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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論文著述： 

A1. 專利 

1. 李榮全，2007 年 10 月，“加速度計感測車輛轉向角度之方法與裝置’’，
國內。 

2. 李榮全，2007 年 9 月，“輕航機資訊傳輸系統與儀表顯示方法及裝置’’，
國內。 

A2. 專書論文 

1. 李榮全，2007 年 12 月，“取樣回授控制系統之自動調整序列控制器’’，
虎尾科技大學。 

2. 李榮全，邱育中，林耿瑋，李郁萱，第 321 期，2012 年 12 月，“多功能智慧型導

航定位 LED 手電筒’’，ET 電子技術期刊。 

3. 李榮全，邱育中，林耿瑋，2011 年 11 月，“具 GPS 定位與電子羅盤定向

功能之導航 LED 手電筒’’，第六屆勝群盃 HOLTEC MCU 創意大賽論文

集。 

B1. 國際(含中國大陸)和國內發明展論文 

1. 2014 年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銀牌。 
2. 2014 年韓國首爾發明展，銀牌。 
3. 2013 年東京天才創新發明展，金牌。 
4. 2018 年第 70 屆德國紐倫堡 IENA 發明展，金牌。 
5. 2018 年台北國際發明展，銅牌。 
6. 2016 年馬來西亞 ITEX 發明展，金牌，銅牌。 
7. 2015 年香港國際發明展，銀牌。 

B2. 國內研討會論文 

1. 李榮全，2007 年 11 月，“CAN 匯流排介面開發及應用’’，航太學術研討

會。 
2. 李榮全，2007 年 11 月，“CAN BUS 於運輸器儀表顯示即控制應用’’，航

太學術研討會。 

3. 李榮全，沈雨萱，蔣宏源，2015 年 12 月，“超輕航機物聯網系統設計’’，
中華民國航空太空學會暨學術研討會。 

4. 李榮全，沈雨萱，林威宇，林家弘，2014 年 11 月，“具 ZigBee 無線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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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功能之搜救與導航系統’’，中華民國航空太空學會暨學術研討會。 

5. 李榮全，張藝瀚，沈雨萱，2013 年 11 月，“攜帶型海空雙用通訊導航系

統’’，中華民國航空太空學會暨學術研討會。 
 

6. 李榮全，邱育中，廖人吉，2012 年 12 月，“超輕型載具空中走廊之航電

系統設計’’，中華民國航空太空學會暨學術研討會。 

7. 李榮全，邱育中，廖人吉，2011 年 11 月，“超輕航機飛行資料分析與違規判

讀系統’’，中華民國航空太空學會暨學術研討會。 

C. 技術報告及其他 

1. 李榮全，2014，“具 ZigBee 無線式通訊功能之搜救與導航系統’’，國科

會計畫結案報告。 
2. 李榮全，2013，“攜帶型海空雙用導航系統’’，國科會計畫結案報告。 
3. 李榮全，2012，“超輕型載具空中走廊之航電系統設計’’，國科會計畫結

案報告。 
4. 李榮全，2011，“超輕航機飛行資料分析與違規判讀系統’’，國科會計畫

結案報告。 

D. 研究計畫 

項次 
 

計 畫 名 稱 
（本會補助者請註明編號） 

計畫內

擔任之

工作 
起迄年月 

補助或委

託機構 
申請(執
行)情形 

1 攜帶型飛航資訊顯示系統 
（91-2622-E-150-007-CC3） 

主持人 6/1/2002~ 
5/31/2003 

科技部 已結案 

2 3D 地形導航與空中搜救系統 
（92-2622-E-150-001-CC3） 

主持人 6/1/2003~ 
5/31/2004 

科技部 已結案 

3 超輕航機經濟型整合顯示系

統研製 
（93-2622-E-150-003-CC3） 

主持人 5/1/2004~ 
4/30/2005 

科技部 已結案 

4 超輕航機無線式感測系統 
（94-2622-E-150-014-CC3） 

主持人 5/1/2005~ 
4/30/2006 

科技部 已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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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機場工程車輛安全監控系統

設計 
（95-2622-E-150-018-CC3） 

主持人 5/1/2006~ 
4/30/2007 

科技部 已結案 

6 超輕航機影像與飛行資料紀

錄器 
（95-2622-E-150-021-CC3） 

主持人 5/1/2007~ 
4/30/2008 

科技部 已結案 

7 結合 CAN-BUS 與 ZigBee 之

超輕航機多功能飛行資料顯

示系統研製 
（97-2622-E-150-015-CC3） 

主持人 8/1/2008~ 
7/31/2009 

科技部 已結案 

8 具 UHF 與 3G 雙頻段通訊功

能之遙控直升機導航系統研

製 
（97-2221-E-150-045-） 

主持人 8/1/2008~ 
7/31/2009 

科技部 已結案 

9 超輕航機航電系統研製 
（98-2622-E-150-074-CC3） 

主持人 7/1/2009~ 
6/30/2010 

科技部 已結案 

10 超輕航機飛行資料分析與違

規判讀系統 
（99-2622-E-150-027-CC3） 

主持人 11/1/2010~ 
10/31/2011 

科技部 已結案 

11 屏東超輕型載具空中走廊之

航電系統設計

（100-2622-E-150-021-CC3） 

主持人 11/1/2011~ 
10/31/2012 

科技部 已結案 

12 攜帶型海空雙用通訊導航系

統 
（101-2622-E-150-016-CC3） 

主持人 11/1/2012~ 
10/31/2013 

科技部 已結案 

13 具 ZigBee 無線式通訊功能之

搜救與導航系統

（102-2622-E-150-014-CC3） 

主持人 11/1/2013~ 
10/31/2014 

科技部 已結案 

14 超輕航機聯網通訊平台

(104-2622-E-150-004-CC3) 
主持人 6/1/2015 

5/31/2016 
科技部 已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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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穿戴式通訊定位裝置與航空

物聯網設計

(150-2622-E-150-011-CC3) 

主持人 6/1/2016 
5/31/2017 

科技部 已結案 

16 飛行空域之無人機監控系統

設計

(160-2622-E-150-015-CC3) 

主持人 6/1/2017 
5/11/2018 

科技部 已結案 

17 無人機執行防災資料蒐集與

即時通訊系統之人工智慧設

計 
(107-2622-E-150-003-CC3) 

主持人 6/1/2018 
5/31/2019 

科技部 已結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