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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郭建明 大專院校專利計量分析系統及方法 發明專利
郭建明、陳靜如、許慈芸、

李懿酈、鄭文棋
2015/08/01 I494885

2 郭建明 量刑決策支援系統 發明專利
郭建明、梁惠茹、李心瑜、

林愛華、張維平
2015/08/01 I494890

3 陳垂呈
考量症狀加權分群化診斷資料之疾

病輔助診斷系統
新型專利 陳垂呈、黃惠苓、郭建明 2015/08/11 M506578

4 陳偉業
軟體研發暨改良評估群體決策支援

系統
發明專利

陳偉業、郭建明、黃偉傑、

陳銘仁
2015/09/01 I498823

5 王鼎超 具體適能與位置管理資訊系統 發明專利
王鼎超、陳朝鈞、林育弘、

陳重任
2015/09/11 I499927

6 陳志達 個人化教科書推薦系統及其方法 發明專利 陳志達、郭建明、陳春米 2015/09/21 I501183

7 陳志達
適性化投稿期刊推薦方法及其系

統、電腦程式產品
發明專利 陳志達、郭建明、陳春米 2015/09/21 I501184

8 郭建明
供聾啞人士使用之手錶及供聾啞人

士使用之語言系統
發明專利

郭建明、張涵茵、李瓔潔、

李慧涓
2015/09/21 I501206

9 陳志達 視力測驗系統 發明專利
陳志達、郭建明、鄧琪芬、

賴鈺筑、林思妤
2015/10/01 I501751

10 陳偉業 盲人行動記錄分析與導航系統 發明專利
陳偉業、郭建明、龔惠莉、

楊巧玲
2015/10/01 I501759

11 張儀興 心理壓力診斷裝置 新型專利 張儀興、趙品淳、郭建明 2015/10/21 M510731

12 楊棠堯
多功能模擬系統與應用該系統之智

慧型手錶
新型專利 楊棠堯、郭沅毓、郭建明 2015/10/21 M511074

13 陳垂呈 具有飛鼠的無線麥克風 新型專利
陳垂呈、劉純伶、許華玲、

許紫畇、陳靖婷、郭建明
2015/12/11 M514043

14 陳志達
結合雲端與通訊傳輸之集點應用系

統
新型專利 陳志達、楊宗翰、郭建明 2015/12/11 M514061

15 郭建明
電腦輔助專業名詞辭典產生系統與

方法
發明專利 郭建明、蘭昀 2016/01/01 I515584

16 陳垂呈
鑑價分級制以物易物之拍賣方法、

系統及電腦程式產品
發明專利

陳垂呈、黃惠苓、郭建明、

洪鳳君、張晏袖、王咨詠、

望語柔

2016/01/01 I515678

17 王鼎超
媒合行動用戶與外送店家之電子商

務方法
發明專利

王鼎超、陳重任、陳朝鈞、

鄭聖文
2016/01/01 I515680

18 陳垂呈

提供買方借貸服務之網路拍賣競標

系統、電腦程式產品、電腦可讀取

記錄媒體

發明專利 陳垂呈、黃惠苓、郭建明 2016/01/01 I515682

19 汪美香 應用行動電子裝置之服務系統 發明專利
汪美香、郭建明、陳冠樺、

甘育菁、施欣宜、姚為仁
2016/01/01 I515686

20 吳盛 輔助照護配戴裝置 發明專利
吳盛、張涵茵、林宇婷、郭

建明
2016/01/01 I515690

21 張儀興
適性化導覽方法、系統及電腦程式

產品
發明專利 張儀興、蔣挪銘、郭建明 2016/01/11 I517080

22 郭建明 穿戴式模擬手榴彈投擲系統 發明專利
郭建明、毛軒揚、彭裕惟、

楊謹丞、陳榮添、賴怡靜
2016/01/21 I517882

23 張儀興
申請補助時程管理方法、電腦程式

產品及系統
發明專利

張儀興、郭建明、廖韻婷、

謝郁敏
2016/01/21 I518610

24 陳垂呈
變動式折價團購商品之交易系統、

方法及其電腦程式產品
發明專利

陳垂呈、黃惠苓、郭建明、

劉純伶、許紫畇、許華玲、

陳靖婷

2016/01/21 I518615

25 陳垂呈
結合線上喊價方式決定網路團購價

格之方法及電腦程式產品
發明專利 陳垂呈、黃惠苓、郭建明 2016/01/21 I518618

26 郭建明 金融櫃台快速填單方法與系統 發明專利 郭建明、張瑞益、梁惠茹 2016/01/21 I518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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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王鼎超
體能測驗防弊方法、系統及電腦程

式產品
發明專利 王鼎超、陳靜宜、郭建明 2016/01/21 I518623

28 王派洲 行動雲團體戶外聯繫暨互動系統 發明專利 王派洲、鄭偉翰、郭建明 2016/01/21 I518624

29 郭建明
法律案件專家推薦方法、電腦程

式、電腦可讀取之記錄媒體
發明專利 郭建明、劉俊良 2016/01/21 I518627

30 郭建明 大學專題競賽推薦系統 發明專利 郭建明、彭國芳 2016/01/21 I518628

31 黃惠苓 廣告播放方法及其裝置 發明專利
黃惠苓、郭建明、賴鈺筑、

翁婉瑄、林思妤
2016/01/21 I518641

32 陳俊男 電子琴琴蓋 新型專利 陳俊男、郭建明、陳垂呈 2016/01/21 M516209

33 邱顯光 提醒漏水之警示裝置 新型專利 邱顯光、郭建明、陳志達 2016/02/21 M517761

34 陳俊男
互動式美食搜尋及記帳功能之平台

設備
新型專利

陳俊男、郭建明、廖孟琪、

蔡立德、卓志瑋、林鈺昕
2016/02/21 M517852

35 陳垂呈 手持式輸入裝置 新型專利
陳垂呈、郭建明、洪鳳君、

張晏袖、馮天宏
2016/02/21 M517865

36 郭建明
熱門暨前瞻研發情報分析方法與系

統
發明專利

郭建明、陳正宏、蘇佳怡、

陳怡君、顏卉姍、謝闓卉
2016/03/01 I524194

37 陳志達 雲端期刊推薦系統及其方法 發明專利 陳志達、郭建明、浦仲緯 2016/03/01 I524196

38 陳垂呈
以合併加購商品進行拍賣之交易方

法、系統及其電腦程式產品
發明專利 陳垂呈、黃惠苓、郭建明 2016/03/01 I524288

39 黃仁鵬 圖書館館藏協同推薦系統 發明專利
黃仁鵬、許佑鴻、林意晴、

郭建明
2016/03/11 I525571

40 張儀興 虛擬互動學習體感裝置 發明專利
張儀興、李郁孟、林于凱、

郭建明
2016/03/11 I525587

41 陳偉業 具有發電功能之看板裝置 發明專利
陳偉業、郭建明、黃竑凱、

簡宏達、黃孟文
2016/03/11 I525589

42 郭建明 飛彈協同攻擊之方法 發明專利
郭建明、陳昱斈、王少甫、

蔡佑承、許佑丞
2016/04/11 I529367

43 王派洲 以行動裝置模擬麥克風之系統 發明專利 王派洲、林芷翎、郭建明 2016/04/11 I529612

44 陳垂呈
以邀請訊息為基之商品團購交易方

法
發明專利 陳垂呈、黃惠苓、郭建明 2016/04/11 I529647

45 王鼎超 互動式拆雷數位學習系統 發明專利 王鼎超、郭建明 2016/04/11 I529672

46 陳志達
整合氣象分析之旅遊景點推薦與警

示系統
發明專利 陳志達、吳慧菱、郭建明 2016/05/01 I532004

47 邱顯光 機車待轉燈號警示裝置 新型專利
邱顯光、黃佩珊、蘇雅琳、

陳志達、郭建明
2016/05/01 M521032

48 陳俊男
餐點配料或調味料之化學元素推薦

方法與系統
發明專利 陳俊男、郭建明、蘇蕙蕙 2016/05/21 I534742

49 黃惠苓 具磁性冰棒棍 新型專利 黃惠苓、郭建明 2016/05/21 M521900

50 王鼎超 演講自動推薦系統與方法 發明專利 王鼎超、郭建明 2016/06/01 I536305

51 陳俊男
結合多重資訊進行互動模擬之智慧

型運動系統
發明專利

陳俊男、郭建明、顏嘉鋐、

劉宗穎、顏逸君、黃建寧
2016/06/01 I536306

52 汪美香 矯正打擊姿勢之裝置及方法 發明專利
汪美香、任致瑞、林東賢、

施祐琳、杜冠瑩、郭建明
2016/07/11 I541050

53 黃惠苓
產品得獎資料查證方法、系統及電

腦程式產品
發明專利

黃惠苓、郭建明、張維平、

梁蕙茹、彭國芳、張瑞益
2016/07/11 I541667

54 陳垂呈
自動延長競標時間之商品拍賣交易

方法及系統
發明專利 陳垂呈、黃惠苓、郭建明 2016/07/11 I541745

55 郭建明 專利評審方法與系統 發明專利 郭建明、吳怡柔、郭秋萍 2016/07/11 I541749

56 王派洲 自動開啟方向燈之行車紀錄器裝置 發明專利 王派洲、郭建明、陳慧 2016/07/21 I542489

57 陳志達 廠商氣象評鑑分析系統 發明專利 陳志達、賴俊翔、郭建明 2016/07/21 I543099

58 郭建明 魚類養殖模擬系統 新型專利
郭建明、劉純伶、陸鈿鈿、

韓冰意
2016/07/21 M526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