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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郭建明 教科書排序評鑑方法與系統 發明專利
郭建明、陳佳郁、蕭有淯、李

宗翰、林育正
2013/08/21 I406184

2 郭建明
科技演進發展資訊視覺化方法與系

統
發明專利

郭建明、李孟鴻、黃雅芬、歐

尚鼎
2014/03/21 I431522

3 郭建明 模擬期刊投審編稿之方法及系統 發明專利 郭建明、張雅婷 2014/05/21 I438712

4 郭建明 傑出研究獎候選人名單之推薦方法 發明專利 郭建明、陳慧珊、陳致均 2014/06/21 I442250

5 汪美香 濕紙巾袋體之封蓋結構 新型專利 汪美香、郭建明、林意晴 2013/08/11 M458925

6 吳盛 拆卸式口頸罩 新型專利
吳盛、郭建明、周玉欣、謝瑞

玲
2013/08/11 M458991

7 王鼎超 車身監視器 新型專利 王鼎超、謝東縉、郭建明 2013/08/11 M459147

8 邱顯光 學術期刊投稿推薦系統 新型專利
邱顯光、郭建明、陳家民、陳

建佑、孫嘉君、陳益利
2013/08/11 M459464

9 吳昭儀 智慧型手機 新型專利 吳昭儀、莊魏豪、郭建明 2013/08/11 M459465

10 楊棠堯 具有一防遺忘管理模組之電子裝置 新型專利
楊棠堯、簡校呈、蕭智鴻、郭

建明
2013/08/11 M459475

11 陳炳文 可攜式電子產品間之雙向防遺失裝 新型專利 陳炳文、郭建明 2013/08/11 M459476

12 郭建明 專利活動之遊戲教具 新型專利
郭建明、李彥宏、陳泰安、胡

珈禎
2013/08/11 M459483

13 陳偉業 線材收納裝置 新型專利 陳偉業、郭建明 2013/08/11 M459596

14 陳偉業
用於可攜式電子產品之可捲式電源

線充電變壓器
新型專利

陳偉業、郭建明、陳永昌、黃

承璽、盧鵬元、陳俊男
2013/08/11 M459624

15 陳偉業 具雙接觸面之座椅結構改良 新型專利 陳偉業、郭建明、曾郁庭 2013/08/21 M459779

16 陳志達 吊衣架之結構改良 新型專利 陳志達、郭建明、陳慧珊 2013/08/21 M459801

17 汪美香 拋棄型夾鍊式濕紙巾袋體 新型專利 汪美香、謝婕茹、郭建明 2013/08/21 M459831

18 黃惠苓 空間資訊系統及智慧感應整合裝置 新型專利
黃惠苓、蘇蕙蕙、張瑞益、郭

建明
2013/08/21 M459885

19 吳盛 可更換造型頭之指揮棒 新型專利
吳盛、郭建明、黃瑞興、謝侑

廷
2013/08/21 M460201

20 黃仁鵬 黑心商品查詢平台 新型專利
黃仁鵬、郭建明、高韻筑、冦

文佳、卓芝吟、呂盈姿
2013/08/21 M460346

21 王裕華 車輛違停之自動感應裝置 新型專利 王裕華、郭建明 2013/08/21 M460368

22 黃仁鵬 手機整合無線電視訊通話裝置 新型專利
黃仁鵬、郭建明、蘇瑞龍、謝

笠芸、林儷娟、周姿儀
2013/08/21 M460468

23 楊棠堯 推蓋式濕紙巾盒 新型專利
楊棠堯、郭建明、滕巧婷、蔡

瑩瑩
2013/10/11 M463104

24 吳昭儀 球網收納機構 新型專利 吳昭儀、黃建璋、郭建明 2013/10/11 M463133

25 郭建明 數位工具書學習系統 新型專利
郭建明、曾再偉、簡恩霖、楊

哲銘、柯瑞箕
2013/10/11 M463394

26 汪美香 具磁性之防蟑落水頭 新型專利 汪美香、郭建明、吳彥璋 2013/10/21 M463753

27 黃惠苓
具地理資訊實境模擬功能之頭戴式

電子裝置
新型專利

黃惠苓、蘇蕙蕙、郭建明
2013/11/11 M465187

28 張儀興 機車防反鎖裝置 新型專利 張儀興、郭建明、陳慧珊 2013/11/11 M465445

29 童冠燁 多層式貓砂盆構造 新型專利
童冠燁、郭建明、陳慧珊、林

意晴
2013/11/21 M465772

30 王鼎超 具變換面板之冰箱 新型專利
王鼎超、郭建明、張瑞益、陳

慧珊
2013/11/21 M466237

31 陳俊男 隨身碟防遺忘系統 新型專利
陳俊男、郭建明、李瓔潔、羅

倍芳
2013/11/21 M466327

32 陳偉業
空間資訊系統與穿戴式智慧型裝置

之互動整合系統
新型專利

陳偉業、郭建明、蘇蕙蕙
2013/12/01 M466695

33 吳盛 多功能行動櫃 新型專利
吳盛、郭建明、梁惠茹、李心

瑜
2013/12/01 M467272

34 黃惠苓 具防斷指功能之絞肉機 新型專利 黃惠苓、郭建明 2014/01/11 M469753

35 吳昭儀 姿勢感測器 新型專利 吳昭儀、黃潮濰、郭建明 2014/01/11 M470260

36 王博文 拆卸式感應裝置 新型專利 王博文、郭建明、陳慧珊 2014/03/01 M473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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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童冠燁
使用於隨身物上之皮膚狀態感應系

統
新型專利

童冠燁、郭建明、陳冠樺、甘

育菁、施欣宜
2014/03/21 M474482

38 陳俊男 整合地理資訊系統之電子裝置 新型專利 陳俊男、郭建明、蘇蕙蕙 2014/03/21 M474537

39 黃仁鵬 附有雙控式投影機之液晶螢幕 新型專利 黃仁鵬、郭建明、賴仕融 2014/03/21 M474939

40 陳俊男 手機保護套 新型專利 陳俊男、郭建明、黃瑞興 2014/05/11 M477808

41 童冠燁 發條式模型玩具 新型專利
童冠燁、郭建明、李昶鴻、陳

冠予
2014/05/11 M477916

42 黃惠苓 電子通訊設備之電源輸出/輸入裝 新型專利 黃惠苓、郭建明、陳登翔 2014/05/11 M478299

43 陳垂呈 病患疾病診斷探勘系統 新型專利 陳垂呈、黃惠苓、郭建明 2014/05/21 M478423

44 郭建明 交通錐之構造改良 新型專利 郭建明、楊純真、劉又菁 2014/07/01 M481245

45 黃惠苓 隱藏式射擊槍械 新型專利
黃惠苓、郭建明、王政閔、陳

慶鴻
2014/07/01 M481393

46 黃仁鵬 鑰匙管理借還系統 新型專利
黃仁鵬、郭建明、林杏娟、徐

菽凰、徐曉筠
2014/07/01 M4814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