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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裕華 濕紙巾包裝體收納結構 新型專利 王裕華、郭建明、蔡存信 2012/08/01 M434756

2 郭建明
觸控式多媒體數位影音學習裝

置
新型專利

郭建明、邱子鈺、薛郁璇、

張佩姍
2012/08/01 M435012

3 陳垂呈 隨身碟結構 新型專利 陳垂呈、俞丞峯、郭建明 2012/08/01 M435028

4 陳垂呈 錄音麥克風 新型專利 陳垂呈、俞丞峯、郭建明 2012/08/01 M435119

5 陳志達 具多功能之行車記錄器 新型專利
陳志達、鐘翔宇、廖郁婷、

張駿志、林依柔、郭建明
2012/08/11 M435593

6 陳偉業 滑鼠之結構改良 新型專利
陳偉業、郭建明、王佩君、

方嘉玲
2012/08/11 M435659

7 陳垂呈 隨身碟之構造改良 新型專利 陳垂呈、俞丞峯、郭建明 2012/08/11 M435693

8 黃仁鵬 具充電座之活動櫃體 新型專利 黃仁鵬、郭建明 2012/08/11 M435773

9 蔡獻堂 智慧型麥克風 新型專利 蔡獻堂、郭建明、高郁豪 2012/08/11 M435791

10 黃仁鵬 安全腰帶 新型專利 黃仁鵬、張貞瑩、郭建明 2012/09/11 M437180

11 陳志達 具無線傳輸功能之機車儀表板 新型專利
陳志達、廖郁婷、鐘翔宇、

張駿志、林依柔、郭建明
2012/09/11 M437271

12 陳炳文 鑰匙之結構改良 新型專利
陳炳文、郭建明、陳耿寬、

王健治、徐漢鵬
2012/09/11 M437362

13 王鼎超 無線滑鼠之構造改良 新型專利
王鼎超、郭建明、徐敏琅、

劉銘偉
2012/09/11 M437492

14 黃惠苓 保溫瓶構造 新型專利
黃惠苓、陳垂呈、俞丞峯、

李靖平、郭建明
2012/09/21 M437689

15 陳偉業
結合RFID之血庫發血及病人輸

血管理裝置
新型專利

陳偉業、賴嘉賢、郭建明
2012/09/21 M437718

16 王裕華 感應式智慧型行動裝置 新型專利
王裕華、郭建明、陳柔蓁、

李雅雯
2012/09/21 M437989

17 吳盛
以遠端通信設備重啟電腦伺服

器之裝置
新型專利

吳盛、郭建明、李宜澤、許

竣凱、陳晏維、盧鵬元
2012/09/21 M437995

18 王鼎超 可遠端遙控及監控之行動裝置 新型專利 王鼎超、郭建明、陳春成 2012/09/21 M438008

19 陳偉業 行動電源硬碟 新型專利
陳偉業、郭建明、吳政龍、

莊許均
2012/09/21 M438013

20 黃惠苓 可調整音量之滑鼠 新型專利
黃惠苓、陳垂呈、郭建明、

俞丞峯
2012/10/01 M438663

21 陳垂呈 可收合揚聲器之電腦螢幕 新型專利 陳垂呈、施維詠、郭建明 2012/10/01 M438774

22 陳志達 智慧型穿衣間裝置 新型專利 陳志達、蕭智鴻、郭建明 2012/11/11 M441170

23 黃仁鵬 具無線偵測之底盤裝置 新型專利
黃仁鵬、郭建明、張峰堃、

楊純真、劉又菁
2012/11/11 M441273

24 楊棠堯 藍芽耳機 新型專利
楊棠堯、張佑寧、郭建明、

陳慧珊
2012/11/11 M441284

25 黃仁鵬
結合行車記錄器之雨刷自動化

模組
新型專利

黃仁鵬、郭建明、鄭名軒、

王筱筠、李懿酈
2012/11/21 M441592

26 王鼎超 具有行車記錄器之安全帽 新型專利 王鼎超、王詠民、郭建明 2012/12/01 M442055

27 黃仁鵬 夾體之構造改良 新型專利
黃仁鵬、郭建明、卓政勳、

陳茂獻、李宜霖
2012/12/01 M442116

28 黃仁鵬 具無線傳輸功能之點讀筆 新型專利 黃仁鵬、楊景任、郭建明 2012/12/01 M442550

29 王鼎超 智慧型收納夾 新型專利 王鼎超、郭建明、洪毓澤 2012/12/01 M442563

30 王裕華 扯鈴用之扯棒 新型專利 王裕華、郭建明、翁載富 2013/01/01 M444203

31 王裕華 智慧型冷氣機 新型專利 王裕華、王詠民、郭建明 2013/01/01 M444491

32 楊棠堯 智慧型中藥配量結構 新型專利
楊棠堯、郭建明、鍾築青、

陳慧珊
2013/01/21 M445551

33 汪美香 省水馬桶 新型專利 汪美香、郭建明、藍順章 2013/01/21 M445603

34 陳炳文 具防蠅功能之電子裝置 新型專利
陳炳文、郭建明、賴鈺筑、

林思妤
2013/02/11 M446501

35 汪美香 連身雨衣構造改良 新型專利 汪美香、郭建明、洪郁菁 2013/02/11 M446512

36 楊棠堯 夜光傘 新型專利 楊棠堯、郭建明、洪郁菁 2013/02/11 M446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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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汪美香 多媒體展示衣架 新型專利
汪美香、郭建明、李建勳、

陳明璟
2013/02/11 M446570

38 黃仁鵬 扯鈴棒 新型專利
黃仁鵬、郭建明、郭雅婷、

張婉貞、陳建佑
2013/02/11 M446653

39 汪美香 便利貼 新型專利
汪美香、郭建明、林佩瑤、

王薇雅、李昶鴻
2013/02/11 M446708

40 楊棠堯 精油配量機 新型專利
楊棠堯、鍾築青、陳慧珊、

郭建明
2013/02/11 M446754

41 王鼎超 具娛樂功能之小便斗 新型專利 王鼎超、郭建明、黃孟樵 2013/02/11 M446789

42 陳志達 冷熱二管混溫定量熱水瓶 新型專利 陳志達、郭建明、陳培梅 2013/02/11 M446886

43 吳盛 省電裝置 新型專利 吳盛、郭建明、藍順章 2013/02/11 M446915

44 吳盛 連動式控制裝置 新型專利 吳盛、郭建明、陳柏蓀 2013/02/11 M446916

45 王鼎超 具有相機功能之手機 新型專利 王鼎超、邱子鈺、郭建明 2013/02/11 M447049

46 邱顯光 具加熱功能之飲料容器 新型專利 邱顯光、郭建明、吳青達 2013/02/21 M447188

47 邱顯光 餐具固定夾 新型專利
邱顯光、郭建明、蔡存信、

陳慧珊
2013/02/21 M447192

48 王鼎超 行車紀錄器 新型專利 王鼎超、林俊宇、郭建明 2013/02/21 M447341

49 陳垂呈 滑鼠之構造改良 新型專利 陳垂呈、許文俊、郭建明 2013/02/21 M447536

50 陳偉業 互動式購物裝置 新型專利 陳偉業、陳春成、郭建明 2013/02/21 M447553

51 陳志達 快速共享檔案之裝置 新型專利 陳志達、郭建明、盧珏利 2013/02/21 M447637

52 郭建明 可攜式電子裝置廣播監看系統 新型專利 郭建明 2013/02/21 M447638

53 吳盛 手機袋 新型專利 吳盛、郭建明、翁載富 2013/03/11 M448175

54 汪美香 節水裝置 新型專利 汪美香、陳信佑、郭建明 2013/03/11 M448516

55 邱顯光 自動偵測供電斷電裝置 新型專利 邱顯光、郭建明 2013/03/11 M448629

56 楊棠堯 熱水瓶 新型專利 楊棠堯、郭建明、謝東縉 2013/03/11 M448654

57 黃仁鵬 掛耳式藍芽耳機 新型專利
黃仁鵬、郭建明、簡羽良、

林怡均
2013/03/11 M448865

58 楊棠堯 具藍芽模組之安全帽 新型專利
楊棠堯、陳祖德、蕭智鴻、

郭建明
2013/04/01 M449474

59 黃仁鵬 空氣品質偵測裝置 新型專利
黃仁鵬、郭建明、林文瀚、

王振庭
2013/04/01 M449725

60 邱顯光
可同時提供多筆影像輸出之投

影機擴充裝置
新型專利

邱顯光,郭建明
2013/04/01 M449992

61 陳垂呈 具電子時鐘之滑鼠 新型專利 陳垂呈、郭建明、俞丞峯 2013/04/01 M450003

62 陳志達 具有記憶功能的發光鍵盤 新型專利
陳志達、郭建明、鄭忠村、

薛儀綸
2013/04/01 M450045

63 黃仁鵬 遠端控制排插器 新型專利 黃仁鵬、許佑鴻、郭建明 2013/04/01 M450108

64 邱顯光 Ａ、Ｂ型互換插頭 新型專利 邱顯光、郭建明 2013/04/01 M450115

65 邱顯光 藍芽耳機 新型專利 邱顯光、張佑寧、郭建明 2013/04/01 M450164

66 汪美香 具收納功能之折疊椅 新型專利 汪美香、郭建明、陳培榮 2013/04/11 M450293

67 王鼎超 保溫瓶 新型專利 王鼎超、郭建明、陳柏蓀 2013/04/11 M450334

68 陳偉業 電烙鐵夾持裝置 新型專利 陳偉業、郭建明、吳青達 2013/04/11 M450442

69 陳偉業 無線遠距遙控攝影組 新型專利
陳偉業、郭建明、陳鴻瑋、

張駿志
2013/04/21 M451567

70 王鼎超 觸控式輸入面板 新型專利 王鼎超、郭建明、賴嘉賢 2013/04/21 M451588

71 陳垂呈 簡報筆 新型專利 陳垂呈、郭建明、俞丞峯 2013/04/21 M451593

72 吳盛 防盜裝置 新型專利 吳盛、郭建明、張宏成 2013/04/21 M451617

73 王鼎超 具有多媒體功能之安全帽 新型專利 王鼎超、林純智、郭建明 2013/05/11 M452644

74 童冠燁 具實境模擬功能之登山踏步機 新型專利 童冠燁、郭建明 2013/05/11 M452792

75 汪美香 小型球收納器 新型專利
汪美香、郭建明、林意晴、

陳慧珊
2013/05/11 M452795

76 童冠燁 具實境模擬功能之電子裝置 新型專利 童冠燁、郭建明 2013/05/11 M452798

77 郭建明 濕紙巾收納盒構造 新型專利
郭建明、楊純真、劉又菁、

陳夆名
2013/05/11 M452921

78 汪美香 氣體偵測器 新型專利
汪美香、翁婉瑄、陳奕廷、

郭建明
2013/05/11 M453146

79 王裕華 結合眼部偵測之電視省電裝置 新型專利 王裕華、郭建明 2013/05/11 M45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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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陳志達 可自動調整方位之置物座 新型專利
陳志達、鄧琪芬、賴鈺筑、

林思妤、郭建明
2013/05/11 M453314

81 邱顯光 電腦主機置放座構造 新型專利 邱顯光、郭建明 2013/05/11 M453333

82 邱顯光 電動按摩裝置 新型專利 邱顯光、郭建明、曾郁中 2013/05/21 M453497

83 王裕華 電子票務裝置 新型專利 王裕華、郭建明 2013/05/21 M453916

84 陳炳文 藍芽觸控感測裝置 新型專利 陳炳文、郭建明 2013/06/01 M454577

85 陳炳文 防湯匙掉落之夾持裝置 新型專利 陳炳文、郭建明、陳慧珊 2013/06/21 M455448

86 王裕華 儲光式手持塗藥握把 新型專利 王裕華、郭建明 2013/06/21 M455504

87 王裕華
結合流量偵測及提醒功能之餵

飼瓶
新型專利

王裕華
2013/06/21 M455507

88 陳偉業 結合於後照鏡之行車記錄裝置 新型專利
陳偉業、郭建明、林于琦、

廖雅慧
2013/06/21 M455648

89 陳俊男 冷氣機之控制裝置 新型專利 陳俊男、王裕華、郭建明 2013/06/21 M455835

90 郭建明 備忘提示裝置 新型專利
郭建明、黃嘉琪、顏婉萱、

吳陳思妤、林珮瑤、黃冠昇
2013/06/21 M455874

91 邱顯光 具有USB插座之機車置物箱 發明專利 邱顯光、郭建明 2013/06/21 M455894

92 王裕華 多功能電腦鍵盤 新型專利 王裕華、郭建明 2013/06/21 M455909

93 陳志達 個人化之旅遊資訊分享系統 新型專利
陳志達、郭建明、廖郁婷、

張星承
2013/06/21 M455928

94 王裕華 防遺失物品裝置 新型專利 王裕華、郭建明 2013/06/21 M455941

95 汪美香 自動斷電裝置 新型專利 汪美香、郭建明、張宏成 2013/07/01 M456625

96 邱顯光 雲端數位便利貼編輯系統 新型專利
邱顯光、廖建霖、邱睦翔、

郭建明、盧鵬元
2013/07/11 M457245

97 陳偉業 二元問卷裝置 新型專利
陳偉業、郭建明、李世南、

李政憲、王啟信
2013/07/11 M4572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