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盧崑永地理羅經盤 彰化縣 盧崑永

悲歡歲月 台中市 黃淑芬

蝴蝶花圖 台北市 謝福順

K.K音標拼音板 嘉義縣 黃淑芬

產品保證圖形設計 台北市 謝顯榮

三孔星星 彰化縣 鄭聰敏

三孔月亮 彰化縣 鄭聰敏

三孔太陽 彰化縣 鄭聰敏

紅塵防蟲劑包裝盒圖 高雄市 劉紘學.楊欽堯

可愛小狗圖 苗栗縣 陳清泉

可愛小熊圖 苗栗縣 陳清泉

蘭花圖 高雄市 劉紘學.楊欽堯

水果圖 台北縣 劉冠志

梅花 台南市 郭全河

彌勒佛 屏東縣 郭全河

長命百歲膠囊 彰化縣 陳福興

採果樂圖 南投縣 王文正

元泰圖 台中縣 蔡奇洲

今日滿財圖 台中市 蔡奇洲

Sunfish設計圖 台中市 新天地

Sky Water目錄 台中縣 金天水

超省水大師目錄 台中縣 金天水

蓮花圖 台北市 謝顯榮

蜂蜜檀香系列包裝設計圖 台北市 謝顯榮

八卦六神斷法 台北市 林進來

動物鍵盤圖 台南市 劉冠志

GBM游泳池瓷磚 台北市 忻芃企業

箭頭指示圖 台南市 劉冠志

欣蒂熊圖 高雄市 劉紘學 楊欽堯

兔帽娃娃圖 高雄市 劉紘學 楊欽堯

鯉魚 新竹縣 吳玉川

Bully bike 設計圖 台中市 龍翔

Bully 骷髏設計圖 台中市 龍翔

OK吉祥物圖 彰化縣 蔡順鑫

MIKO及圖 彰化縣 蔡順鑫

貞觀盛世圖 台中縣 蔡順鑫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電腦神童設計圖 桃園縣 謝福順

CASBER科百電腦設計圖 桃園縣 謝福順

貓與蝴蝶 台南市 林宗文

一勤才藝學園美術圖形設計 彰化縣 施永智

能量星座圖 台中縣 張登欽

佳華圖 南投市 張登欽

足球王II代 桃園市 梁美娟

足球瑪莉 桃園市 梁美娟

雙龍豹 桃園市 梁美娟

火車瑪莉 桃園市 梁美娟

水果 桃園市 林祈松

平劇皮影戲 桃園市 林祈松

神鷹 桃園市 林祈松

金元寶 桃園市 林祈松

神豹 桃園市 林祈松

紅流星 台中市 張春泉

精靈星 台中市 張春泉

五路財神爺設計圖 花蓮縣 謝福順

金盆元寶設計圖 台北縣 謝福順

雙人圖 台南市 李景鴻

貓圖 台北市 林雪立

Gunfight手槍圖 台北縣 林建忠

Mu LAN 騎馬圖 台北縣 蔡順鑫

玻璃六角杯 苗栗縣 施文銓

幽浮 彰化市 陳中和

馬到成功 苗栗縣 柯榮原

鮭魚板燒圖 高雄縣 劉紘學 楊欽堯

台中慈龍宮五狼陣及圖 台中市 張永豐

宇宙天龍星座 桃園縣 徐建興

名仕雙層輕便刀包裝圖 高雄市 劉紘學 楊欽堯

Fuel Filter 包裝盒設計圖 台南縣 旻鎰企業

藝兒紅標章圖 台南市 林宗文

花貓圖 彰化縣 謝福順

老鼠圖 彰化縣 謝福順

貓咪圖(一) 彰化縣 蔡奇洲

貓咪圖(二) 彰化縣 蔡奇洲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龍 屏東縣 郭全河

財神(一) 屏東縣 郭全河

關公 屏東縣 郭全河

卡通圖(三) 彰化縣 邸士第

卡通圖(四) 彰化縣 邸士第

機車涼墊花紋 高雄市 李景鴻

伯斯岩燒美術設計商標 台中縣 施永智

陳鴻基醫院美術圖形設計 台中縣 施永智

可愛卡通圖(一) 彰化縣 蔡奇洲

瑪麗牌紅毛丹鳳梨圖 台北市 徐建興

天上聖母圖 台中縣 蔡順鑫

觀音佛祖圖 台中縣 蔡順鑫

雙龍銜錢圖 苗栗縣 陳明宏

太陽魚設計圖 台中市 新天地

百花圖(一) 桃園縣 謝顯榮

百花圖(二) 桃園縣 謝顯榮

漢方圖 高雄市 劉紘學 楊欽堯

佛道輪迴圖 高雄市 林進福

都會廚房圖 台中市 林鐘靈

蓮花圖 台南縣 陳福興

可愛卡通圖(二) 彰化縣 蔡奇洲

可愛卡通圖(三) 彰化縣 蔡奇洲

2000年杝圖座 台北市 林雪立

鷹頭機車 彰化市 鄭聰敏

鮑魚罐頭包裝圖 台北市 謝福順

厚利旺設計圖 台北縣 陳清鴻

地寶金設計圖 台北縣 廖德鋒

天寶金設計圖 台北縣 廖德鋒

天寶金設計圖 台北縣 廖德鋒

天寶金設計圖 台北縣 廖德鋒

地寶金設計圖 台北縣 廖德鋒

地寶金設計圖 台北縣 廖德鋒

冥寶金設計圖 台北縣 廖德鋒

冥寶金設計圖 台北縣 廖德鋒

冥寶金設計圖 台北縣 廖德鋒

遊戲機面版圖 彰化縣 邸士第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中華民國購物中心發展協會標章 台北市 謝顯榮

AB POLLOW健身器包裝盒設計(一) 桃園市 謝顯榮

AB POLLOW健身器包裝盒設計(二) 桃園市 謝顯榮

雅晨工業新型帶骨輾肉機圖形構造設計 彰化縣 施永智

彰冠精股份有限公司產品目錄 彰化縣 施永智

聖凱莉美容機構美術設計商標 彰化縣 施永智

中國堪輿推廣協會 良宅應機門 台北市 林進來

鴨設計圖 台中市 許森林

滑板熊 彰化縣 吳宗達

可愛貓 彰化縣 吳宗達

畫畫兔 彰化縣 吳宗達

人馬射箭圖 彰化縣 洪良育

鴛鴦蓮花圖 台中市 葉雪貞

麻糬熊 台北縣 謝福順

飛機 台北市 林雪立

卡通圖 彰化縣 邸士第

H設計圖 台南市 李景鴻

趙善楷形象設計圖 嘉義縣 蔡志忠

小懶熊 台中縣 林宗文

毛蟹圖 台中市 劉炳榮

永盛明企業美術圖形 彰化縣 施永智

媽祖圖 高雄市 李景鴻

扁字設計圖 台北縣 謝福順

武聖神關帝君圖 台北市 楊志凡

賴瑞祥標章圖(一) 台南縣 林宗文

賴瑞祥標章圖(二) 台南縣 林宗文

錨徽 台南縣 劉冠志

西施戲蝶圖 台南縣 陳福興

快樂用餐圖 台北縣 謝顯榮

農婦圖 彰化市 利台化學

窈窕曲線圖 台中市 陳進財

A Bina設計圖(一) 台北縣 謝福順

A Bina設計圖(二) 台北縣 謝福順

蝴蝶圖 台南市 林宗文

七葉蘭 彰化縣 鄭聰敏

海灘椰子樹 彰化縣 鄭聰敏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麻糬熊家族 台北縣 謝福順

伽暐設計圖(A) 台北縣 陳清鴻

伽暐設計圖(B) 台北縣 陳清鴻

福德正神 雲林縣 鄭聰敏

五路財神 雲林縣 鄭聰敏

康索與克林米 台中市 江美惠

盤龍 屏東縣 郭全河

吉祥物圖形 台北縣 謝顯榮

紙製餐盤花紋圖 台南縣 李景鴻

紙製餐盤成形前之花紋圖 台南縣 李景鴻

五路財神寶衣圖 花蓮縣 謝福順

香水花包裝盒 彰化縣 邸士第

包裝盒 彰化縣 邸士第

扁字設計圖(一) 台北縣 謝福順

扁字設計圖(二) 台北縣 謝福順

海洋世界 彰化縣 鄭聰敏

BIANCO 娃娃圖 台北市 徐建興

小雞圖 台北市 劉勤興

夢幻圖 台北縣 劉冠志

財源甕 彰化縣 鄭聰敏

志文杯 苗栗縣 施文銓

夢幻空間 台中縣 陳中和

香腸調味料圖 彰化縣 邸士第

鱷魚張嘴圖 彰化市 洪良育

鴕鳥圖 彰化市 林銘宗

客喜康創作圖形(一) 台中市 邸士第

扁字設計圖(三) 台北縣 謝福順

寶貝圖(一) 高雄市 劉冠志

寶貝圖(二) 高雄市 劉冠志

網路寶寶SINA BABY 小健 台北市 美商華淵

娃娃圖(一) 台南市 葉雪貞

娃娃圖(二) 台南市 葉雪貞

口紅(一) 台南縣 林宗文

口紅(二) 台南縣 林宗文

金鼠圖 彰化縣 蔡奇洲

救苦真人 屏東市 李景鴻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花邊圖(六) 台南縣 郭全河

欣億公司標章 台中縣 欣億工業

家族寶典 台北縣 葉雪貞

草工坊畫冊 台北縣 謝福順

企鵝圖 彰化縣 林銘宗

龍圖 彰化縣 林銘宗

小精靈圖 桃園縣 倪聞煌

馬球圖 台中縣 陳妙蘭

小懶熊(二) 台中縣 林宗文

高偉公司No.LU0710型錄 台中市 高偉公司

五路武財神招財進寶圖 雲林縣 葉雪貞

仁慈國王 台北市 謝顯榮

善良皇后 台北市 謝顯榮

純潔公主 台北市 謝顯榮

智慧法師 台北市 謝顯榮

正義武士 台北市 謝顯榮

愛心精靈 台北市 謝顯榮

和平飛馬 台北市 謝顯榮

光明王子 台北市 謝顯榮

Tai Mall 城堡筆筒 台北市 謝顯榮

和平飛鳥旋轉音樂鐘 台北市 謝顯榮

小懶熊(三) 台中縣 林宗文

YoKi 設計圖 台北縣 謝福順

Yellow Baby 黃色寶寶 彰化縣 邸士第

緯茂寶寶 彰化縣 邸士第

花盆 彰化縣 施文銓

金順昇圖 彰化縣 蔡奇洲

卡通圖 彰化縣 邸士第

可愛小貓圖 苗栗縣 劉炳森

可愛小熊圖(二) 苗栗縣 劉炳森

數碼怪獸 台北市 林雪立

螞蟻圖(一) 台北縣 林銘宗

螞蟻圖(二) 台北縣 林銘宗

螞蟻圖(三) 台北縣 林銘宗

桌上型便條紙置紙器(一) 桃園縣 謝顯榮

桌上型便條紙置紙器(二) 桃園縣 謝顯榮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雙噴盤式圓盤型靜電自動塗裝設備人機介面開機操作流程劃面 雲林縣 王士銘

圓盤型靜電自動塗裝設備人機介面開機操作流程劃面 雲林縣 王士銘

瑜字設計圖 台北縣 謝福順

九品地藏王 屏東市 李景鴻

熊圖 台中市 葉雪貞

天使貓(一) 台中市 葉雪貞

天使貓(二) 台中市 葉雪貞

牛寶寶圖 雲林縣 徐建興

Hi Cat 嗨！貓 彰化縣 鄭聰敏

連戰設計圖 台北縣 謝福順

瑜字設計圖(一) 台北縣 謝福順

斜線小燈籠 苗栗市 施文銓

天線寶寶圖 苗栗縣 陳武昌

廣源良小黃瓜敷面膜 彰化縣 蔡奇洲

職棒聯盟 桃園市 林祈松梁美娟

金字塔 桃園市 林祈松梁美娟

瑪利王子 桃園市 林祈松梁美娟

雪豹Ⅱ代 桃園市 林祈松梁美娟

麥芽餅設計圖 台北縣 葉雪貞

飆舞貓 彰化縣 吳宗達

馬麗蓮夢露 台南市 郭全河

彩瓷 台南市 郭全河

蓮花圖 南投縣 白周亮

莊家火雞 台中市 陳中和

金瑤企業標章圖(一) 台南市 林宗文

獅子圖 金門縣 陳金慶

紅銀相間圖 台北市 謝顯榮

中華民國購物中心發展協會標章 台北市 謝顯榮

足球 桃園市 林祈松梁美娟

吉祥貓 台南市 劉冠志

如意貓 台南市 劉冠志

熊貓圖 台北縣 何連國

情韻香頌圖 台中市 葉雪貞

阿美米干設計圖(一) 桃園縣 許月娥

阿美米干設計圖(二) 桃園縣 許月娥

蕾絲(一) 台南縣 石介昌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蕾絲(二) 台南縣 石介昌

蕾絲(三) 台南縣 石介昌

蕾絲(四) 台南縣 石介昌

蕾絲(五) 台南縣 石介昌

蕾絲(六) 台南縣 石介昌

YOKI畫冊 台北縣 謝福順

五路武財神 台北縣 謝福順

太極龍鳳金圖 台北縣 謝福順

頑皮小貓圖 苗栗縣 陳武平

頑皮熊圖 苗栗縣 吳麗亮

頑皮貓圖 苗栗縣 吳麗亮

皮爾卡丘圖 苗栗縣 陳武平

奇豆公司標章(一) 台中縣 奇豆

無尾熊 台南市 劉冠志

賦田圖 台中縣 賴玉菁

賴如洲之燈罩(一) 彰化縣 葉雪貞

賴如洲之燈罩(二) 彰化縣 葉雪貞

賴如洲之燈罩(三) 彰化縣 葉雪貞

母子熊 彰化縣 謝福順

熊臉 台南縣 劉冠志

快樂熊 彰化縣 鄭聰敏

熊圖 彰化縣 蔡奇洲

豆豆皮 高雄縣 謝福順

遊戲貓 彰化縣 吳宗達

情侶貓 彰化縣 吳宗達

動物樂園 桃園市 林祈松 梁美娟

小瑪賽車 桃園市 林祈松 梁美娟

足球2002 桃園市 林祈松 梁美娟

卜派 桃園市 林祈松 梁美娟

星際賓果 桃園市 林祈松 梁美娟

星際大戰 桃園市 林祈松 梁美娟

海洋世界 桃園市 林祈松 梁美娟

機車競技 桃園市 林祈松 梁美娟

遊戲機面板(一) 彰化縣 邸士第

遊戲機面板(二) 彰化縣 邸士第

「福德正神及頌詞」圖形及文字著作 台中縣 鄧棟樑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洪獻堂標章圖(一) 台南市 林宗文

洪獻堂標章圖(二) 台南市 林宗文

洪獻堂標章圖(三) 台南市 林宗文

洪獻堂標章圖(四) 台南市 林宗文

洪獻堂標章圖(五) 台南市 林宗文

GREAT FMAILY 台南縣 劉冠志

藍莓圖 台北市 謝顯榮

蓮花圖(二) 台北市 謝顯榮

夢 台中縣 吳宗達

人造花脈絡之呈現圖(一) 台北市 葉雪貞

人造花脈絡之呈現圖(二) 台北市 葉雪貞

千禧金龍圖 台中市 葉雪貞

雲龍圖 台中市 葉雪貞

曼黛瑪璉保氧娃娃圖 彰化縣 洪良育

奇豆公司標章(二) 台中縣 奇豆

包裝盒設計圖 台南縣 劉冠志

龍形圖 彰化縣 林銘宗

機車手把 台南縣 林宗文

趣味人物圖集 台中市 邸士第

香水花包裝禮盒 彰化縣 邸士第

五路財神爺圖 苗栗縣 葉雪貞

連戰設計圖(二) 台北縣 謝福順

育光熊寶寶 彰化縣 邸士第

可愛貓圖 台中市 葉雪貞

蕾絲(七) 台南縣 石介昌

蕾絲(八) 台南縣 石介昌

Chou gzu & An ni 設計圖 台北縣 林雪立

舒適空間 台中縣 陳中和

Hello Duby 圖 台南市 陳福興

戒指美術圖 台南市 石介昌

金波比 台中市 施錦標

周易八卦理氣堪輿羅盤圖形 彰化縣 施永智

花圖 台南市 李景鴻

卡通木偶圖 台南市 李景鴻

蝴蝶圖 台南市 李景鴻

蓮花檀香 彰化縣 馬瑞貞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連戰設計圖(一) 台北縣 謝福順

水花圖(一) 台北市 劉勤興

水花圖(二) 台北市 劉勤興

水花圖(三) 台北市 劉勤興

蝸牛 台北縣 劉勤興

蜂鳥蜜 台北縣 劉勤興

太陽星 台北縣 劉勤興

青蛙 台北縣 劉勤興

微笑貓 彰化縣 鄭聰敏

歐吉娃 台北市 劉勤興

歐吉兒 台北市 劉勤興

兼具提拿之容器 台南縣 林宗文

庫錢圖 屏東縣 李景鴻

熱愛地球篇 台北市 謝顯榮

布面圖案設計圖 台北市 邱吉均

酷斯拉設計圖( 一 ) 台北市 邱吉均

酷斯拉設計圖( 二 ) 台北市 邱吉均

無尾熊設計圖 台北市 邱吉均

娃娃圖 台北市 邸士第

吉祥如意天使篇 台南市 劉冠志

吉祥如意愛情篇 台南市 劉冠志

門神圖 屏東市 李景鴻

麻糬狗 台北縣 謝福順

皮卡丘設計圖 台北市 邱吉均

皮卡鐘圖 台南縣 李景鴻

彈擺健身器包裝盒 彰化縣 邸士第

子財壽全圖 高雄市 林進福

娃娃圖 高雄市 林進福

蓮花圖 台中市 吳宗達

清涼山(88年青草茶) 台南市 陳榮福

二仙活力寶包裝彩盒及罐標 台北市 陳榮福

漢寶設計圖 高雄縣 林宗文

變身貓系列 彰化縣 林銘宗

Golden Green 台北市 林祈松

人體經穴分佈模型(一) 台中市 葉雪貞

人體經穴分佈模型(二) 台中市 葉雪貞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人體經穴分佈模型(三) 台中市 葉雪貞

人體經穴分佈模型(四) 台中市 葉雪貞

水滴子設計圖 台南縣 林宗文

彩盒集 金門縣 石介昌

天使 彰化縣 鄭聰敏

雪人 彰化縣 鄭聰敏

鹿 彰化縣 鄭聰敏

精靈與貓 彰化縣 鄭聰敏

南瓜 彰化縣 鄭聰敏

浣熊圖 台南縣 劉冠志

U-love 設計圖 台中縣 陳中和

幸運貓圖 苗栗縣 陳芬萱

賴瑞祥標章圖 台南縣 林宗文

無尾熊設計圖 台北市 謝顯榮

電繡花瓣圖 彰化縣 徐智德

YOKI畫冊(一) 台北縣 謝福順

可愛兔寶寶圖 高雄市 劉冠志

俏皮兔寶寶圖 高雄市 劉冠志

小綿羊圖 高雄市 劉冠志

兔寶寶圖 高雄市 劉冠志

人頭圖形 台北縣 徐建興

小飛魚香脆餅包裝盒 台北縣 徐建興

巧熊餅包裝盒 台北縣 徐建興

茶盤 台中市 葉雪貞

麒麟圖 台北縣 謝福順

無量壽佛真經設計圖 彰化縣 謝福順

無量壽佛真經-梵文設計圖 彰化縣 謝福順

百家樂遊戲圖(一) 台中市 葉雪貞

百家樂遊戲圖(二) 台中市 葉雪貞

多星圖集 台北縣 徐建興

生活與香 台南市 劉冠志

歡喜婆婆 南投縣 鄭聰敏

谷和花形圖 彰化縣 鄭聰敏

DEC設計圖 台中市 徐智德

駿馬圖 台南市 劉冠志

兔寶寶家族 台南市 劉冠志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濃煙克星小伙子 彰化縣 廖德鋒

香爐 台北縣 廖德鋒

聯經集團企業標章 台中市 聯經企業

水滴圖 台北市 林雪立

Y2K設計圖 台北市 林雪立

鼻(人形鼻) 台北市 林雪立

房子(煙囪屋) 台北市 林雪立

雙龍立觀音 屏東縣 郭全河

粉天使 高雄縣 劉紘學 楊欽堯

藍天使 高雄縣 劉紘學 楊欽堯

熊寶寶(一) 高雄縣 劉紘學 楊欽堯

熊寶寶(二) 高雄縣 劉紘學 楊欽堯

太陽寶寶圖 台北市 日正食品

老人牧羊圖 台中市 洪良育

收折式投票箱 彰化縣 段中怡

葫蘆藤 台北縣 謝福順

雙魚圖 台北縣 謝福順

法式羅浮格伸縮門景 基隆市 許森林

五行八劃創作全貌 台北縣 許森林

雙魚天使篇 台南市 劉冠志

香蕉設計圖

人形圖 台北市 謝顯榮

人體英文圖 台南市 林宗文

現代周文王先天易卦 台北市 楊建川

YOKI設計圖(一) 台北縣 謝福順

開心熊 台北縣 謝福順

快樂貓魚 台北縣 謝福順

蓮花圖(一) 屏東縣 葉雪貞

蓮花圖(二) 屏東縣 葉雪貞

蓮花圖(三) 屏東縣 葉雪貞

蓮花圖(四) 屏東縣 葉雪貞

蓮花圖(五) 屏東縣 葉雪貞

盂蘭勝會圖 屏東縣 葉雪貞

彈擺健身器包裝盒(一) 彰化縣 邸士第

森寶面紙包裝盒 彰化縣 邸士第

新世紀三民主義現代版畫冊 台北縣 謝福順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紋圖(一) 台南縣 陳福興

紋圖(二) 台南縣 陳福興

素烏魚子包裝袋設計圖 台南市 李景鴻

襪子 台北市 郭振祥

手套 台北市 郭振祥

臉譜 台北市 郭振祥

PALIPALI 台北縣 劉勤興

名片日誌夾 台北縣 劉勤興

多功能打火機 台北縣 劉勤興

ANIGER 高雄縣 葉雪貞

布面圖案設計圖-北極熊 台北市 邱吉均

布面圖案設計圖-快樂熊 台北市 邱吉均

辣椒及葉設計圖 台北市 邱吉均

神龍圖 台南市 林宗文

紋圖(三) 台南縣 陳福興

紋圖(四) 台南縣 陳福興

謙芳公司設計圖 台中市 葉雪貞

千寶(一) 台北縣 劉勤興

千寶(二) 台北縣 劉勤興

千寶(三) 台北縣 劉勤興

千寶(四) 台北縣 劉勤興

富士熊美術圖 台北市 林浩宇

ANIGRE PLANK 高雄縣 葉雪貞

ASTY CHERRY 高雄縣 葉雪貞

EMILE PEAR 高雄縣 葉雪貞

MARITIME WOOD 高雄縣 葉雪貞

ROYAL QUINCE 高雄縣 葉雪貞

KAPURE ALDER 高雄縣 葉雪貞

STAGE MAPLE 高雄縣 葉雪貞

PEARL WOOD 高雄縣 葉雪貞

QUINCE BURL 高雄縣 葉雪貞

RACE WOOD 高雄縣 葉雪貞

ROYAL PURPLE WOOD 高雄縣 葉雪貞

LANCASTER WOOD 高雄縣 葉雪貞

PRAUD BEECH 高雄縣 葉雪貞

PERUGIA BEECH 高雄縣 葉雪貞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CELINE BEECH 高雄縣 葉雪貞

ANGLE ALDER 高雄縣 葉雪貞

NOBEL WALNUT 高雄縣 葉雪貞

THAI TEAK 高雄縣 葉雪貞

D.B CHERRY 高雄縣 葉雪貞

光碟片封面設計圖 台南縣 李景鴻

熊貓圖 台南市 李景鴻

千禧龍圖 台北市 李景鴻

伍中羅漢齋產品包裝著作 南投市 伍中食品

龍鳳呈祥 屏東縣 郭全河

祥龍 屏東縣 郭全河

雙龍滾珠 屏東縣 郭全河

嘟嘟圖 高雄市 李景鴻

人蔘燕窩飲料包裝標籤設計圖 台南市 李景鴻

寶來證券虛擬人物圖 台北市 徐建興

星星宇宙圖 桃園縣 梁美娟

軟片存檔櫃 台北縣 劉勤興

周王易經陰陽八卦堪輿圖 台中縣 柯榮原

駿馬圖 新竹市 王駿平 鄭勝成

麥斯MNC尼古丁過濾器展示吊卡 台中市 邱國雄

貴妃荔枝圖案設計圖 台北市 邱吉均

梅子綠茶圖案設計圖 台北市 邱吉均

梅子圖案設計圖 台北市 邱吉均

楊桃圖案設計圖 台北市 邱吉均

禮儀架圖案 苗栗縣 葉雪貞

臻準精密公司企業標章 台中市 臻準機密

餐廳圖 台南縣 林宗文

九龍搶珠 屏東縣 郭全河

登芳環香著作 台中縣 劉芳珠

小豬椅 台北縣 劉勤興

小熊椅 台北縣 劉勤興

兔之家族 台南市 李景鴻

電腦主機用面板設計圖(一) 台北市 邱吉均

電腦主機用面板設計圖(二) 台北縣 邱吉均

螞蟻圖(一) 台中縣 楊志凡

螞蟻圖(二) 台中縣 楊志凡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可愛女孩設計圖 台中市 葉雪貞

益氣絆穴道圖 高雄市 李景鴻

巴比龍 彰化縣 邸士第

無尾熊 彰化縣 邸士第

木紋圖 彰化縣 邸士第

連日香美術著作 台中縣 蔡添財

鯉魚(二) 新竹市 陳文江

蒸籠 新竹市 陳文江

J風格 台中市 張春泉

三太子(一) 台南市 郭全和

嬰兒遊戲圖 高雄市 李景鴻

鴨子設計圖 台北市 葉雪貞

幸運龍 台南市 林宗文

光面球人 台北市 林雪立

人字設計圖 台南市 劉冠志

熊貓造形傘圖 台北市 徐健興

兔子造形傘圖 台北市 徐健興

玫瑰花圖 高雄縣 唐己立

千禧開心KK貓 台北縣 潘孟翠

千禧愛心KK貓 台北縣 潘孟翠

Rubber Wood 99080 台北縣 潘孟翠

ELEGANT BEETH 99081 台北縣 潘孟翠

LIBERTY CHERRY 98067 台北縣 潘孟翠

REMY WALNUT 99064 台北縣 潘孟翠

GENOVA BEECH 99056 台北縣 潘孟翠

NATURAL OAK 98028A 台北縣 潘孟翠

NICE ALDER 98022 台北縣 潘孟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