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伏羲六十四卦圓圖與太極拳的關係圖 台北市 梁志堅

紳士豬圖形 台中縣 陳宗仁

莓莓 台南市 林宗文

松竹梅蘭菊五君子圖 台北市 梁志堅

心形設計圖 苗栗縣 黃振桐

2006~2007產品年鑑 台中市 柯榮原

mimio網頁著作權 台北縣 林祈松

柚子茶標籤 台北縣 劉勤興

辣椒粉包裝袋 台北縣 劉勤興

晨思 南投縣 吳宗達

無我禪師系列 台北市 李世森

建新米 彰化縣 黃旭進

布面圖案設計圖 台北市 邱吉均

超人圖 高雄市 楊欽堯

林素芬設計圖 台中市 葉雪貞

鹼性鈣離子電解水機 台中縣 余秀霞

面紙盒 高雄市 林進福

設計圖 台中縣 陳宗仁

鈦空科技SPACE-TEK. CO., LTD.及圖 桃園縣 邱怡甄

迴旋鏢設計圖 台南縣 石介昌

金絲美容流程圖 台中市 韓瑞杰

新富櫻桃圖 台中市 林鐘靈

隱形眼鏡旅行盒 彰化縣 鄭聰敏

鞋底、鞋邊、鞋面系列 台南市 黃永祿

愚公及圖(一) 台中縣 陳宗仁

愚公及圖(二) 台中縣 陳宗仁

愚公及圖(三) 台中縣 陳宗仁

靈芝圖 台中縣 陳宗仁

名威娃娃 彰化縣 邱怡甄

古典飾物 台中縣 柯榮原

Taro's Adventure 台北市 謝顯榮

超基因奈米組盒 台北縣 謝顯榮

小痞蝦圖 台南縣、南投縣 林進福

新舒 台中市 吳宗達

禾發 彰化縣、南投縣 吳宗達

能量 台南縣、南投縣 吳宗達

潛能 南投縣、台中市 吳宗達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夾腳草鞋 南投縣 韓瑞杰

拖式草鞋 南投縣 韓瑞杰

花生小蔴糬包裝袋 台北縣 陳麗卿

栗子小蔴糬包裝袋 台北縣 陳麗卿

芝蔴小蔴糬包裝袋 台北縣 陳麗卿

敬神橋燈燈罩飾片 彰化縣 黃丁城

三皇三家設計圖 台南市 林宗文

招財進寶圖 台中市 蔡奇洲

蓮花塔 高雄縣 盧宗輝

一派自然設計圖 台南市 唐己立

飾片(一) 高雄縣 楊欽堯

飾片(二) 高雄縣 楊欽堯

熊圖 彰化縣 黃旭進

小南老蘇設計圖 台南市 林宗文

斗笠設計圖 彰化縣 黃旭進

美術著作之平面美術工藝品 高雄市 李德安

信宏寶寶 彰化縣 鄭聰敏

祭祀用金紙包裝盒 彰化縣 鄭聰敏

双e連鎖設計圖 高雄市 陳麗卿

絲瓜姑娘 彰化縣 邱怡甄

絲瓜美女 彰化縣 邱怡甄

陳浩然之著作 台北縣 邱怡甄

迷彩圖集 台南縣 葉雪貞

圖像創作集 台南縣 葉雪貞

探針卡訂購暨生產相關文件 新竹縣 謝先玲

天鵝圖 台南縣 吳文瑞

福氣寶寶 南投縣 謝福順

超高密度3D立體織法 彰化縣 黃旭進

河馬圖 台南縣 黃永祿

十二生肖文字設計圖 台南市 蔡燕明

標示 彰化縣 鄭聰敏

學習程律定式論  美術著作 台中縣 施永智

明岡製茶罐底設計圖 台中縣 韓瑞杰

熊本燒 基隆市 李宜桓

莎木妮圖 台北縣 梁志堅

傑杰皮飾花邊圖 高雄市 陳麗卿

勝利鴨花紋圖 高雄市 陳麗卿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Kelly娃娃圖 高雄市 楊欽堯

CoCo Bear 台北縣 劉勤興

Browny Bear 台北縣 劉勤興

Cool Bear 台北縣 劉勤興

林師父製作脆皮烤饅頭圖 台南縣 唐己立

飲水機螢幕顯示畫面 台中市 陳宗仁

蝶影花圖 台北縣 白浩秦

文昌聖金圖 台中縣 蔡順鑫

純羊乳雪糕 南投縣 黃旭進

長尾鳥徽章圖樣 台北市 俞昌瑋

皇室徽章圖樣 台北市 俞昌瑋

內外圓磨機對話式視窗介面佈局 台中市 黃振桐

光流冥想圖 南投縣 黃振桐

瑞泰布料圖形集(二) 桃園縣 葉雪貞

康護寧設計圖 台中市 林鐘靈

向日葵花圖(一) 台北市 許森林

向日葵花圖(二) 台北市 許森林

天心印記 台中市 柯榮原

克萊兒圖 台中市 葉雪貞

尊重生命．再造生機 南投縣 鄭茖敏

珍寶 雲林縣 吳宗達

豐收 雲林縣 吳宗達

歐雅 雲林縣 吳宗達

展現 雲林縣 吳宗達

動感小子 彰化縣 鄭聰敏

漂亮妹妹 彰化縣 鄭聰敏

設計圖(彩色) 新竹市 林志雄

宸泓著作(一) 台中市 邱怡甄

宸泓著作(二) 台中市 邱怡甄

宸泓著作(三) 台中市 邱怡甄

宸泓著作(四) 台中市 邱怡甄

宸泓著作(五) 台中市 邱怡甄

元強地板圖形著作 台中市 林祈松

APRIL NA NA著作權 台中市 林祈松

蓮花壽桃塔 高雄縣 盧宗輝

雲彩書法之「醉歌」 宜蘭縣 陳麗卿

麗嬰房股份有限公司(象寶寶圖) 台北市 徐建興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道之圖 南投縣 林鐘靈

皮克家族圖 台中市 葉雪貞

「幸運稻好運米」包裝設計圖 苗栗縣 許森林

錢來運轉圖 台北縣 謝福順

建構式連貫巧藝設計圖 台中縣 韓瑞杰

蕈優鮮菇圖 彰化縣 黃丁城

貼心寶寶 台北市 李紫瑜

牛仔仔連環圖 台中市 葉雪貞

刺繡26620 台南縣 石介昌

刺繡34180 台南縣 石介昌

刺繡D/34180A 台南縣 石介昌

宸泓著作(六) 台中市 邱怡甄

矩形碎花圖形 台北縣 戴文華

螺旋碎花圖形 台北縣 戴文華

鮮蝦片包裝袋設計圖 台北市 石介昌

小貓圖 桃園市 葉雪貞

車身彩繪圖 台中市 邱素英

圓點設計圖 台南縣 劉冠志

林素芬設計圖(一) 台中市 葉雪貞

牛奶糖包裝設計圖 台南市 劉冠志

友賓包裝設計圖(131) 台南市 劉冠志

友賓包裝設計圖(132) 台南市 劉冠志

友賓包裝設計圖(133) 台南市 劉冠志

友賓包裝設計圖(134) 台南市 劉冠志

熊圖 高雄市 林進福

仙猴獻壽圖 高雄市 林進福

布拉格女人 雲林縣 謝福順

宸泓著作(七) 台中市 邱怡甄

宸泓著作(八) 台中市 邱怡甄

宸泓著作(九) 台中市 邱怡甄

宸泓著作(十) 台中市 邱怡甄

宸泓著作(十一) 台中市 邱怡甄

火焰圖 基隆市 陳麗卿

財運旺旺來之城隍爺群像(立體) 台北縣 林祈松

財運旺旺來之城隍爺群像(平面) 台北縣 林祈松

金線蓮及背景的設計圖 台中市 黃振桐

蕃薯薄餅圖 台北市 陳麗卿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鮮奶薄餅圖 台北市 陳麗卿

蔬菜薄餅圖 台北市 陳麗卿

漢堡QQ糖圖 台北縣 陳麗卿

漢堡糖 台北縣 陳麗卿

蓮花圖 台北縣 葉雪貞

ma ru ko娃娃 台中市 葉雪貞

產品標貼 高雄縣 蔡燕明

包裝盒 桃園市 許月娥

美術著作(集) 台南縣 葉雪貞

古代甲骨文 彰化市 周翠蘋

設計圖(彩色) 新竹市 林志雄

貴金屬用坩鍋 台中市 葉雪貞

「孔雀開屏」甲種防火鑄鋁防暴門 台北縣 林淑靜

「風化木」甲種防火鋼木防暴門 台北縣 林淑靜

「新幹線」甲種防火鑄鋁防暴門；甲種防火鋼木防暴門 台北縣 林淑靜

「門中門」甲種防火鋼木防暴門 台北縣 林淑靜

「水波紋」甲種防火鋼木防暴門 台北縣 林淑靜

「喜緣」甲種防火鋼木防暴門；甲種防火鑄鋁防暴門 台北縣 林淑靜

「古典」甲種防火鑄鋁防暴門；甲種防火鋼木防暴門 台北縣 林淑靜

「風格」甲種防火鋼木防暴門 台北縣 林淑靜

「縱橫天下」甲種防火鋼木防暴門 台北縣 林淑靜

「行雲流水」甲種防火鑄鋁防暴門 台北縣 林淑靜

「雲翼」甲種防火鑄鋁防暴門 台北縣 林淑靜

不搗蛋家族 高雄市 林進福

不搗蛋男孩與女孩 高雄市 林進福

灰熊圖 台中市 葉雪貞

辛格瑪對話式無心磨床規格書暨操作說明 台中市 黃振桐

時尚仕女圖 台中市 葉雪貞

古典織帶圖 台中市 邸士第

草莓優格圖 苗栗縣 葉雪貞

草莓酒圖 苗栗縣 葉雪貞

草莓冰淇淋圖 苗栗縣 葉雪貞

水杯地球圖 台北市 謝顯榮

動物圖一 屏東市 邱素英

動物圖二 屏東市 邱素英

企鵝與騎士 桃園縣 陳文江

大龍牌粉絲圖 台中市 葉雪貞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溫士頓女孩圖 台南縣 唐己立

鮮彩魚 台南縣 陳福興

棉花糖家族系列 台南市 唐己立

五福臨門 台北縣 林淑靜

福峰首選陳高 彰化縣 黃丁城

行動硬碟 台北市 林祈松

肉株式會社 ZOO Ltd. 多吉 DOGGY 台北市 徐建興

晶璽同心圖 台南市 郭全河

大明轉盤圖 台南市 郭全河

大日之光圖 台南市 郭全河

真幸福圖 台南市 郭全河

真美滿圖 台南市 郭全河

太陽設計圖 桃園縣 邱怡甄

辣豆瓣豆腐乳包裝設計 台北縣 李紫瑜

芋頭豆腐乳包裝設計 台北縣 李紫瑜

紅麴豆腐乳包裝設計 台北縣 李紫瑜

陶藝村模型 台北縣 許月娥

林口新市鎮重劃區詳圖 台北縣 陳麗卿

壽司米 彰化縣 黃旭進

商品包裝設計圖 屏東縣 蔡燕明

Broadway NEW YORK STYLE DELI 及圖 台中市 黃振桐

「好の米」包裝系列圖冊 苗栗縣 許森林

西螺大橋風情 雲林縣 李宜桓

鞋底、鞋邊、鞋面系列 台南市 黃永祿

昆布味源包裝盒 台北市 陳麗卿

貼紙設計圖 桃園縣 謝顯榮

龍象王 台北市 謝顯榮

女王蜂 台北縣 許月娥

十二生肖圖集 苗栗市 黃子南

球娃圖 苗栗市 黃子南

東方日月天聖母圖像 台北縣 周政榮

Yes I do設計圖樣(一) 台北市 李紫瑜

Yes I do設計圖樣(二) 台北市 李紫瑜

酋長阿烈圖 台中市 簡楠勳

各國國旗運動精神刹車塊圖 彰化縣 黃旭進

囍字圖 台北市 許森林

台灣之寶小(米麻)糬(傳香美味) 台北縣 李紫瑜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台灣之寶小(米麻)糬(東方養生) 台北縣 李紫瑜

台灣之寶小(米麻)糬(果香四季) 台北縣 李紫瑜

天心佛語(三) 台中市 柯榮原

中龍設計圖 南投縣 許森林

SUNRISE DAY COFFEE 包裝袋 台北市 陳麗卿

劍道吉祥物 台北縣 徐建興

萬步寶島行設計圖 台北市 黃子南

荷花圖 台北縣 黃子南

蕾絲9106 台南縣 石介昌

CH錦鋐標章 台北縣 許森林

友賓包裝設計圖(135) 台南市 劉冠志

友賓包裝設計圖(136) 台南市 劉冠志

友賓包裝設計圖(137) 台南市 劉冠志

友賓包裝設計圖(138) 台南市 劉冠志

友賓包裝設計圖(139) 台南市 劉冠志

友賓包裝設計圖(140) 台南市 劉冠志

蝦子 台南縣 劉冠志

螃蟹 台南縣 劉冠志

八仙楹聯 台南縣 唐己立

金法輪卍圖 彰化縣 葉雪貞

李元耀之美術著作 桃園縣 邱怡甄

產品簡介圖 彰化縣 黃丁城

鞋面花紋圖(二十) 台南縣 葉雪貞

QUNIX 優仕美髮用剪刀．打薄剪操作程序圖 台北市 陳麗卿

頭偶美術著作集 台南市 葉雪貞

KHS吉祥物設計圖 台北縣 葉雪貞

條紋加大小圓點圖 台北市 劉勤興

編織條紋圖 台北市 劉勤興

交通安全圖 高雄市 楊欽堯

孩童雙人組 嘉義市 黃永祿

友賓包裝設計圖(141) 台南市 劉冠志

友賓包裝設計圖(142) 台南市 劉冠志

友賓包裝設計圖(143) 台南市 劉冠志

友賓包裝設計圖(144) 台南市 劉冠志

友賓包裝設計圖(145) 台南市 劉冠志

友賓包裝設計圖(146) 台南市 劉冠志

友賓包裝設計圖(147) 台南市 劉冠志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友賓包裝設計圖(148) 台南市 劉冠志

友賓包裝設計圖(149) 台南市 劉冠志

友賓包裝設計圖(150) 台南市 劉冠志

友賓包裝設計圖(151) 台南市 劉冠志

狗 台南市 劉冠志

林素芬設計圖(二) 台中市 葉雪貞

壁板花紋圖 台南縣 郭全河

Surveillance System 外包裝盒(combo card) 台北市 謝宗穎

Surveillance System 外包裝盒 台北市 謝宗穎

軟體光碟封面 台北市 謝宗穎

GeoVision商標設計圖 台北市 謝宗穎

防偽雷射標籤 台北市 謝宗穎

軟體光碟封面2005年新版 台北市 謝宗穎

仕女圖 高雄市 楊欽堯

素馨花圖 高雄市 楊欽堯

友賓包裝設計圖(152) 台南市 劉冠志

老鷹圖 台北市 葉雪貞

茶の道．茶會友茶巾設計圖 台中縣 葉雪貞

茶．惜緣茶巾設計圖 台中縣 葉雪貞

恐龍 桃園縣 簡志道

佛像圖 高雄縣 謝福順

紙杯圖 彰化縣 邱素英

五福金香行蝙蝠標章圖 高雄縣 盧宗輝

恰好香香豆包裝設計圖 高雄縣 盧宗輝

陽昇4104*圖 台中市 林鐘靈

正河源吉祥物圖 台中縣 葉雪貞

熊貓玩偶圖集 台中市 韓瑞杰

900Cafe 設計圖(一) 台南市 陳福興

900Cafe 設計圖(二) 台南市 陳福興

包裝彩盒 彰化縣 黃丁城

NATURE PARTY 台北市 徐建興

8S設計圖 台北市 葉雪貞

微笑太陽設計圖 高雄縣 楊欽堯

黃金瓢蟲 高雄市 林進福

草莓圖 高雄市 林進福

雪人圖 高雄市 林進福

甜蜜雙豬 高雄市 林進福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汽車圖 高雄市 林進福

神氣小豬圖樣 台北市 俞昌瑋

動物圖(三) 屏東縣 邱素英

布花GF673 台北市 邱素英

嫦娥奔月圖 台中市 葉雪貞

雨揚開運福祿圖 台北市 陳麗卿

大佛 高雄縣 陳福興

荷花圖 台北市 葉雪貞

方U門花 南投縣 吳宗達

方圓門花 南投縣 吳宗達

方瓶門花 南投縣 吳宗達

方A門花 南投縣 吳宗達

明日之星 1.福建省 2.南投縣 3.台北縣 吳宗達

古龍盤鼎 1.福建省 2.南投縣 3.台北縣 吳宗達

龍展 1.福建省 2.南投縣 3.台北縣 吳宗達

步上層峰 1.福建省 2.南投縣 3.台北縣 吳宗達

金絲龍段 1.福建省 2.南投縣 3.台北縣 吳宗達

端莊 1.福建省 2.南投縣 3.台北縣 吳宗達

干邑 1.福建省 2.南投縣 3.台北縣 吳宗達

交流 1.福建省 2.南投縣 3.台北縣 吳宗達

累積 1.福建省 2.南投縣 3.台北縣 吳宗達

誕星 1.福建省 2.南投縣 3.台北縣 吳宗達

招財進寶 桃園縣 吳宗達

鶴彩 桃園縣 吳宗達

木竹簾型錄 台北市 李孝萍

小白兔與熊 金門縣 邱素英

爸爸與兒子 金門縣 邱素英

不雅帥哥與美女 金門縣 邱素英

粉碎系統示意圖 台南縣 陳福興

哈特兄弟熊 台南市 唐己立

立威奶貓 台南市 唐己立

立威奶豬 台南市 唐己立

立威奶牛 台南市 唐己立

立威奶狗 台南市 唐己立

絲瓜絡工藝品 台中市 韓瑞杰

拼布花園 patchworkgarden 台北縣 徐建興

通天玉令 台中市 柯榮原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宸泓著作(十二) 台中市 邱怡甄

宸泓著作(十三) 台中市 邱怡甄

宸泓著作(十四) 台中市 邱怡甄

太極蓮花集 台南縣 葉雪貞

桌布圖集 台南縣 葉雪貞

昂里公司標誌onlygo及吉祥物巴吉度 台北縣 徐建興

玻璃瓶 新竹市 陳文江

采紋Q圖形 台南市 唐己立

宗教著作集(四) 台南縣 葉雪貞

宗教著作集(三) 台南縣 葉雪貞

宗教著作集(二) 台南縣 葉雪貞

富貴長虹 台南市 郭全河

蝴蝶 台中市 邸士第

火鍋王朝詩句 台北縣 李紫瑜

花椰寶寶 高雄市 林進福

福泉三色布丁寶寶 台南縣 石介昌

淋浴圖 台北市 謝顯榮

3kg紅心甘藷紙箱 台北縣 許月娥

陳年金桔圖 桃園縣 林正吉

女人圖 台南市 黃永祿

褲花圖(十七) 彰化縣 柯榮原

褲花圖(十八) 彰化縣 柯榮原

褲花圖(十九) 彰化縣 柯榮原

褲花圖(二十) 彰化縣 柯榮原

褲花圖(二十一) 彰化縣 柯榮原

褲花圖(二十二) 彰化縣 柯榮原

褲花圖(二十三) 彰化縣 柯榮原

褲花圖(二十四) 彰化縣 柯榮原

褲花圖(二十五) 彰化縣 柯榮原

創意肢動 台中市 蔡順鑫

高腳涼亭(一) 苗栗縣 邱怡甄

高腳涼亭(二) 苗栗縣 邱怡甄

7機一體RO逆滲透純水機 竹炭礦泉機型錄 台中縣 余秀霞

鹼性電解三溫飲水機型錄 台中縣 余秀霞

XL-600A XL-300A XL-300B年度最佳商業用中型RO機 台中縣 余秀霞

鹼性電解水機型錄 台中縣 余秀霞

陳寶麟之標章(四) 南投市 邱怡甄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台利產品包裝袋 雲林縣 陳俊文

牛寶寶圖 彰化縣 黃旭進

酒釀豆腐乳包裝設計 台北縣 李紫瑜

味噌辣豆瓣醬包裝設計 台北縣 李紫瑜

Beauty4u 桃園市 陳憲騰

褲花圖(二十六) 彰化縣 柯榮原

褲花圖(二十七) 彰化縣 柯榮原

褲花圖(二十八) 彰化縣 柯榮原

褲花圖(二十九) 彰化縣 柯榮原

褲花圖(三十) 彰化縣 柯榮原

褲花圖(三十一) 彰化縣 柯榮原

天花板圖樣 彰化縣 陳宗仁

恐龍設計圖 高雄市 蔡燕明

天官賜福五路進財圖 高雄市 陳麗卿

逸群圖書財神發財靈符(一)(二) 彰化縣 施永智

豬系列圖 台南市 劉聰吉

包裝袋容器 台北縣 謝顯榮

宗建菜瓜布包裝袋 雲林縣 陳俊文

12生肖設計及圖 高雄縣 蔡燕明

紋路圖 台北縣 謝福順

紋路圖(一) 台北縣 謝福順

紋路圖(二) 台北縣 謝福順

紋路圖(三) 台北縣 謝福順

紋路圖(四) 台北縣 謝福順

具凸紋之衛生用紙圖樣 彰化縣 陳宗仁

具凸紋之衛生用紙圖樣 彰化縣 陳宗仁

GOZOT 圖樣 台北市 俞昌瑋

趴趴豬家族系列 台南市 邱素英

雙e連鎖圖 高雄市 陳麗卿

雙龍圖 台南市 楊欽堯

media gamer設計圖 台北市 黃子南

耶力王設計圖 彰化縣 黃旭進

彰化福德宮宮徽圖 彰化市 段中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