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編號 證書號 專利地區 申請日 提出單位系所 代表人 專利名稱

098011-1US US8865093 美國 2011/10/20
化學工程與材

料工程學系
李度

Polymorph, polymorph screening system, and polymorph preparing and

screening method

099049US US8883289 美國 2011/3/24
化學工程與材

料工程學系
曹恒光 Fluid philicity/ phobicity adjustable surface structure

100073TW TWI488690 台灣 2011/7/12
化學工程與材

料工程學系
陳郁文 奈米鈀承載於氧化鈰－氧化錳觸媒之製法及其在去除空氣中有機廢氣之應用

100072TW TWI442972 台灣 2011/5/12
化學工程與材

料工程學系
陳郁文 金-鈀承載於二氧化鈰觸媒之製法及其在去除有機氣體之應用

100092US US8987166 美國 2013/10/1
化學工程與材

料工程學系
陳郁文

PREPARATION OF CERIUM OXIDE-SUPPORTED NANO GOLD-SILVER

CATALYST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ARBON MONOXIDE REMOVAL IN AIR

097058TW TWI371121 台灣 2009/2/20
化學工程與材

料工程學系
劉正毓 發光二極體之製造方法

097068TW TWI437058 台灣 2008/12/26
化學工程與材

料工程學系
蔣孝澈 透明吸收塗層

097056JP US5241546 美國 2009/5/2 化學學系 吳春桂 感光剤染料

097056TW TWI400236 台灣 2008/12/12 化學學系 吳春桂 光敏染料

100046TW TWI494356 台灣 2011/10/28 化學學系 吳春桂 摻雜態共軛高分子膜之製備及處理方法

102039TW TWI496298 台灣 2013/9/30 化學學系 吳春桂 太陽能電池及其工作電極

101053TW TWI482043 台灣 2013/11/1
太空及遙測研

究中心
陳良建 房屋屋頂面搜尋及建立屋頂結構線之方法

100021TW TWI482121 台灣 2011/4/28
太空及遙測研

究中心
陳良建 多航照於正射影像色彩校正之方法

090004US US7133551 美國 2002/5/31
太空及遙測研

究中心
陳良建

Semi-automatic reconstruction method of 3-D building models using building

outline segments



101048TW TWI486556 台灣 2013/1/4
太空及遙測研

究中心
陳良建 整合雷達與光學衛星影像進行三維定位之方法

101047TW TWI486906 台灣 2012/12/14
太空及遙測研

究中心
陳良建 使用影像分類強化影像匹配方法

096022US US7865039 美國 2007/8/15
太空及遙測研

究中心
陳良建 Method of ortho-rectification for high-resolution remote sensing image

099041US US8962919 美國 2011/3/18 生命科學系 吳少傑
METHOD FOR ENHANCING THERMOTOLERANCE OF PLANT RELATING TO

EXPORTIN1A AND GENETIC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THEREOF

092016US US7115411 美國 2004/6/22 生命科學系 黃雪莉 Bacterial strain for degradation of organic polymers

101044TW TWI502199 台灣 2013/5/22 生命科學系 黃雪莉
腫瘤壞死因子受體相關因子７作爲紅斑性狼瘡的生物標記物之用途、偵測人體患有紅斑性狼

瘡的方法以及偵測人體患有紅斑性狼瘡的套組

096070TW TWI340031 台灣 2007/8/11
生醫科學與工

程學系
潘敏俊 多點同步量測之擴散光學斷層影像掃描裝置

100048US US8974389 美國 2012/1/19
生醫科學與工

程學系
潘敏俊

SYSTEM AND METHOD FOR DETECTING IRREGULAR BONE DEFECTS DURING

DENTAL IMPLANT OSSEOINTEGRATION PROCESS

101017TW TWI488050 台灣 2012/8/29
生醫科學與工

程學系
羅孟宗 分析模組、雲端分析系統及其方法

100076TW TWI435993 台灣 2011/11/16
光電科學與工

程學系
孫慶成 具光形變化之特殊燈具

102004TW TWI493130 台灣 2013/3/22
光電科學與工

程學系
孫慶成 擬真燭光燈裝置

096073TW TWI399697 台灣 2008/2/15
光電科學與工

程學系
歐陽盟 色彩讀寫系統與其讀寫方法

097019US US7875844 美國 2008/9/2
光電科學與工

程學系
歐陽盟 Absolute-type encoder and method for detecting absolute position

097019TW TWI403699 台灣 2008/8/26
光電科學與工

程學系
歐陽盟 光編碼輪、絕對式編碼器及檢測絕對位置之方法

100067-1TWTWI485396 台灣 2012/6/20
光電科學與工

程學系
鍾德元 高適應性熱特性量測系統及其方法

097046TW TWI369636 台灣 2008/10/28 電機工程學系 王文俊 偵測人臉以調整顯示視角之影像系統及其模擬視覺控制裝置



102058TW TWM495188 台灣 2014/9/25 電機工程學系 李柏磊 貼片式生理監控裝置

103014TW TWM507739 台灣 2015/2/17 電機工程學系 李柏磊 有機導電聚合物之生理電極

099035TW TWI425626 台灣 2010/6/17 電機工程學系 許晉瑋 串聯式複數光二極體結構

093021US US7102807 美國 2004/10/19 電機工程學系 許晉瑋 High-speed electro-absorption modulator with low drive voltage

100084TW TWI497569 台灣 2012/4/18 電機工程學系 綦振瀛 應用於整合化合物半導體元件於矽或鍺基板之變晶層結構

095011US US7822122 美國 2006/6/16 電機工程學系 蔡宗漢 Method for interpolations after edge detections in de-interlacing process

096052US US7917370 美國 2007/5/11 電機工程學系 蔡宗漢
Configurable common filterbank processor applicable for various audio

standards and processing method thereof

096080TW TWI496470 台灣 2008/3/5 電機工程學系 蔡章仁 用於大量收集臨床肺音信號之數位聽診器

097043US US7911266 美國 2009/1/19 電機工程學系 薛木添 Low complexity and low power phase shift keying demodulator structure

098027US US8850749 美國 2011/1/18 語言中心 隋立華 Adjustable desks and chairs for audiovisual classrooms

102035TW TWI489298 台灣 2014/1/6
數據分析方法

研究中心
黃鍔 一種分析多尺度之固有熵値的方法

098051US US8892377 美國 2011/8/31 機械工程學系 江士標 Digital programmable load measurement device

103038TW TWI497533 台灣 2014/12/10 機械工程學系 何正榮 具有低表面粗糙度之圖案化透明電極製造方法

101039TW TWI483052 台灣 2013/11/1 機械工程學系 李朱育 具有波長可調制光源模組之外差光產生裝置

101025TW TWI480254 台灣 2012/10/25 機械工程學系 林景崎 陶瓷金屬膜、其製造方法及其應用

096032TW TWI364551 台灣 2007/7/16 機械工程學系 陳奇夆 集光單元



098035TW TWI371551 台灣 2009/10/8 機械工程學系 陳奇夆 可調均勻光源罩之裝置

096023TW TWI349383 台灣 2007/3/8 機械工程學系 陳奇夆 邊射型發光二極體之結構

101026US US8973746 美國 2013/3/15 機械工程學系 鍾志昂 Hydrogen storage apparatus with heat-dissipating structure

099020TW TWI403986 台灣 2010/9/4
營建管理研究

所
姚乃嘉 落橋偵測與警示之系統與方法

098038TW TWI407089 台灣 2009/11/16
環境工程研究

所
秦靜如 監測化學沉澱成效之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