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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研發歷程 
 參加國際發明展得獎紀錄 
 國際發明展簡介 

 法國巴黎雷平國際發明展 
 馬來西亞ITEX國際發明展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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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歷程 

 專題製作、產學合作計畫 
 指導學生參加國內專題競賽 
 申請專利 
 技術移轉 
 參加國際發明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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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01年度指導學生作品參加國際發明展獲獎16
次以上: (4面金牌6面銀牌6面銅牌1特別獎)： 

 2010年馬來西亞MTE創新科技發明展，榮獲一面銀牌獎、一面銅牌獎與波蘭
華沙發明人協會頒給特別獎，99/02/04~02/06。 

 2010年德國紐倫堡創新科技發明展，榮獲一面銅牌獎，99/10/28~10/31。 
 2011年莫斯科阿基米得國際發明展，榮獲一面銀牌獎，100/04/04~04/08。 
 2011年法國巴黎國際發明展，榮獲二面銅牌獎，100/04/28~05/08。 
 2011年烏克蘭國際發明展，榮獲一面金牌獎一面銀牌獎，100/09/22-24。 
 2011年波蘭國際發明展，榮獲一面金牌獎二面銀牌獎，100/11/02-05。 
 2012年莫斯科阿基米得國際發明展，榮獲一面金牌獎，101/03/20~03/23。 
 2012年巴黎國際發明展，榮獲一面銀牌獎二面銅牌獎，101/04/28~05/08。 
 2012年馬來西亞ITEX國際發明展，榮獲一面金牌獎，101/05/17~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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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發明展簡介 

 法國巴黎雷平國際發明展 
 馬來西亞ITEX國際發明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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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巴黎雷平國際發明展 

 一、展覽簡介： 
 Concours Lepine展乃世界上歷史最悠久(111年)，規模最

大(逾100萬人次參觀)，評審最客觀(並非皆由教授擔任評
審)，展期最長(12天)，商機最大(與商展結合且鼓勵現場販
售發明品)的國際發明展，享有著名聲譽且媲美瑞士日內瓦
(41年歷史)及德國紐倫堡展(64年歷史)。此展覽與巴黎綜合
商品展(歐洲三大商品展之一)配合展出，於綜合商品展特闢
一發明專區，且提供擁有專利發明之創作極優惠之攤位費用，
2012年計有來自15國577餘家廠商參展，並有超過100萬
人次之參觀人潮，參展創作不僅有機會角逐發明競賽獎項，
更重要的是：有龐大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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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巴黎雷平國際發明展 
 Concours Lepine展位於凡爾賽展覽館第7館，占地7000平方公

尺，72012年共有來自15個國家、577件發明作品參與競賽，共
分為建築、機器及機械、辦公及廣告用品、玩具及遊戲、運動用品、
農漁牧業用品、家用品、運輸器具、醫療用品、化工技術、聲光數
位影像、新能源、藝術與設計等12個組別，評審由各頒獎單位如：
總統府、國防部、經濟工業部、科技研發部、農漁業部、工業設計
推廣局(APCI)、巴黎市政府、巴黎市警察總局、世界智慧財產權
組織(WIPO)、創投融資集團(OSEO)、手工具金牌獎(Brico d’Or)
等單位，民間單位大型公司(例如家樂福)亦有獎項，主辦單位推薦
47位專家擔任評審，每個小組約有3至5位評審，認真地與發明人
面談約20至30分鐘，甚至二度面談，深度瞭解每一件作品之發明
特色，並適時提供發明人改良建議，其評審機制咸認為最公正與權
威，以慧眼識英雄之心態，遴選出擬頒獎鼓勵之優質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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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巴黎雷平國際發明展 
 1901年巴黎前警察局長Mr.Louis Lepine首創巴黎發明展，鼓勵

法國中小企業從事創新、發明、設計、改良產品，帶動所有產
業創新風氣，之後，展場逐年吸引大量採購人潮，並衍生出歐
洲三大商品展之一的巴黎綜合商品展(Paris Fair)，為巴黎規模
最大之展覽，須跨越兩個週末方可應付川流不息的人潮。展覽
共分為房屋整修及衛浴廚房館、新綠能源館、花園、庭園及游
泳池館、異國風情館、歐洲手工藝及兒童館、婦女、美容及化
妝品館、小家電及二手車館、家具、家飾及音響館等共7個展
館，可謂法國人民一年一度之「血拼」(shopping)嘉年華盛會，
現場人潮絡繹不絕，買氣非常旺盛，2011年有許多位台灣發明
代表團之參展廠商將展品販售一空，或者在12天展期中藉由參
觀各館其它參展廠商攤位之便，也找到了法國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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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巴黎雷平國際發明展 

 二、台灣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流行顏色協會、台灣傑出發明人協會、 

                     國立聯合大學工業設計學系共同主辦 

 

 三、展覽日期：2012年4月27日~5月8日(預計4/26日出國~5/9日返國) 

 

 四、展出地點：Porte de Versailles 7.3(凡爾塞展覽館7館之三) 

 

 五、參展作品：法國主辦單位接受6年內已商品化之發明、新型、新式 

             樣創作，或未商品化3年內之發明、新型、新式樣等創作 

             參展，惟我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規定，符合機票補助資 

             格之獲獎創作以4年內已獲得中華民國專利證書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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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巴黎雷平國際發明展 

 六、參展費用： 

 1.個人旅費：新台幣118,000元(含來回機票、12天巴黎市區食宿交通、 

                        法國機場接/送機及著名景點參觀)  

 2.報名費：每一公司(或學校或發明人)新台幣10,000元 

 

 3.評審費：今年由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補助 

 4.攤位費：標準攤位為2m x 2m，費用為新台幣30,000 元，指定轉角攤
位者須多繳交新台幣10,000元。 

 

 5.裝潢費：僅酌收新台幣10,000元，包括電費、展示桌/櫃費用。 

 6.翻譯費：有法文翻譯需求者每日費用約100~120歐元。 

 費用範例：以全程參加本團活動為例，若租用非轉角攤位，費用為新台
幣168,000元。 

 

10 



法國巴黎雷平國際發明展 

 透明搖籃。這種透明搖籃形狀
像一個雞蛋，最大的優點可以
全方位看到寶寶，可讓看孩子
的媽媽省了不少力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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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巴黎雷平國際發明展 

電動木製搖椅，有
單人的或者雙人的。
這種搖椅雖然是木
製的，但是插電啟
動關就變成了搖椅
鞦韆，躺在上面看
書或者小憩都是不
錯的選擇。 

許多我們耳熟能詳的發明創造就是從這裡聞名於世的：最為著名的有
1912年由拉布盧絲夫人發明的洗碗機；有1919年由帕思齊先生發明的圓
珠筆和1928年由阿爾德倍爾先生發明的電烤箱、吸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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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tte invention de diagnostic des points vitaux du corps humain et de santé
comporte un interrupteur qui permet de sélectionner un des trois modes d’utilisation
Dans le mode diagnostic, une sonde-détecteur est utilisée pour capter les signaux de
réaction des points vitaux du corps humain et les envoyer à une puce
microprocesseur équipée d’un convertisseur analogique digital pour interpréter les
signaux de réaction
1. Détection des signaux de réaction des points vitaux du corps humain
2. Affichage sur un écran LCD informant les utilisateurs de l’état des points vitaux
3. Dans le mode traitement, des impulsions sont générées pour réaliser un traitement

électrique comme l’acupuncture
4. Léger, transportable, sans danger et facile d’utilisation

Un système de diagnostic des points vitaux du corps 
humain et de santé

Sung-Tsun Shih,  Université de Cheng Shiu, Kaohsiung Taiwan
Brevet d’invention chinois n°ZL200810129974.4 Classe d’invention : Produit soin de la personne

Mode traitement

Mode diagno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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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ème d’économie et de recyclage d’eau contrôlée 
thermiquement

Sung-Tsun Shih, Kun-Nan Hsieh, Te- Jen Su, Université de Cheng Shiu, Taiwan
Brevet n°R.O.C. M395699 Classe d’invention: (9) Ecologie et environment 

Cette invention, un système d’économie et de recyclage d’eau, est dédiée aux
habitations pour recycler et réutiliser l’eau de faible température de la salle de
bain. Le système est constitué d’un réservoir d’eau, un seau pour les eaux
économisées, un tuyau de recyclage d’eau, plusieurs canalisations d’eau,
plusieurs tuyaux de détournement d’eau, et plusieurs sources d’eau. Lorsque le
système d’économie et de recyclage d’eau contrôlée thermiquement est en
marche, l’eau du réservoir d’eau circule à travers les canalisations jusqu’au
système de contrôle de température des sources d’eau. Dès que la température
de l’eau mesurée par le système de contrôle est inférieure à la température
réglée, l’eau est basculée vers le principal tuyau de détournement et sera
déversée dans le seau d’eau économisée. Lorsque le seau d’eau est plein, cette
eau sera pompée à travers le tuyau de recyclage d’eau jusqu’au réservoir d’eau
en vue de recycler cette eau à basse température. Grâce au compteur d’eau
installé sur le tuyau d’approvisionnement d’eau et le principal tuyau de
détournement, le volume d’eau détournée et le volume réel d’eau utilisée peut
être connu. Ce système permet d’économiser l’eau de faible température de la
s a l l e d e b a i n e t é v i t e r l e g a s p i l l a g e d e s r e s s o u r c e s d ’ e a u .

Cette invention est un scellé électronique, plus précisément un scellé électronique RFID.
Cette invention concerne un système utilisant le scellé électronique RFID pour suivre les
cargos.

Un objectif de cette invention est de fournir un scellé électronique RFID bon marché et
fiable, qui peut fournir la preuve qu’un chargement a été ouvert par une personne non
autorisée. Un autre objectif de cette invention est de fournir un scellé électronique RFID
fiable pour des containeurs ou pour d’autres produits.

Un autre objectif de cette invention est de fournir un système de suivi fiable utilisant un
scellé électronique RFID afin que le propriétaire du chargement ou des produits soit informé
en temps réel de la position du transporteur et du statut du chargement notamment en cas
de casse du scellé électronique RFID.

Le bracelet est constitué d’une première extrémité qui s’étend du premier côté de la tête
et une seconde extrémité. Le bracelet comporte un deuxième élément serrant. Un tag est
incrusté au niveau de le tête. Une antenne est incrustée au niveau de la tête et du bracelet, et
s’étend du tag via la première extrémité du bracelet jusqu’à la seconde extrémité du bracelet.

Le bracelet est réglable en l’insérant dans la fente située au niveau de la tête et tirant le
long de la direction de serrage formant un espace de serrage, avec le premier membre
s’engageant avec le second membre pour empêcher le bracelet de se déserrer.

Scellé électronique RFID et un système utilisant 
le scellé électronique RFID

Sung-Tsun Shih, Unisversité de Cheng Shiu, Kaohsiung Taiwan
Brevet n°US7,202,788, TW I289795 Classe de l’invention: 29 Radio, communications

14 



與學生於參展攤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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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法代表呂大使參觀攤位 

16 



獲頒銀牌獎合影 

得獎學生與呂大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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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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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館一瞥 

 

19 



美食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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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屆馬來西亞ITEX國際發明展競賽 

教育部技職校院南區
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國際發明展與產學合
作機制推動計畫— 
協助夥伴學校參加國
際發明展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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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程與補助項目 
 

項 目 
2012 瑞士日內瓦 

國際發明展 

2012 馬來西亞 

國際發明展 

2012 台北國際發

明暨技術交易展 

2012韓國首爾國

際發明展 

展覽日期 2012 年 4 月 18 日~ 
2012 年 4 月 22 日 

2012 年 5 月 17~ 
2012 年 5 月 19 日 

2012 年 9 月 20 日 
2012 年 9 月 23 日 2012 年 12 月 

申請截止 

日期 2012 年 1 月 16 日 2012 年 4 月 15 日 

公告補助 

名單 
2012 年 1 月 31 日 2012 年 4 月 30 日 

補助作品 

資料繳交 2012 年 2 月 15 日前 2012 年 5 月 15 日前 

補助內容 

（1 件展品） 

 攤位費        18,100 元/件 
 作品報名費    32,366 元/件 
 看板、專刊費  3,000 元/件 
 桌子椅子各 1 張 2,420 元/件 
 兩天翻譯費     2,520 元/件 
 電源線租金      200 元/件 

攤位費  20,000 元/件 
評比費   2,160 元/件 
翻譯費    500 元/件 
海報 1 張  600 元/件 

攤位費  5,000 元/件 
桌子 1 張 400 元/件 
椅子 1 張 200 元/件 
海報 1 張 600 元/件 

攤位費 11,000 元/件 
翻譯費   1,033 元/件 
海報 1 張 3,000 元/件 
報名費   850 元/件 

本計畫補助夥

伴學校 

總件數 
1 件 6 件 9 件 6 件 

補助金額 58,606 元 
(不含旅費) 

23,260 元/件 
(不含旅費) 

6,200 元/件 
(不含旅費) 

15,883 元/件 
(不含旅費) 22 



參展辦法 

1. 場地費3M x 3M 原價 USD2,670 ( 相當於 NTD80,100) / 展位 
2. 參加評比報名費每件 USD150 ( NTD4,500) ，學生每個展位可報名2

件作品，廠商限定一件 
3. 每件參賽作品附一張發明之夜晚宴餐券，加購一張USD85 ，請於報

名時購買，現場無法加購 
4. 行程暨參展時間：5天4夜，團費現金價32,000 (刷卡加2%) 

(1) 2012/5/16出發，搭乘華航721班機 08:20~13:00；2012/5/20返台，
搭乘華航722班機14:20~18:50  

(2) 參展時間：5/17~5/19每日上午10：00~下午6：00 
(3) 參展地點：KLCC雙子星國際展覽館 
(4) 團費包含機票、交通、保險、旅遊、全程旅遊小費、住宿(2人1

室含自助式早餐) 
5. 參展費用：3Mx2M本協會會員優惠價NTD40,000，餘額由協會補助。

場地包含簡易裝潢，二張展示桌，二張椅子，一件作品評比費，一
張發明之夜晚宴餐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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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成果 

大會指派之三位評審嚴謹的書面審查與現場作品實際訪視詢答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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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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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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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成長研習－教學觀摩與經驗分享 
參加國際發明展經驗-結論 

 學生 

 自我學習能力，拓展國際視野 

 自我管理能力，規律堅毅勇氣 

 團隊合作能力，跨校合作觀摩 

 老師 

 拓展國際視野 

 活動中獲得教學知識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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