退火之

方法 
發明 I413621 

 
2007/11/29 王振興 

製作具有高強度的透氣金

屬或陶瓷的方法 
發明 I413695 

 
2008/1/29 

詹添印 

李晉陞 

於玻璃中產生氣泡之方法 發明 I413624 
 

2007/11/29 王振興 

資訊機房之散熱與節能方

法 
發明 申請中 

 
2012/1/9 沈銘秋 

抗菌金屬基材之製法 發明 申請中 
 

2012/1/20 林宏茂 

具通用序列插槽之無線滑

鼠接收器 
發明 申請中 

 
2012/5/31 謝榮發 

失效陶瓷濾油材的再生方

法 
發明 申請中 

 
2012/6/1 王振興 

花盆之供水底座構造 發明 申請中 
 

2012/6/19 詹添印 

串接式之植物供水構造 發明 申請中 
 

2012/6/26 詹添印 

金屬表面改質之方法 發明 申請中 
 

2012/9/20 林宏茂 

遠紅外線材料分析及製造

方法 
發明 申請中 

 
2012/9/7 陳智成 

應用遠紅外線陶瓷加熱器

於快速預熱模具表面之方

法 

發明 申請中 
 

2012/10/15 陳智成 

失效陶瓷濾油材之熱處理

設備及熱處理方法 
發明 申請中 

 
2012/11/20 王振興 

失效陶瓷濾材之高壓流體

逆洗方法 
發明 申請中 

 
2012/11/20 王振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