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械系教師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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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功能背帶 新型 M395384 2011/1/1 2010/7/7 陳智成 

通風坐墊  新型 M395624 2011/1/1 2010/7/7 陳智成 

微電流輸出裝置 新型 M395883 2011/1/1 2010/6/24 黃家輝 

自然對流之節能乾燥機 新型 M396620 2011/1/21 2010/8/16 汪正祺 

自然循環式太陽能熱水

器 
發明 I336759 2011/2/1 2007/12/31 沈銘秋 

強制循環式太陽能集熱

器(一) 
發明 I337244 2011/2/11 2007/12/28 沈銘秋 

超塑性陶瓷之新製程 發明 I337985 2011/3/1 2006/12/28 陳智成 

多功能拆卸式鞋面结构 新型 

證書號：

1738837 

專利號：

ZL20102026449

5.6 

2011/3/30 2010/7/20 陳智成 

太陽能熱電系統 新型 M401753 2011/4/11 2010/9/24 劉國基 

具升降功能之流理台 新型 M401359 2011/4/11 2010/7/7 黃家輝 

具警示效果助行器 新型 M401445 2011/4/11 2010/11/10 汪正祺 

用於盆栽之多孔隙保溼

構造 
新型 M401978 2011/4/21 2010/10/15 

詹添印 

李晉陞 

多孔隙供水裝置 新型 M401976 2011/4/21 2010/10/15 詹添印 

多孔隙植栽護塊 新型 M401975 2011/4/21 2010/10/15 詹添印 

多孔隙蓋片及容器 新型 M402105 2011/4/21 2010/10/15 詹添印 

保濕花盆 新型 M401979 2011/4/21 2010/10/15 詹添印 

遠紅外線按摩鞋 新型 M402006 2011/4/21 2010/10/19 陳智成 

螺帽加工結構 新型 M402149 2011/4/21 2010/9/30 劉國基 

具有多孔隙供水管體之

花台 
新型 M402678 2011/5/1 2010/10/15 

詹添印 

李晉陞 

集水盤及花盆構造 新型 M402603 2011/5/1 2010/10/15 詹添印 

壓電式發熱手套 新型 M403221 2011/5/11 2010/10/29 謝榮發 

自行充電式之無線滑鼠

裝置 
新型 M405005 2011/6/1 2010/10/19 謝榮發 



 

專利名稱 種類 証書字號 公告日 申請日 創作人 

遙控制動之學步車 新型 M404660 2011/6/1 2010/12/15 謝榮發 

可裝載揮發性液體之中

空式多孔隙載體之製造

方法 

發明 I342806 2011/6/1 2007/12/31 
詹添印 

李晉陞 

手機套 新型 M405184 2011/6/11 2010/12/10 陳智成 

水力及風力兩用發電裝

置 
新型 M405480 2011/6/11 2010/12/23 沈銘秋 

具有風扇之濾水器 新型 M405158 2011/6/11 2010/12/13 謝榮發 

具束緊作用之環保腳套 新型 M405212 2011/6/11 2010/11/16 沈銘秋 

能量咖啡機 新型 M405237 2011/6/11 2010/12/16 陳智成 

能量淨水器 新型 M405305 2011/6/11 2010/12/16 陳智成 

無線式話筒 新型 M405691 2011/6/11 2010/12/16 謝榮發 

無線式話機 新型 M405685 2011/6/11 2010/12/16 謝榮發 

滑鼠 新型 M405598 2011/6/11 2010/12/10 陳智成 

學步車之自動剎車構造 新型 M405214 2011/6/11 2010/12/15 謝榮發 

可分離式相框 新型 M407690 2011/7/21 2010/11/16 哈冀連 

伸縮警示棒 新型 M408029 2011/7/21 2011/7/21 哈冀連 

依裁剪尺寸調節之剪刀

構造 
新型 M407822 2011/7/21 2011/1/11 沈銘秋 

具自驅動加壓裝置之燃

料電池 
新型 M408137 2011/7/21 2011/1/6 

林建南 

鄭博仁 

劉國基 

具杯蓋兼杯墊之杯體構

造 
新型 M407693 2011/7/21 2011/1/10 沈銘秋 

非系統化之窗簾自動控

制裝置 
新型 M407701 2011/7/21 2010/12/23 沈銘秋 

風罩式風力機導風減噪

裝置 
新型 M407959 2011/7/21 2011/1/19 沈銘秋 

經絡筆頭套及經絡筆 新型 M407752 2011/7/21 2010/12/16 汪正祺 

經絡筆頭套及經絡筆 新型 M407752 2011/7/21 2010/12/16 汪正祺 

葉片式風力機減噪裝置 新型 M407957 2011/7/21 2011/1/10 沈銘秋 

震盪式之杯具套件 新型 M407708 2011/7/21 2010/12/21 汪正祺 



 

專利名稱 種類 証書字號 公告日 申請日 創作人 

震盪式容器 新型 M407709 2011/7/21 2010/12/21 汪正祺 

雙用手套之構造 新型 M407634 2011/7/21 2010/12/23 沈銘秋 

過濾器之刮刀裝置 新型 M409101 2011/8/11 2011/1/10 林建南 

可站立之清潔裝置 新型 M411215 2011/9/11 2011/3/23 謝榮發 

可測量高爾夫球桿抗彎

強度及桿身長度之儀器 
發明 I348547 2011/9/11 2007/9/12 汪正祺 

鍋爐熱水器加熱裝置 新型 M411537 2011/9/11 2011/3/18 林建南 

利用陶瓷晶界中間相之

超塑性成型方法 
發明 I348998 2011/9/21 2006/12/28 陳智成 

能量茶壺 新型 M411872 2011/9/21 2010/12/14 陳智成 

能量筆套 新型 M412082 2011/9/21 2010/12/14 陳智成 

餐廳系統用之服務射頻

設備組合 
新型 M413927 2011/10/11 2011/4/22 謝榮發 

多容納空間之包裝構造 新型 M414394 2011/10/21 2011/5/3 汪正祺 

複合式風力發電機 發明 I350884 2011/10/21 2007/12/28 沈銘秋 

雙層式可感溼盆體之製

造方法 
發明 I350724 2011/10/21 2008/12/31 

詹添印 

李晉陞 

可攜式便利輪 新型 M418114 2011/12/11 2011/5/31 王振興 

低剪應力彎形澆口 新型 M418014 2011/12/11 2011/4/27 哈冀連 

車用熱水器之加熱裝置 新型 M418266 2011/12/11 2011/1/7 林建南 

具有多孔隙管之植栽供

水構造 
新型 M417769 2011/12/11 2011/7/18 詹添印 

量測玻片折射率與厚度

之裝置 

玻片折射率與厚度之量

測方法 

發明 I354092 2011/12/11 2007/11/28 汪正祺 

雙折射波片之量測裝置 發明 I354091 2011/12/11 2007/12/31 汪正褀 

筆電纜繩鎖用之桌面固

定裝置 
新型 M415188 2011/11/1 2011/6/2 哈冀連 

具發聲裝置之鞋子 新型 M415587 2011/11/11 2011/5/27 王振興 

擰水裝置 新型 M418648 2011/12/21 2011/6/3 王振興 

多孔隙之火把構造 新型 核准領証中 2011/10/27 2011/7/14 陳智成 



 

專利名稱 種類 証書字號 公告日 申請日 創作人 

製造等粒徑顆粒物之裝

置 
新型 核准領証中 2011/11/1 2011/8/12 汪正祺 

具有烘乾功能之背包 新型 核准領証中 2011/11/7 2011/8/10 汪正祺 

能量花瓶 新型 核准領証中 2011/11/14 2011/7/14 陳智成 

結合溫控與均質手段之

低溫微波萃取方法與裝

置 

發明 核准領証中 2011/11/28 2008/10/13 汪正祺 

週期加水之盒體 新型 核准領証中 2011/12/6 2011/9/9 詹添印 

攜行式遠紅外線濾水器 新型 核准領証中 2011/12/6 2011/9/9 陳智成 

安全工作服測試平台 新型 核准領証中 2011/12/15 2011/9/14 汪正祺 

供戶外使用之遠紅外線

濾水器 
新型 核准領証中 2011/12/27 2011/9/22 陳智成 

螺帽加工方法 發明 申請中   2011/1/14 劉國基 

影像擷取裝置的破壞方

法 
發明 申請中   2011/5/2 王振興 

火法回收漆包線之方法 發明 申請中   2011/5/6 王振興 

回收漆包線之方法 發明 申請中   2011/5/6 王振興 

回收鍍錫銅線之方法 發明 申請中   2011/5/6 王振興 

非侵入式之類針灸貼片 發明 申請中   2011/6/2 陳智成   

不含鐵氟龍之不沾基材

之製造方法 
發明 申請中   2011/7/5 

林宏茂 

趙宜武 

具電源連接裝置之機車 新型 申請中   2011/8/16 王振興 

利用含液晶玻璃粉末製

作高強度多孔隙基材之

方法 

發明 申請中   2011/9/6 詹添印  

鍋具表面之圖樣成型方

法 
發明 申請中   2011/9/6 

林宏茂 

趙宜武 

鍋具之表面紋路成型方

法 
發明 申請中   2011/9/7 

林宏茂 

趙宜武 

遠紅外線材料之分析及

製造方法 
發明 申請中   2011/9/9 陳智成   

安全工作服測試之方法 發明 申請中   2011/9/13 汪正祺  

以液晶玻璃粉末製作具

有毛細梯度板材及其製

造方法 

發明 申請中   2011/9/20 詹添印 



 

專利名稱 種類 証書字號 公告日 申請日 創作人 

遠紅外線陶瓷濾心管構

造 
新型 申請中   2011/12/30 陳智成  

非接觸式開關 新型 申請中   2011/10/24 沈銘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