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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郭建明 尿布更換座椅 新型專利 郭建明、張貞瑩 2011/09/11 M411175

2 吳昭儀 可交換電子名片之手錶 新型專利 吳昭儀、蔡尚昆、郭建明 2011/11/01 M415340

3 吳盛 可收納之嬰兒更換尿布椅 新型專利 吳盛、郭建明、張貞瑩 2011/11/11 M415641

4 陳偉業 多功能口罩 新型專利
陳偉業、郭建明、王妙葶、

李佩芬
2011/11/11 M415714

5 陳垂呈 橫推式瓶蓋 新型專利 陳垂呈、施惟詠、郭建明 2011/11/11 M415883

6 陳垂呈 門外輔助鎖 新型專利 陳垂呈、俞丞峯、郭建明 2011/11/11 M415958

7 陳偉業 多功能測速手錶 新型專利
陳偉業、郭建明、李雅玲、

劉俐岑
2011/11/11 M416117

8 陳偉業 行動型終端之構造改良 新型專利
陳偉業、郭建明、陳春旭、

蔡駿勝、盧彥志、鄭明昌
2011/11/11 M416125

9 陳偉業 具多媒體功能之隨身碟 新型專利
陳偉業、郭建明、游文愷、

杜宛瑩
2011/11/11 M416176

10 陳偉業
具超音波及光點發射與偵測之互

動式投影控制裝置
新型專利

陳偉業、郭建明、倪瑈澺、

李宗翰、楊志豪
2011/11/21 M416810

11 陳偉業 多媒體扯鈴棍暨線材 新型專利 陳偉業、郭建明、陳煦 2011/12/21 M418718

12 陳偉業 觸控式屏幕 新型專利
陳偉業、郭建明、蕭君砡、

余明竑
2011/12/21 M419165

13 吳盛 監控式電腦螢幕 新型專利 吳盛、郭建明、方姿雅 2011/12/21 M419350

14 陳偉業 智慧型旋轉底座 新型專利
陳偉業、郭建明、翁上涵、

胡鏸心、張貞瑩、陳丁麟
2011/12/21 M419351

15 陳偉業 背包式多功能桌 新型專利 陳偉業、郭建明、呂香蘭 2012/01/21 M421038

16 吳盛 奶粉沖泡機 新型專利
吳盛、郭建明、郭太勇、黃

嘉勝
2012/02/11 M422383

17 吳盛 學步車之構造改良 新型專利 吳盛、郭建明、張貞瑩 2012/02/21 M422912

18 吳盛 電源連接器 新型專利
吳盛、郭建明、盧鵬元、浦

仲緯、陳春米、林毅承
2012/02/21 M423390

19 郭建明 多功能手錶構造 新型專利 郭建明、陳怡君 2012/03/21 M425303

20 陳垂呈 筆記型電腦之構造改良 新型專利 陳垂呈、俞丞峯、郭建明 2012/03/21 M425316

21 陳垂呈 電腦主機殼之構造改良 新型專利 陳垂呈、俞丞峯、郭建明 2012/03/21 M425490

22 郭建明
 紙上遊戲結合可水平放置且具觸

控顯示器之計算裝置
新型專利 郭建明、張雅婷 2012/04/01 M426072

23 陳垂呈 可變形滑鼠 新型專利 陳垂呈、俞丞峯、郭建明 2012/04/01 M426079

24 郭建明 折疊椅之構造改良 新型專利
郭建明、李盈憓、陳貞儒、

盧鵬元
2012/05/01 M427867

25 吳盛 座椅之構造改良 新型專利
吳盛 、郭建明、吳冠霈、黃

莉雯、林辰雯
2012/05/01 M427869

26 郭建明 電腦操作控制器 新型專利 郭建明、陳煦 2012/05/01 M428408

27 陳志達 壓縮式垃圾桶 新型專利 陳志達、郭建明、張雅婷 2012/05/21 M429686

28 吳盛 無線鎖具整合裝置 新型專利
吳盛、郭建明、陳瑞廷、賴

妍凌、鄭珊珊、李佩蓉
2012/05/21 M429746

29 吳盛 顯示裝置之資料傳輸系統 新型專利
吳盛、郭建明、蕭君砡、余

明竑
2012/05/21 M429916

30 陳志達 平板電腦多功能控制器 新型專利 陳志達、郭建明 2012/05/21 M429934

31 陳垂呈 具有雷射筆功能之手機 新型專利 陳垂呈、俞丞峯、郭建明 2012/05/21 M430091

32 陳炳文 機車行車紀錄器 新型專利 陳炳文、郭建明 2012/06/01 M430619

33 吳盛 粉狀、小顆粒狀食材定量機 新型專利
吳盛、郭建明、鄭晴尹、郭

太勇
2012/06/11 M430856

34 陳偉業 具拍照功能之行車紀錄器 新型專利 陳偉業、郭建明、吳姿瑩 2012/06/11 M431097

35 陳俊男 警示裝置 新型專利
陳俊男、陳垂呈、俞丞峯、

郭建明
2012/06/11 M431184

36 陳垂呈 具有計算及收納筆具功能之鍵盤 新型專利 陳垂呈、施維詠、郭建明 2012/06/11 M431361

37 陳垂呈 無聲觸控滑鼠 新型專利 陳垂呈、俞丞峯、郭建明 2012/06/11 M431367

38 郭建明
可攜式防遺忘裝置及其防遺忘管

理模組
新型專利 郭建明、張晨揚 2012/06/11 M431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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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陳垂呈 電腦主機殼之結構改良 新型專利 陳垂呈、郭建明、俞丞峯 2012/06/11 M431533

40 吳昭儀 具有觸控功能之鍵盤 新型專利 吳昭儀、蔡尚昆、郭建明 2012/07/01 M432875

41 陳俊男 具有開啟磁碟快速鍵之鍵盤 新型專利
陳俊男、陳垂呈、郭建明、

施維詠
2012/07/01 M432876

42 陳垂呈 具收納功能之隨身碟 新型專利 陳垂呈、郭建明、施維詠 2012/07/01 M432912

43 蔡獻堂 藍芽耳機 新型專利 蔡獻堂、郭建明、高郁豪 2012/07/01 M433041

44 郭建明 結合地理資訊系統之運動裝置 新型專利 郭建明、蘭昀 2012/07/21 M433876

45 黃惠苓 隨身碟構造 新型專利
黃惠苓、陳垂呈、施惟詠、

郭建明
2012/07/21 M4342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