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龍鵬圖 台中市 吳宗達

添鼎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之標章 台中縣 邱怡甄

劉培相楷書速寫筆法習本 南投縣 馬吟臻

椅(四) 印尼 陳福興

台旺設計圖(一) 台南縣 劉冠志

台旺設計圖(二) 台南縣 劉冠志

台旺設計圖(三) 台南縣 劉冠志

台旺設計圖(四) 台南縣 劉冠志

防水監視攝影機 台北市 李世森

監視攝影機一 台北市 李世森

監視攝影機二 台北市 李世森

監視攝影機三 台北市 李世森

舞者圖 高雄縣 林進福

順財發商標美術圖形 南投縣 施永智

數碼家族 台北縣 劉勤興

牛媽媽 彰化縣 林銘宗

金錢元寶圖 台南縣 劉冠志

莉卡女孩圖 台南市 石介昌

南投首選標章 南投縣 康馨壬

螞蟻圖 南投市 邱怡甄

歡樂熊 台北縣 張秀碧

親親熊 台北縣 張秀碧

日本溫泉設計及圖 台北市 徐建興

德誠 台北市 簡志道

愛斯百可 台北市 簡志道

獅子王 彰化縣 邱傳烽

2215澆水器MT 台北市 李世森

西瓜 台北市 李世森

哈密瓜 台北市 李世森

蘋果 台北市 李世森

水蜜桃 台北市 李世森

水果刀 台北市 李世森

玩具禮盒 台北市 李世森

2201砂鏟 台北市 李世森

2202水杓 台北市 李世森

2203熊手SD 台北市 李世森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2204水桶SD 台北市 李世森

2205澆水器SD 台北市 李世森

2206篩子SD 台北市 李世森

2208幫浦 台北市 李世森

2209水槍(大) 台北市 李世森

2210水槍(小) 台北市 李世森

2211砂鏟MT 台北市 李世森

2212水杓MT 台北市 李世森

2213熊手MT 台北市 李世森

2214水桶MT 台北市 李世森

2217水車MT 台北市 李世森

2218幫浦 台北市 李世森

2219水槍MT 台北市 李世森

7130烏龜 台北市 李世森

7131鯨魚 台北市 李世森

7132金魚 台北市 李世森

塑膠壁板花紋圖 台南縣 李景鴻

S5112壁燈 台北縣 易元傑

1743投光燈 台北縣 易元傑

1741投光燈 台北縣 易元傑

1742投光燈 台北縣 易元傑

S5212壁燈 台北縣 易元傑

渴 台南縣 劉冠志

震捍國際地球圖 台北市 邱吉均

布面圖案設計圖-Hello Kittiv及圖 台北市 邱吉均

酷龍 台北市 邱吉均

兩小無猜 台北縣 邱吉均

蓮花圖 台北縣 蕭瑩燈

和勤電機股份有限公司標章圖 南投縣 李世森

五路財神接財金 台中縣 韓瑞杰

福德利市招財金 台中縣 韓瑞杰

賴瑞祥設計圖 台南縣 劉冠志

1101橘子 台北市 李世森

1106紅蘿蔔 台北市 李世森

1107茄子 台北市 李世森

1108白蘿蔔 台北市 李世森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1109蕃茄 台北市 李世森

1110青椒 台北市 李世森

1111馬鈴薯 台北市 李世森

1112南瓜 台北市 李世森

1113洋蔥 台北市 李世森

1114香菇 台北市 李世森

1115蛋 台北市 李世森

1116高麗菜 台北市 李世森

1117小黃瓜 台北市 李世森

1118漢堡排 台北市 李世森

1119炸蝦 台北市 李世森

1120牛排 台北市 李世森

1121魚 台北市 李世森

1122鬆餅 台北市 李世森

1123吐司 台北市 李世森

1124披薩 台北市 李世森

1125生日蛋糕 台北市 李世森

1126檸檬 台北市 李世森

1127青蔥 台北市 李世森

1128玉米 台北市 李世森

1129法國麵包 台北市 李世森

1130秋刀魚 台北市 李世森

1131煎蛋捲 台北市 李世森

龍馬香水沐浴乳標籤 台北縣 陳麗卿

龍馬乳霜沐浴乳標籤 台北縣 陳麗卿

oillio設計圖 台北縣 陳麗卿

好媽媽 台南市 劉冠志

發財雞 台中縣 蔡順鑫

阿財米糕店標章 台中縣 蔡順鑫

好媽媽(一) 台南市 劉冠志

懷古幽思圖 台中縣 蔡順鑫

如沐春風圖 台中縣 蔡順鑫

微波保鮮耐熱袋圖 高雄市 楊志凡

黑糖の梅設計圖(一) 彰化市 葉雪貞

黑糖の梅設計圖(二) 彰化市 葉雪貞

億万兩包裝圖 台中市 葉雪貞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動物嘉年華控制面板 桃園市 周政榮

動物嘉年華面板 桃園市 周政榮

動物嘉年華外框面板 桃園市 周政榮

動物嘉年華轉輪面板 桃園市 周政榮

歐皮ORPI娃娃圖 台北縣 李世森

七款卡通創作圖(第一冊) 彰化縣 謝恩豪

馬上有錢圖 高雄市 葉雪貞

水先老公公 屏東縣 李景鴻

釋迦麻糬 台東縣 韓瑞杰

神氣活現12大教學系統 桃園市 許月娥

盾牌擁抱手機座 台北縣 劉勤興

2001擁抱手機座 台北縣 劉勤興

阿公の味及圖 台中縣 葉雪貞

情侶畫冊 台北縣 謝福順

春盈物語乳霜沐浴標籤 台北縣 陳麗卿

春盈物語乳霜洗髮乳標籤 台北縣 陳麗卿

Wise Duck設計圖 台中縣 陳麗卿

M設計圖 台中縣 陳麗卿

布拉狗圖 台北縣 梁志堅

藝術睫毛包裝盒 雲林縣 洪良育

殷家桂花酸梅湯外包裝設計圖 台北縣 白浩秦

小熊包裝封面圖 台中縣 吳宗達

開心納福生肖十二選 台北市 陳麗卿

獅子圖 台中縣 謝福順

緯聖公司設計圖(一) 台中縣 葉雪貞

緯聖公司設計圖(二) 台中縣 葉雪貞

嫩海帶芽標籤 台北縣 陳麗卿

特級昆布包裝袋 台北縣 陳麗卿

秋意 台北縣 張秀碧

花圖 台北縣 張秀碧

春風 台北縣 張秀碧

花冠 台北縣 張秀碧

五葉楓 台北縣 張秀碧

Natare Maintaim 台北縣 張秀碧

花花 台北縣 張秀碧

日光 台北縣 張秀碧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大幸運草 台北縣 張秀碧

Sweet Family設計圖 台南縣 吳文瑞

鹿博士設計圖 台中縣 葉雪貞

太子像 台北市 蕭瑩燈

石獅圖 台中縣 葉雪貞

壽生蓮花紙圖 高雄市 葉雪貞

祭祀牌 宜蘭縣 李世森

玩偶圖 台中市 韓瑞杰

機油標籤(一)及圖 高雄縣 李景鴻

機油標籤(二)及圖 高雄縣 李景鴻

大眼娃娃(一) 台南市 林宗文

大眼娃娃(二) 台南市 林宗文

可愛寶貝圖 台南市 林宗文

花 台南市 劉冠志

恐龍圖 台南縣 劉冠志

男、女童及恐龍圖 台南縣 劉冠志

提針花 台北市 鄭聰敏

慈惠設計圖 台中市 葉雪貞

十二生肖與玩偶圖 台北市 葉雪貞

媽祖廟圖(大甲鎮瀾宮) 台中縣 葉雪貞

停車票券 台北市 李世森

蛙熊FROC BRVIN 台北縣 陳榮福

雙龍圖 彰化縣 林銘宗

廚師圖 彰化縣 林銘宗

花圖 台北市 謝福順

圓四T花紋圖 台中市 邸士第

五指行動電話置放座 台北縣 劉勤興

五路進財圖 台中縣 蔡順鑫

企鵝家族 台南縣 林宗文

酷樂貓 台南市 林宗文

水果熊及草莓圖 雲林縣 楊俊朋

水果熊及櫻桃圖 雲林縣 楊俊朋

娃娃熊及心形圖 雲林縣 楊俊朋

娃娃熊及小鴉圖 雲林縣 楊俊朋

方格四隻熊圖 雲林縣 楊俊朋

三吋高空煙火 嘉義縣 黃子南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果之茶及圖 台中縣 蔡順鑫

湯國皎之標章 新竹縣 邱怡甄

3D梅花座組(光控) 彰化縣 施永智

好の米包裝袋設計圖 苗栗縣 許森林

希望 雲林縣 許森林

登峰造極 雲林縣 許森林

往生蓮花紙圖 高雄市 葉雪貞

恐龍圖(二) 台南縣 劉志冠

沙發(三) 台北縣 許月娥

象棋棋格圖 台北縣 葉雪貞

尺三面 台北縣 蕭瑩燈

蓮花圖 台北縣 蕭瑩燈

兒童遊戲器材之搖擺車外形結構設計圖 台北市 吳宜純

沙發(四) 台北縣 許月娥

舞圖 台南縣 唐己立

鹿角杯 台北市 劉勤興

電腦行動電話置放座 台北縣 劉勤興

黃金沙發行動電話置放座 台北縣 劉勤興

Bocoton包裝圖 高雄縣 葉雪貞

五形八畫創作全貌 台北縣 許森林

五路財神及圖 台中縣 蔡順鑫

櫻桃熊 雲林縣 鄭聰敏

雙鳳圖 台南縣 林宗文

吳雲源之標章 台中市 邱怡甄

鴻津野菜圖(一) 桃園縣 梁志堅

鴻津野菜圖(二) 桃園縣 梁志堅

隔熱鋼板壁紙花紋-梅 台南市 郭全河

隔熱鋼板壁紙花紋-蘭 台南市 郭全河

隔熱鋼板壁紙花紋-竹 台南市 郭全河

隔熱鋼板壁紙花紋-菊 台南市 郭全河

BULL KEY CHAIN 台北市 徐建興

襪子包裝圖 彰化縣 劉勤興

企鵝 台北市 黃子南

降落傘 嘉義縣 黃子南

東浦溫泉高山茶圖 南投縣 楊志凡

龍馬乳霜洗面乳標籤 台北縣 陳麗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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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彩頭旺來圖 高雄市 陳麗卿

鯉魚進寶圖 高雄市 陳麗卿

如意聚寶圖 高雄市 陳麗卿

如意獻瑞圖 高雄市 陳麗卿

茶魚及圖 台中縣 蔡順鑫

水精靈寶寶 台北市 蔡清福

乳牛、猩猩、大象、長頸鹿、貓頭鷹、海豚、章魚、烏賊等動物圖集 台北市 蔡清福

蓮花燭 高雄縣 劉冠志

龍馬乳霜洗髮乳標籤 台北縣 陳麗卿

玫瑰物語圖 台北市 陳麗卿

機車模型圖(二) 台北市 林祈松

飛機模型圖(二) 台北市 林祈松

機車模型圖(一) 台北市 林祈松

汽車模型圖 台北市 林祈松

標籤設計 台北市 韓瑞杰

可愛天使娃娃圖 台南市 楊欽堯

龍鳳呈祥圖(一) 彰化縣 林銘宗

龍鳳呈祥圖(二) 彰化縣 林銘宗

鑽石心 台南市 林宗文

草莓玩具 台北市 李世森

葡萄玩具 台北市 李世森

梨子玩具 台北市 李世森

柿子玩具 台北市 李世森

鳳梨玩具 台北市 李世森

白菜玩具 台北市 李世森

馬鈴薯玩具 台北市 李世森

花椰菜玩具 台北市 李世森

熱狗麵包 台北市 李世森

電話錄音機 台北市 李世森

錄音行動電話 台北市 李世森

兒童汽車 台北市 李世森

兒童飛機 台北市 李世森

兒童三人車 台北市 李世森

兒童直昇機 台北市 李世森

手拉小鴨 台北市 李世森

攜帶畫冊(第一案) 台北市 李世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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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帶畫冊(第二案) 台北市 李世森

兔子透明塔 台北市 李世森

動物轉轉(整組) 台北市 李世森

茶葉包裝設計 台北市 韓瑞杰

陳健二之標章 台中縣 邱怡甄

發財印字淨爐 台南縣 李景鴻

集尿器 基隆市 李世森

通天香火袋圖 台南市 林宗文

羅通設計圖 台南市 林宗文

TW-155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56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57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59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69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68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62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61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60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59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73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7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69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68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67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66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65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63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62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6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60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福太郎及圖 台北縣 徐建興

酷の圖 新竹市 陳文江

ROMANCE 065 高雄縣 林進福

秀禾娃娃圖 高雄市 林進福

TA-8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A-82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TA-83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A-84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A-85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A-89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A-9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A-92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A-93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A-94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A-95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A-96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A-97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A-98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C-1777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C-1783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M-137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M-138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M-139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M-140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M-14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M-143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M-145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M-146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M-147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M-148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M-149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M-152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M-153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M-156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M-157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WLRE-1088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SSCRE-112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包裝袋圖(一) 彰化縣 林銘宗

包裝袋圖(二) 彰化縣 林銘宗

沙發(五) 台北縣 許月娥

鮮鮑魚包裝標籤及圖 高雄市 李景鴻

泡泡熊BUBBLE BEAR 台北縣 劉勤興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夢幻精靈 台北縣 劉勤興

玩偶圖(二) 台中市 韓瑞杰

玩偶圖(三) 台中市 韓瑞杰

玩偶圖(四) 台中市 韓瑞杰

Happy Land-Bear 台北縣 黃子南

Happy Land-Rabbit 台北縣 黃子南

NUT HAMSTER 台北縣 黃子南

Carrot Rabbit 台北縣 黃子南

Honey Bear 台北縣 黃子南

花圖集(一) 台北縣 黃子南

花圖集(二) 台北縣 黃子南

金獅及圖 台北縣 李世森

吉祥如意、招財童子 台中市 林鐘靈

椅(五) 印尼 陳福興

卡通龍 高雄縣 楊欽堯

刺繡蕾絲設計圖 台南市 石介昌

老媽 台北市 謝福順

水晶內雕立體圖型系列圖 台北縣 謝福順

植物標本紀錄卡 台北市 郭振祥

筷子圖(一) 南投縣 葉雪貞

筷子圖(二) 南投縣 葉雪貞

3D瓶式發光鮮花座 彰化縣 施永智

兔寶貝圖 台中市 簡楠勳

兔寶貝汽車圖 台中市 簡楠勳

六角扳手圖 台中市 葉雪貞

台中市第九信用合作社吉祥物圖集 台中市 葉雪貞

紙箱設計版面圖 台中縣 葉雪貞

佛日經文設計圖(原：經文七級佛塔設計圖) 新竹市 彭朋深

十二生肖 桃園縣 劉勤興

牛 桃園縣 劉勤興

兔 桃園縣 劉勤興

猴 桃園縣 劉勤興

狗 桃園縣 劉勤興

豬 桃園縣 劉勤興

財神馬上到圖 台北市 葉雪貞

晟涵公司標章 台中縣 葉雪貞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金紙圖(一) 苗栗縣 吳宗達

金紙圖(二) 苗栗縣 吳宗達

骰子BINGO圖 高雄縣 楊欽堯

That Cat 那個貓 台北縣 吳宜純

Wa Wa Family娃娃家族 台北縣 吳宜純

喬治叔叔 台中市 蔡志忠

龍如意滾珠 屏東縣 郭全河

財神龍如意 屏東縣 郭全河

菱形提花布 台北市 俞昌瑋

4-埠萬用序列匯流排集線器 台北縣 李世森

海哥之花(二) 台中縣 鄭聰敏

法式酥皮起司堡設計圖 台北市 徐建興

蝴蝶圖 台南市 黃永祿

開卷圖 台南縣 陳福興

春牛圖 台南縣 陳福興

水花行動電話置放座 台北縣 徐建興

晟涵企業有限公司標章 台中縣 葉雪貞

辣滷灣灣圖 彰化縣 林銘宗

綜合水果圖(一) 台北市 許森林

綜合水果圖(二) 台北市 許森林

芭樂圖(一) 台北市 許森林

芭樂圖(二) 台北市 許森林

芒果圖(一) 台北市 許森林

芒果圖(二) 台北市 許森林

蘋果圖(一) 台北市 許森林

蘋果圖(二) 台北市 許森林

柳橙圖(一) 台北市 許森林

柳橙圖(二) 台北市 許森林

水蜜桃圖 台北市 許森林

奶油玉米卷 桃園縣 梁志堅

埃及圖紋 台中縣 葉雪貞

木條紋圖 台中縣 葉雪貞

純香豆花包裝圖 台北市 劉勤興

輝璨2007 台北市 劉勤興

輝璨2006 台北市 劉勤興

天使圖 台北縣 葉雪貞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龍浩標誌圖 台中市 邸士第

露天湯仕女圖 台北市 徐建興

中山科學研究院航空研究所標章 台中市 吳宗達

廚師圖 彰化縣 林銘宗

長順茶廠 南投縣 葉雪貞

辦公用品周邊系列目錄圖集 高雄縣 石介昌

S5412壁燈 台北縣 易元傑

S5510壁燈 台北縣 易元傑

W1600M1壁燈 台北縣 易元傑

阿狗仔剪影圖 台北市 謝福順

阿狗仔 台北市 謝福順

阿狗仔之連續動作圖 台北市 謝福順

鉅農公司合鴨米目錄設計圖 宜蘭縣 邱吉均

電球リケット型螢光燈包裝盒設計圖(二) 宜蘭縣 邱吉均

電球リケット型螢光燈包裝盒設計圖(一) 宜蘭縣 邱吉均

百樂門藝術門窗目錄 台北縣 邱吉均

五線譜青蛙圖 台南市 劉冠志

關公 台南市 郭全河

愛的戰士設計圖 台南市 石介昌

金蘋果圖 台北市 許森林

青蘋果圖 台北市 許森林

紅蘋果圖 台北市 許森林

鑄造茶壺 台南市 李景鴻

火爐 台南市 李景鴻

波波猴 台北縣 劉勤興

小熊家族 台北縣 劉勤興

蜜蜂家族 台北縣 劉勤興

四結福德廟金土地公 台北市 劉勤興

心形寵物床 台北市 李世森

孫悟空卡通圖 台南市 李景鴻

弗萊德與小佩斯 台南市 李景鴻

擴音器 台北市 邱吉均

蓮花座圖 桃園縣 梁志堅

葉子圖 台北市 俞昌瑋

大樹圖 台北市 俞昌瑋

娃娃圖(一) 台北市 俞昌瑋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娃娃圖(二) 台北市 俞昌瑋

動物圖 嘉義縣 劉冠志

海鮮、禮物、花及樂器圖 嘉義縣 劉冠志

水果圖 嘉義縣 劉冠志

超級奶爸圖 台南縣 劉冠志

丁字褲阿扁 苗栗縣 彭朋深

大漢靈芝及圖 雲林縣 韓瑞杰

傑聲托兒所樂園 台北市 李世森

5827觀覽車 台北市 李世森

產品綜合型錄 台北市 楊俊朋

徐米苔鴨設計圖 台南市 石介昌

可愛動物圖 台北縣 白浩秦

卡通圖組合圖(一) 台中縣 洪良育

卡通圖組合圖(二) 台中縣 洪良育

十二星座圖形 台北縣 郭振祥

爐台圖 台中市 吳宗達

世威有限公司圖集 台北市 葉雪貞

阿敏師圖 台南縣 陳福興

靈芝圖 屏東縣 林進福

ITAI 鎖鏈圖 高雄市 陳麗卿

地球圖 台北縣 謝福順

筷子圖(三) 南投縣 葉雪貞

鮭魚圖 台北市 許森林

HUGESUN-1之包裝盒 台北縣 林淑靜

黛依爾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企業識別體 台中市 劉勤興

黛依爾標章識別體 台中市 劉勤興

歐堤美體美容化粧品美術商標 彰化縣 施永智

琪爾絲美體美容化粧品美術商標 彰化縣 施永智

隨意貼燈串 彰化縣 施永智

門花設計圖(七) 台北縣 周政榮

門花設計圖(八) 台北縣 周政榮

門花設計圖(九) 台北縣 周政榮

英侖貿易有限公司標章 台北市 謝顯榮

可愛動物設計圖 嘉義縣 吳文瑞

見將消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標章 苗栗縣 邱怡甄

李貞賢Leejung hyun海報設計圖 台北市 邱吉均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悌娜蘇Tina soo海報設計圖 台北市 邱吉均

影視傳達 台南市 郭全河

辣滷灣灣圖 彰化縣 林銘宗

時尚托鞋 台中縣 劉勤興

天悅珠跡 台北縣 劉勤興

高級嵌燈壽俱 苗栗市 彭朋深

水果圖 台北縣 謝福順

糖品包裝袋 台北市 陳麗卿

純天然豆之物包裝袋 台北市 陳麗卿

豆の物包裝袋 台北市 陳麗卿

茶窯杯形圖 台中市 葉雪貞

晶豆鼠 台中市 柯榮原

CD方式螺柱釘植焊機 台北縣 李世森

胸罩之調整背勾設計圖 台中縣 邱怡甄

象皇圖 屏東縣 楊欽堯

抱抱龍 台中縣 楊志凡

動力皮皮 台中縣 楊志凡

龍設計圖 台中縣 韓瑞杰

旗昌機械有限公司產品型錄 嘉義縣 楊俊朋

姓名十大星座圖集 台北市 簡志道

施比受有福慈光會標章圖 台北縣 白浩秦

布帶花紋圖 彰化縣 林銘宗

卡通圖 彰化縣 邸士第

自行車塗料設計圖 台中縣 邱怡甄

葫蘆系列圖形商標 彰化縣 施永智

先天後天八卦圖 高雄縣 葉雪貞

龍形藝術聖筊 雲林縣 葉雪貞

鰲躍龍騰 高雄縣 劉冠志

佳育圖 台中縣 楊志凡

炫風飛行棋遊戲圖 台南市 劉冠志

五方消災解厄保運悚文 台南市 郭全河

數位動力商標圖形 彰化縣 施永智

星座圖 台中市 林銘宗

聖凱莉食品紙盒結構造型 基隆市 施永智

漫畫醫生人物圖集 高雄市 邸士第

蕾絲8370 台南縣 石介昌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水世界行動電話外蓋 台北市 葉雪貞

具指北針之行動電話外蓋 台北市 葉雪貞

標章圖 香  港 黃永祿

包括野生枝幹及枝葉組構之藝術盆栽結構 台北市 周政榮

包裝設計圖 高雄市 李景鴻

蓮花圖 桃園縣 陳清鴻

舞蹈、藝文空間設計圖 台北市 陳清鴻

凡賽斯(白) 台北縣 張秀碧

水果 台北縣 張秀碧

凡賽斯(黑) 台北縣 張秀碧

咖啡籐 台北縣 張秀碧

牛家莊 台北縣 張秀碧

秋葉(紫) 台北縣 張秀碧

粉藍籐 台北縣 張秀碧

粉紅籐 台北縣 張秀碧

豬吉祥寶寶 屏東縣 林進福

具伸縮調整之胸罩結構設計圖 台中縣 邱怡甄

百花圖 高雄縣 葉雪貞

兄弟熊 雲林縣 楊俊雄

輝璨2008 台北市 劉勤興

店小二圖 台北縣 李世森

牛家莊(爸) 台北縣 張秀碧

牛家莊(媽) 台北縣 張秀碧

化妝品分區設計圖 台南縣 林宗文

三叔公綠茶糕包裝盒 台北縣 陳麗卿

方格圖案設計圖(一) 台北縣 陳麗卿

方格圖案設計圖(二) 台北縣 陳麗卿

方格圖案設計圖(三) 台北縣 陳麗卿

方格圖案設計圖(四) 台北縣 陳麗卿

誘36.5perfect及圖 台中市 葉雪貞

微笑圖 花蓮縣 許森林

synthetic 標籤設計 台北市 韓瑞杰

奔馳 台北縣 張秀碧

太陽圖 桃園縣 謝福順

龍鳳呈祥桌上型屏風 台南縣 李景鴻

小丑圖 高雄縣 楊欽堯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鮑魚包裝圖 高雄市 李景鴻

麒麟 台中縣 張登欽

電鍍水桶 台北市 李世森

上波紋大水桶 台北市 李世森

傾卸車玩具 台北市 李世森

手推車玩具 台北市 李世森

輝璨2009 台北市 劉勤興

甘味梅圖騰 桃園縣 許月娥

城市領航員 台中市 段中怡

婆婆圖 高雄市 李景鴻

美術著作(power jangun)設計圖 彰化縣 謝恩豪

藍玉珠之標章 台中縣 邱怡甄

元豪小天使 台中市 柯榮原

夢幻運動 台中市 柯榮原

大霖公司設計圖 台南市 林宗文

三角淨爐 台南縣 李景鴻

文具採購指南 高雄縣 李景鴻

DYNAMIC PLUS 包裝盒 台北縣 林淑靜

心型紙夾 台北縣 鄭聰敏

黑鮪魚 屏東縣 郭全河

SWEET牛仔口袋加鋁片圖 台南縣 梁志堅

牛仔口袋雙心繡花圖 台南縣 梁志堅

三叔公綠茶糕外盒圖樣 台北縣 陳麗卿

天然素材美容風之設計圖 彰化縣 邱怡甄

佳聯國際開發股份有公司之標章 台中市 邱怡甄

LTES之設計圖 台中市 邱怡甄

光碟片封面設計圖 台南市 李景鴻

衝鋒獸(一) 台中縣 葉雪貞

衝鋒獸(二) 台中縣 葉雪貞

CAR ALARM之包裝盒 台北縣 林淑靜

山藥手工拉麵包裝盒 彰化縣 邸士第

山藥粿條包裝盒 彰化縣 邸士第

松鶴圖 雲林縣 楊俊朋

妙纖甲殼素膠囊包裝盒設計圖 台中市 韓瑞杰

企鵝圖 台北市 謝福順

時髦女休旅鞋底 台北縣 陳麗卿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時髦男休旅鞋底 台北縣 陳麗卿

大麥龍卡通圖 台中市 葉雪貞

逆滲透純水機型錄 台中縣 余秀霞

沐浴器型錄 台中縣 余秀霞

祥貓 彰化縣 郭振祥

金貓 彰化縣 郭振祥

動物圖形 彰化市 柯榮原

闕世洋之標章 台北市 邱怡甄

旺麟之標章 台中縣 邱怡甄

友賓包裝設計圖(82) 台南市 劉冠志

猴圖 台南縣 劉冠志

阮耶排骨是香貢貢設計圖 高雄縣 唐己立

阮耶雞腿是貢貢香設計圖 高雄縣 唐己立

鎖邊提針花 台北市 鄭聰敏

刺繡L0318 台南縣 石介昌

曜琳圖(一) 台中縣 蔡奇洲

曜琳圖(二) 台中縣 蔡奇洲

曜琳圖(三) 台中縣 蔡奇洲

宋允LOGO 台中縣 蔡志忠

草莓家族畫冊(一) 台北縣 謝福順

美女圖 台中市 羅干城

友賓包裝設計圖(83) 台南市 劉冠志

包裝袋設計圖(一) 台北市 楊志凡

包裝袋設計圖(二) 台北市 楊志凡

包裝袋設計圖(三) 台北市 楊志凡

極樂世界福祿延壽 台北縣 潘孟翠

九龍爐 台北縣 陳麗卿

腰椎保護帶 彰化縣 邸士第

五星上醬包裝圖 台北縣 謝福順

帆船圖 桃園縣 林銘宗

緯聖公司圖(一) 台中縣 葉雪貞

題陞企業有限公司標章 新竹市 林迪生

鴨、馬、汽車 嘉義縣 劉冠志

長順茶行  茶仙子圖形 南投縣 葉雪貞

淘氣小兄妹圖 高雄市 葉雪貞

阡嶺及龍圖 台中縣 邱怡甄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台灣圖 台南縣 郭全河

台灣蝴蝶圖 台南縣 郭全河

葉片圖 台南縣 劉冠志

大肚鳥 台北縣 劉勤興

髮皇卡門KARE MEON 定型液包裝圖 屏東市 李景鴻

拳擊狗 台中縣 楊志凡

寶貝天使 台中縣 楊志凡

3261鳴笛 台北市 李世森

3262手搖鈴 台北市 李世森

3263手搖鈴 台北市 李世森

3271造型吊飾 台北市 李世森

富貴雙喜圖 台中市 葉雪貞

櫻花蝦圖 屏東縣 林進福

何素燕之標章 苗栗縣 邱怡甄

剎車輔助器包裝盒設計圖 台中市 韓瑞杰

五形八畫創作全貌 台北縣 許森林

水族圖形 高雄市 陳福興

犀牛名家手套 彰化市 邸士第

聖誕系列(一) 台北縣 李世森

萬聖節系列(一) 台北縣 李世森

鷹圖 台南縣 劉冠志

鹿角酒瓶塞 台北市 劉勤興

束腹帶 彰化縣 邸士第

金春 彰化縣 鄭聰敏

慕亞斯系列 彰化縣 鄭聰敏

紅螞蟻卡通圖 台北縣 陳麗卿

二結紅燒羊肉爐 宜蘭縣 梁武銘

阿三哥圖 彰化縣 周翠蘋

宙源生活科技設計圖 台南市 林宗文

龍鳳呈祥圖 台中縣 蔡順鑫

龍鳳呈祥排列圖 台中縣 蔡順鑫

IRON VIPER設計圖 台中市 柯榮原

魔力點子圖(一) 台南縣 劉冠志

魔力點子圖(一) 台南縣 劉冠志

傻象圖 屏東縣 楊欽堯

哈利波特魔法蛋包裝設計圖 高雄縣 石介昌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雲香蛋包裝設計圖 高雄縣 石介昌

林義郎標章 台中縣 葉雪貞

洪福星標章 台北縣 徐建興

竹簡圖 台中市 吳宗達

茶壺 台中市 葉雪貞

es設計圖 彰化縣 洪良育

23數字設計圖 彰化縣 洪良育

叩答恩光圖 台中縣 葉雪貞

貴財丁圖 台中縣 葉雪貞

鮮力蛋 彰化縣 陳清田

藥盒形狀 台北市 郭振祥

茶中寶 彰化縣 鄭聰敏

彌勒賜生彌勒果 花蓮縣 許森林

囍帖圖集 台北縣 簡志道

吉祥獻寶圖 高雄市 陳麗卿

吉祥獻瑞圖 高雄市 陳麗卿

招財如意圖 高雄市 陳麗卿

運動器材貼紙 邸士第

林義郎標章圖(一) 台中縣 葉雪貞

台大通運 蔡奇洲

素小熊設計圖 台北縣 謝顯榮

肚筆娃娃 台北縣 劉勤興

甜心小熊設計圖 台北縣 謝顯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