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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鼎超 具近場通訊偵測裝置之冰箱 發明專利
王鼎超、林威廷、姜志明、

鄭翔安、郭俐君、郭建明
2016/08/01 I544193

2 郭建明 手榴彈投擲訓練系統 發明專利
郭建明、陳冠廷、王證閎、

陳民康、陳柏璋、林哲偉
2016/08/21 I546517

3 陳偉業
智慧型手持裝置聽障輔助門鈴辨識

暨警告方法、系統及程式產品
發明專利 陳偉業,黃淑玲,郭建明 2016/08/21 I546738

4 陳偉業 企業資源規劃績效評估系統及方法 發明專利 陳偉業、郭建明、葉祈豪 2016/09/21 I550531

5 郭建明 植物病種外觀辨識暨警告輔助系統 新型專利 郭建明、蕭筑云、王惠榆 2016/10/11 M530038

6 黃仁鵬 在戶外尋找朋友之方法及其系統 發明專利 黃仁鵬、郭建明 2016/10/11 I553295

7 吳盛
汽機車防加錯油暨加油蓋未蓋偵測

之系統及方法
發明專利 吳盛、郭建明、詹惠宇 2016/10/21 I554466

8 郭建明 多功能跑步機 新型專利 郭建明 2016/10/21 M530663

9 陳垂呈 可處理音訊之藍牙傳輸隨身碟 新型專利
陳垂呈、任家慶、許紫畇、

郭建明
2016/10/21 M531036

10 陳垂呈 結合智慧型手錶之播音裝置 新型專利
陳垂呈、許紫畇、任家慶、

郭建明
2016/10/21 M531109

11 楊棠堯
結合門牌與定位座標之資訊揭露系

統及方法
發明專利

楊棠堯、温志晏、郭育榕、

黃義順、張鈞棠、郭建明
2016/11/11 I557668

12 汪美香

機場行李教學遊戲程式產品、記錄

該程式產品之電腦可讀取記錄媒體

及其系統

發明專利
汪美香、郭建明、何珮榕、

林韋利、陳靖珺、閻晥琪
2016/11/21 I559270

13 陳俊男 可升降式洗手台 發明專利 陳俊男、郭建明、陳慧珊 2016/11/21 I558357

14 陳垂呈 固定喊價人數之商品拍賣交易方法 發明專利
陳垂呈、黃惠苓、郭建明、

張栢穎、翁毓成
2016/11/21 I559246

15 吳昭儀 動態多人情境感知方法 發明專利 吳昭儀、李庭光、郭建明 2017/01/01 I565339

16 陳垂呈
結合商品拍賣與以物易物之交易方

法及系統
發明專利 陳垂呈、黃惠苓、郭建明 2017/01/01 I564832

17 陳垂呈

以不同時間區段提領商品提供折扣

之團購交易方法、可讀取紀錄媒

體、電腦程式產品及系統

發明專利 陳垂呈、李靖平、郭建明 2017/01/11 I566197

18 王派洲 主動推播服務系統 發明專利
王派洲、徐偉智、黃培華、

洪丞享、邱德耀、郭建明
2017/01/21 I568289

19 郭建明 互動式名言推薦系統 發明專利 郭建明 2017/01/21 I567699

20 陳垂呈 團購交易系統與方法 發明專利 陳垂呈、黃惠苓、郭建明 2017/01/21 I567677

21 陳垂呈 行銷探勘方法及系統 發明專利 陳垂呈、郭建明、俞丞峯 2017/01/21 I567573

22 陳垂呈
探勘搜尋關鍵字與網站關聯性之分

群方法及其系統
發明專利 陳垂呈、黃惠苓、郭建明 2017/01/21 I567574

23 郭建明 管教輔助工具 發明專利 郭建明、方偵銀、謝毓庭 2017/02/01 I568473

24 郭建明 智慧型商務戒指 發明專利
郭建明、高玟瑜、林宇婷、

吳宗翰、曾彥志、呂念儒
2017/02/01 I569172

25 張儀興 指壓推薦系統 發明專利
張儀興 ,郭建明 ,洪永祥 ,陳

勇彤,劉振維,余柏璋
2017/03/11 I573585

26 楊棠堯 可模擬手榴彈之行動裝置 發明專利
楊棠堯、郭建明、毛軒揚、

曾銘璋
2017/03/11 I573982

27 郭建明 穿戴式機場導航裝置 發明專利 郭建明、陳志達 2017/04/01 I576565

28 王裕華 翻轉式屋簷排水系統 發明專利
蘇嘉祥、王裕華、何靖縈、

徐火城
2017/05/01 I580850

29 黃仁鵬 大眾運輸工具搭乘規劃系統 新型專利
黃仁鵬、林澤皓、王楷傑、

盧姿均、郭建明
2017/05/01 M541003

30 蔡獻堂 雲端硬碟工具系統及操作方法 發明專利
蔡獻堂、許庭睿、刁冠文、

郭書瑜、郭建明
2017/05/01 I58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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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郭建明 教科書引證索引系統 發明專利 郭建明、莊侑豪、邱晸傑 2017/05/11 I582620

32 陳志達
整合氣候及空污資料進行呼吸道疾

病預防之資料探勘方法及其系統
發明專利 陳志達、郭建明、陳宜樺 2017/05/11 I582718

33 邱顯光 自動加熱之嬰幼兒洗澡盆 發明專利
邱顯光、郭建明、林育亭、

陳勳弘、王民賢
2017/06/21 I587824

34 郭建明
整合智慧型電子裝置之物件管理方

法及系統
發明專利 郭建明、彭國芳 2017/06/21 I588786

35 郭建明 大學專題計量統計分析系統 發明專利 郭建明,陳志達 2017/06/21 I588771

36 陳垂呈 智慧型手錶 新型專利
陳垂呈、陳垂呈、許紫畇、

任家慶、郭建明
2017/06/21 M544029

37 陳偉業 標籤獎座 發明專利
陳偉業、黃淑玲、郭建明、

張瑞益
2017/07/01 I590163

38 黃惠苓 毒品量刑電腦輔助支援系統 發明專利
黃惠苓、郭建明、林芯緰、

張主欣、游智傑、謝維仁
2017/07/01 I5901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