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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根據附件（第 10-4～10-10 頁）所提供之發明專利說明書及圖式之資料內容，

並依據現行專利法、專利法施行細則及專利審查基準之規定，撰寫一份申請專

利範圍以及一份可專利性分析意見書。 
申請專利範圍，應包括 1 項獨立項及 4 項附屬項。（40 分） 
⑴獨立項，必須符合明確性及可支持性下之最大保護範圍。 
⑵附屬項 4 項，依序為請求項 2、請求項 3、請求項 4 及請求項 5。其中，請

求項 2 必須為單項且為詳述式之附屬項，請求項 3 必須為單項且為詳述式

之附屬項，其界定範圍必須小於請求項 2 所界定之範圍，請求項 4 必須為

單項且為詳述式之附屬項，其界定範圍必須小於請求項 3 所界定之範圍，

請求項 5 為多項附屬項且為附加式附屬項。 
可專利性分析意見書，請依據前述所擬之申請專利範圍，就專利之基本三要

件提供分析意見。（20 分） 

二、請根據下列所提供二個更正申請專利範圍案例之資料內容，並依據現行專利

法、專利法施行細則及專利審查基準之規定，分別判斷二個案例中之更正後申

請專利範圍是否可准予更正，並說明其理由。 
【案例一】更正申請專利範圍案例（20 分） 
更正前之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及圖式： 
〔發明名稱〕輪椅 
〔申請專利範圍〕 
一種輪椅，其係於輪椅(10)上樞設踏板(20)，該踏板(20)為兩個一組，且該踏

板(20)的兩側分別為一對合部(21)及一樞轉部(22)，該樞轉部(22)樞接於輪椅

上，而該二踏板(20)的對合部為重疊對合。 
〔說明書〕 
本創作之目的在於提供一種輪椅，……於輪椅(10)上樞設踏板(20)，該踏板(20)
可兩相對合，以避免乘坐者的雙腳在乘坐輪椅時滑落，並提供乘坐者寬敞的

雙腳擺放空間。……輪椅(10)扶手上設置可樞轉及伸縮的餐桌(30)，能供以擺

置物品，而方便使用者用餐、書寫或完成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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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式】 

 
更正後申請專利範圍：（劃線部分係原載於說明書之技術特徵增列入申請專利

範圍之中，其他部分未變動） 
〔申請專利範圍〕 
一種輪椅，其係於輪椅(10)上樞設踏板(20)，該踏板(20)為兩個一組，且該踏

板(20)的兩側分別為一對合部(21)及一樞轉部(22)，該樞轉部(22)樞接於輪椅

上，而該二踏板(20)的對合部為重疊對合，另輪椅扶手上設置可樞轉及伸縮

的餐桌(30)。 
【案例二】更正申請專利範圍案例（20 分） 
更正前之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及圖式： 
〔發明名稱〕飲品調理機 
〔申請專利範圍〕 
一種飲品調理機，包括有一定位座(10)、一設於定位座(10)內之動力單元、一

可被動力單元帶動之刀具組(14)、一於定位座(10)周緣向上一體成型之盛杯

(15)，……，將水、糖漿、調劑、冰塊置入盛杯(15)中，藉由刀具組(14)之旋

轉，以構成飲品之調理。 
〔說明書〕 
……飲品之調理手段係在盛杯(15)中倒入水、糖漿、調劑（如各種紅茶、綠

茶、濃縮果漿……等）及冰塊，啟動攪拌機(140)之動力單元帶動刀具組(14)
轉動，而對盛杯(15)內之食材進行切打、破碎之作用，以調製成微粒狀（冰

沙）之飲品；另若在刀具組(14)上方覆罩一具有穿孔(35)之罩蓋(30)，使水、

糖漿及調劑可流經穿孔(35)進入刀具組(14)中進行攪拌，但冰塊則受到罩蓋

(30)擋止而不會遭到刀具組(14)打碎，就能調製出含有冰塊之飲品供消費者飲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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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式】 

 

 

 

 

 

 

 

 

更正後申請專利範圍：（劃線部分係原載於說明書之技術特徵增列入申請專

利範圍之中，其他部分未變動） 
〔申請專利範圍〕 
一種飲品調理機，包括有一定位座(10)、一設於定位座(10)內之動力單元、一

可被動力單元帶動之刀具組(14)、一於定位座(10)周緣向上一體成型之盛杯

(15)、於定位座(10)上設置一具穿孔(35)之罩蓋(30)以覆罩在刀具組(14)上方，

該穿孔口徑小於冰塊體積，……，將水、糖漿、調劑、冰塊置入盛杯(15)中，

藉由刀具組(14)之旋轉，以構成飲品之調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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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發明專利說明書及圖式 

【發明名稱】手動脫水機 

 

【技術領域】本發明係有關於一種手動脫水機，尤指一種透過手動施壓而使脫

水機運作之手動脫水機。 

 

【先前技術】由於時代的變遷，少子化與持單身主義生活的人日趨增加，以前

常見的大家庭多不復見，漸漸被小家庭所取代。在消費水平較高的城市，一戶

小家庭適合居住的小公寓動輒數百萬，對於一般上班族而言，扣掉日常支出後，

能夠用於住宅支出的款項有限，若還有扶養子女的家庭，負擔更重，要想晉升

有殼一族，除了要有長期的金錢規劃，如何開源節流也是一門重要的課題。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相關業者研發出許多電器造福人類，使人們的生活更

加的便利，這些電器在使用上多半脫離不了「電」，需要用電驅動電器才能使用，

儘管科學家不斷研發發電及省電的技術，仍無法大量縮減用電量，如用電量持

續增加，人民每月要負擔的開支自然會增加。 

    在日常生活電器中，洗衣及脫水設備屬於中大型之設備，一般使用者在購

買後，因設備較為笨重且體積大，必須置於一固定位置，對於居住空間不大的

小家庭或一般在外短期住宿者皆為不便，再者，使用此類電器時，必須耗用大

量電力才能進行衣服清潔或脫水作業，對於每日清潔衣物或需清潔或脫水之衣

物量為少量之使用者來說，往往造成洗衣設備耗能或使用效率不彰之情勢，更

容易造成浪費資源且不環保之狀況發生。 

    為了減少該些電器占用之空間以及電能之消耗，只能選擇完全不使用洗衣

及脫水設備，或僅使用脫水設備；前者雖能將空間使用及電能降至最低，但以

手動脫水時，很容易將衣物擰壞、變形，使衣物的壽命縮短，後者除了能夠些

微減少空間被使用率，在電能的使用也較少，然，仍有待改善之空間。 

    由於現有技術尚無法完善處理此類問題，所以有加以突破、解決之必要。

因此，如何提升方便性、實用性與經濟效益，此為業界應努力解決、克服之重

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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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緣此，本案發明人有鑑於習知脫水機之缺失未臻理想之事實，即著手研發

其解決方案，希望能開發出一種更具便利性、實用性與高經濟效益之手動脫水

機，以促進社會之發展，遂經多時之構思而有本創作之產生。 

 

【發明內容】本發明之目的，係提供一種手動脫水機，其係對脫水機之承載容

器進行施壓，使其向下位移的同時，能夠進行轉動，並在下降到一定高度後，

再由彈性件回推，如此往復運動使承載容器持續轉動，並藉此產生離心力，透

過離心力之作用將放置於承載容器之潮濕衣物甩乾，進而達到無電力消耗及手

動脫水之功效。 

    為了達到上述所指稱之各目的與功效，本發明係揭示了一種手動脫水機，

其包含：一脫水機本體，其具有一脫水槽及設置於該脫水槽之上方之一槽口及

連通該脫水槽之一排水道；一往復裝置，其設於該脫水槽底部；及一承載裝置，

其設於該往復裝置頂部，並位於該脫水槽內；其中，當該往復裝置進行上下往

復運動時，會使該承載裝置進行轉動。 

 

【圖式簡單說明】 

 第一圖為本發明較佳實施例之結構示意圖； 

 第二圖為本發明較佳實施例之局部結構放大剖視圖；及 

 第三圖為本發明較佳實施例之結構作動圖。 

 

【實施方式】為使對本發明之特徵及所達成之功效有更進一步之了解與認識，

謹佐以較佳之實施例及配合詳細之說明，說明如後： 

    首先，請參閱第一圖，其係本發明較佳實施例之結構示意圖；如圖所示，

本實施例包含一脫水機本體 10、一往復裝置 20 及一承載裝置 30，該脫水機本

體 10 具有一脫水槽 12 及設置於該脫水槽 12 上方之一槽口 14 及連通該脫水槽

12 之一排水道 16，該往復裝置 20 設於該脫水槽 12 底部，該承載裝置 30 設於

該往復裝置 20 頂部，並位於該脫水槽 12 內，其中，當該往復裝置 20 進行上下

往復運動時，會使該承載裝置 30 進行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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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一併參閱第二圖，其係本發明較佳實施例之局部結構放大剖視圖；如圖

所示，該往復裝置 20 包括一底座 22、一定位套筒 24、一驅動桿組 26、一制動

組件 28 及一彈性件 29，該底座 22 設於該脫水槽 12 底部，該定位套筒 24 設於

該底座 22 上，該驅動桿組 26 設於該定位套筒 24 內，該制動組件 28 設於該驅

動桿組 26 內部，該彈性件 29 套設該驅動桿組 26。該承載裝置 30 包括一螺桿

32、一定位組件 34 及一承載容器 36，該螺桿 32 係穿設該制動組件 28，該定位

組件 34 設於該螺桿 32 一端，該承載容器 36 底部連接該定位組件 34。 

    該底座 22 係用以支撐該定位套筒 24、驅動桿組 26 及彈性件 29，該定位套

筒 24 用以保護該驅動桿組 26 及彈性件 29，該驅動桿組 26 用以連動該彈性件

29，該制動組件 28 受該螺桿 32 驅動而轉動，該彈性件 29 用以緩衝該驅動桿組

26，同時提供一向上之彈力，使該驅動桿組 26 回復至原位。該螺桿 32 能夠驅

動該制動組件 28，使該制動組件 28 轉動，該定位組件 34 設於該承載容器 36

之一定位槽 364，以連接並連動該螺桿 32，該承載容器 36 內部用以放置待脫水

之物件（如衣物），其中，該承載容器 36 具有複數孔洞 362，該些孔洞 362 連

通該排水道 16，以使水排出。 

    請一併參閱第三圖，其係本發明較佳實施例之結構作動圖；如圖所示，當

該承載容器 36 受到一向下之推力時（如第三圖箭頭所示），該承載容器 36 之定

位槽 364 會透過該定位組件 34 將該螺桿 32 向下壓制，同時推動該驅動桿組 26，

使該螺桿 32 通過該制動組件 28 時，連動該制動組件 28 進行轉動，進而帶動該

承載容器 36 以該螺桿 32 為軸心進行旋轉，該承載容器 36 旋轉產生之離心力能

夠將其內部之待脫水物件含有的水分甩出，以降低待脫水物件之含水量。由於

該驅動桿組 26 在受到推動後，會壓縮該彈性件 29，故向下之推力消失時，該

彈性件 29 提供一彈力作用，將該驅動桿組 26 往上頂，以回復該驅動桿組 26

及螺桿 32 之位置，藉此使該往復裝置 20 進行上下往復運動，並連動該承載裝

置 30 持續轉動，以脫乾待脫水之物件。 

    復參閱第一圖，本實施例更包含一壓制件 40，其包括一壓板 42 及一可旋

式握把 44，該壓板 42 係設於該承載裝置 30 上，該可旋式握把 44 設於該壓板

42 一側。使用者可透過該壓制件 40 對該承載容器 36 施加一推力，該壓板 42

能夠遮擋脫水時之水滴飛濺，當該承載容器 36 轉動時，會帶動該壓板 42 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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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可旋式握把 44 之一活動關節（未編號）會隨之轉動，以避免使用者操作上卡

住。 

    綜上所述，本發明之手動脫水機係透過對承載裝置進行施壓，以驅動該往

復裝置，使該承載裝置進行旋轉，並透過連續施壓、放鬆驅動該往復裝置，讓

承載裝置持續轉動，而該承載裝置轉動所產生之離心力，能夠將該承載裝置內

放置之待脫水物件之水帶離，以降低其含水量，藉此達到無電力消耗、手動脫

水之功效。 

 

【符號說明】 

10‧‧‧脫水機本體 

12‧‧‧脫水槽 

14‧‧‧槽口 

16‧‧‧排水道 

20‧‧‧往復裝置 

22‧‧‧底座 

24‧‧‧定位套筒 

26‧‧‧驅動桿組 

28‧‧‧制動組件 

29‧‧‧彈性件 

30‧‧‧承載裝置 

32‧‧‧螺桿 

34‧‧‧定位組件 

36‧‧‧承載容器 

362‧‧‧孔洞 

364‧‧‧定位槽 

40‧‧‧壓制件 

42‧‧‧壓板 

44‧‧‧可旋式握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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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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