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幸運草 高雄市 李景鴻

千禧龍2000 台北縣 劉勤興

如意圖 台南縣 唐己立

劍龍 屏東縣 郭全河

富貴花圖 台北市 許森林

無尾熊 台北市 謝顯榮

黑面琵鷺圖 台南縣 李景鴻

外星人椅 台北縣 劉勤興

藍鯨跳水圖 台北市 廖德鋒

藍鯨跳水圖 台北市 廖德鋒

布面圖案設計圖 台北市 邱吉均

布面圖案設計圖 台北市 邱吉均

電腦主機用面板設計圖(三) 台北縣 邱吉均

蜻蜓及圖 台中縣 徐智德

吉祥千禧龍 屏東縣 郭全河

龍鳳圖 高雄市 陳麗卿

龍柱圖 高雄市 陳麗卿

招財四寶龍圖 高雄市 陳麗卿

招財貓圖 高雄市 陳麗卿

金財神圖 高雄縣 楊欽堯

海豚手機座 台北縣 劉勤興

手足擁抱手機座 台北縣 劉勤興

頭等艙手機座 台北縣 劉勤興

春聯圖 台北縣 謝福順

海鴻豬小弟 屏東縣 林進福

豆豆兄弟 屏東市 林進福

兔寶寶圖 屏東縣 林進福

可愛熊 嘉義縣 劉冠志

古錐熊 嘉義縣 劉冠志

釣魚熊 嘉義縣 劉冠志

教師熊 嘉義縣 劉冠志

畫畫熊 嘉義縣 劉冠志

紳士熊 嘉義縣 劉冠志

背包熊 嘉義縣 劉冠志

娃娃 台北縣 謝福順

娃娃(一) 台北縣 謝福順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台灣芮達圖 彰化縣 吳宗達

紅番薑母鴨圖形商標著作 彰化縣 施永智

狗造型 台南市 林宗文

狗頭造型 台南市 林宗文

御舞龍圖 台南市 林宗文

雞設計圖 桃園縣 許月娥

優加力寶寶設計系列 桃園市 許月娥

千禧開心KK貓 台北縣 謝福順

千禧愛心KT貓 台北縣 謝福順

蓮花圖 台南市 陳福興

慈愛 台中縣 吳宗達

地牛翻身 台中縣 吳宗達

橋立設計圖 台北縣 徐智德

天雲午時水設計圖 苗栗縣 彭朋深

布面圖案設計圖 台北縣 邱吉均

鳥設計圖 台北縣 邱吉均

九龍騰 台北市 李作群

自然環境圖 高雄市 林進福

杉川國際健康醫學聯盟設計圖 台北市 陳清鴻

中南雙獅設計圖 台北市 廖德鋒

中南雙獅設計圖 台北市 廖德鋒

聯一雙獅設計圖 台北市 廖德鋒

聯一雙獅設計圖 台北市 廖德鋒

可愛小狗圖(三) 苗栗縣 劉炳森

千禧手機座 台北縣 劉勤興

豆の猴圖 高雄縣 楊欽堯

小熊貓 台南縣 林宗文

濾油棉網安裝方法 台南市 陳福興

盛鈺企業有限公司及英文字型設計圖 新竹縣 彭朋深

21世紀安全空間終極防火神盾設計圖 新竹縣 彭朋深

21世紀曲線圖 桃園縣 謝福順

往生仙界設計圖 彰化縣 林銘宗

往生仙界梵文設計圖 彰化縣 林銘宗

WAWA NEKO 台北縣 吳宜純

金牌虎王圖 高雄縣 楊欽堯

骨灰盒架面板圖 台南市 陳福興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牛仔熊 台中縣 陳中和

展翅高飛罐標 台北市 陳榮福

蕾絲(九) 台南縣 石介昌

蕾絲(十) 台南縣 石介昌

蕾絲(十一) 台南縣 石介昌

蕾絲(十二) 台南縣 石介昌

蕾絲(十三) 台南縣 石介昌

蕾絲(十四) 台南縣 石介昌

蕾絲(十五) 台南縣 石介昌

蕾絲(十六) 台南縣 石介昌

鮑魚設計圖 基隆市 謝福順

蘋果圖 彰化縣 林銘宗

龍少椰寶寶 高雄市 李景鴻

雙龍搶珠 屏東縣 郭全河

可愛小蜜蜂 台南市 劉冠志

招財進寶蓮花圖 台北縣 謝福順

中華民國南科產業經營協會設計圖 台南縣 石介昌

吉米熊圖 台南市 石介昌

茶道名家圖 南投縣 楊志凡

松下品茗暢敘幽情圖 南投縣 楊志凡

幽居品茗圖 南投縣 楊志凡

雅晨工業新型龍門式自動水餃皮成型機圖型構造設計 彰化縣 施永智

造型洋蔥 新竹縣 陳文江

網際王國招牌視覺設計圖 高雄市 李景鴻

網藝多媒體館招牌視覺設計圖 高雄市 李景鴻

鞋之中底面設計圖 台南市 林宗文

星座娃娃圖 彰化縣 林銘宗

福記滷蛋包裝設計圖 高雄縣 石介昌

福記香鐵蛋包裝設計圖 高雄縣 石介昌

福記皮蛋包裝設計圖(一) 高雄縣 石介昌

福記皮蛋包裝設計圖(二) 高雄縣 石介昌

祥龍獻瑞 屏東縣 郭全河

十二生肖 台北縣 葉雪貞

十二星座 台北縣 葉雪貞

豐富的甕藏 台南市 李景鴻

卍形圖 雲林縣 劉冠志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兔貓家族 台北縣 劉勤興

馬圖 台南市 唐己立

保氧娃娃美人魚圖 彰化縣 洪良育

香之雕塑 彰化縣 馬吟臻

陽光之花 台北縣 陳清鴻

美樂迪歡唱KTV 彰化縣 陳中和

超極波設計圖 苗栗縣 彭朋深

花圖 台北市 葉雪貞

昆蟲圖 台北市 葉雪貞

關公(一) 屏東縣 郭全河

關公(二) 屏東縣 郭全河

關公(三) 屏東縣 郭全河

林永記瓜子圖(一) 新竹市 許森林

林永記瓜子圖(二) 新竹市 許森林

林永記瓜子圖(三) 新竹市 許森林

美人圖 彰化縣 蔡奇洲

無尾熊星座圖 彰化縣 林銘宗

兒童屋 台南市 林宗文

賓果遊戲圖 台北縣 葉雪貞

觀世音菩薩六字大明鏡圖 台北縣 廖德鋒

海神圖 台中縣 葉雪貞

賓果遊戲圖 彰化市 葉雪貞

行遠圖 台中縣 吳宗達

燈罩 彰化縣 葉雪貞

天地之間(一) 台北市 謝福順

飛行船及圖 台北市 謝福順

魚圖 台北市 謝福順

布花紋圖 台中市 邸士第

天官補運金 台中市 邱國雄

太歲消災金 台中市 邱國雄

天官補運錢 台中市 邱國雄

福貓設計圖 台南市 林宗文

壓克力水鑽(一) 台南縣 林宗文

壓克力水鑽(二) 台南縣 林宗文

禧禧與迪迪之中國娃娃圖 彰化市 吳宗達

五路財神金圖 台北縣 謝福順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天官賜福金圖 台北縣 謝福順

天官龍鳳庫圖 台北縣 謝福順

HAPPY龍 台中市 柯榮原

布面圖案設計圖-企鵝 台北市 邱吉均

嬌嬰小綿羊設計圖 台南縣 劉冠志

嬌嬰小綿羊設計圖 台南縣 劉冠志

八路發財金 彰化縣 林銘宗

戴帽子的雀斑男孩 台南市 劉冠志

一家之鼠 台南市 劉冠志

玉蜀黍、番茄、和女孩 台南市 劉冠志

聰明的狗 台南市 劉冠志

JITEN設計圖 台中縣 徐智德

小蜜蜂 台北縣 潘孟翠

錢獅 屏東縣 郭全河

天上聖母圖 台北市 謝福順

後視鏡包裝設計圖 台南縣 李景鴻

勤快小蜜蜂圖 彰化縣 廖德鋒

勤快小蜜蜂圖 彰化縣 廖德鋒

魚圖 基隆市 謝福順

行動家族 台北縣 郭振祥

胸罩柔珠內襯圖 台北縣 徐智德

可愛貓圖 苗栗縣 楊志凡

可愛貓圖 苗栗縣 楊志凡

新旺柴窯雕刻 台北縣 許月娥

南瓜水杯 桃園縣 劉勤興

TA-46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A-60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A-19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0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82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02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1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28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30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M-97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M-78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TM-85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M-8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M-105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M-74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M-13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條紋球 新竹縣 陳文江

持柺杖阿婆圖 台中縣 洪良育

古錐老伯圖 台中縣 洪良育

麒麟 新竹市 郭全河

蓮花水火同源圖 台南縣 李景鴻

敬神金圖 花蓮縣 謝福順

輕質油桶 台北縣 李世森

TW-73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50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43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23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8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5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2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77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78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脣膏設計圖(一) 台南縣 林宗文

脣膏設計圖(二) 台南縣 林宗文

TW-10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8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23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43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50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73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77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78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82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02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11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28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TW-130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1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2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5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咖啡杯 台北市 李世森

咖啡盤 台北市 李世森

湯碗 台北市 李世森

湯匙 台北市 李世森

叉子 台北市 李世森

餐刀 台北市 李世森

大皿 台北市 李世森

小皿 台北市 李世森

杯子 台北市 李世森

蛋糕杯 台北市 李世森

碗 台北市 李世森

茶杯 台北市 李世森

筷子 台北市 李世森

湯鍋 台北市 李世森

煎鍋 台北市 李世森

瓦斯爐玩具組 台北市 李世森

大茶爐 台北市 李世森

切板 台北市 李世森

菜刀 台北市 李世森

調味料罐 台北市 李世森

醬油罐 台北市 李世森

大盤 台北市 李世森

煎匙 台北市 李世森

攪拌器 台北市 李世森

茶爐 台北市 李世森

大碗 台北市 李世森

方盤 台北市 李世森

茶匙 台北市 李世森

湯勺 台北市 李世森

洗菜籃 台北市 李世森

沙拉碗 台北市 李世森

咖啡爐 台北市 李世森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流理台 台北市 李世森

糖罐 台北市 李世森

奶球瓶 台北市 李世森

紅酒杯 台北市 李世森

蛋架 台北市 李世森

有洞料理台 台北市 李世森

料理台 台北市 李世森

電子鍋 台北市 李世森

烤箱 台北市 李世森

廚房用的秤 台北市 李世森

冰箱 台北市 李世森

雙邊手搖鈴 台北市 李世森

單邊手搖鈴 台北市 李世森

沙灘野餐組 台北市 李世森

飛行機床邊音樂鈴 台北市 李世森

滑球塔 台北市 李世森

第10屆總統、副總統當選紀念茶壺 台中市 葉雪貞

e-MAR虛擬偶像設計 台北市 謝顯榮

GoGoLizard蜥蜴家族 彰化市 陳中和

燒果子圖 台南市 唐己立

達克瓦滋圖 台南市 唐己立

派德樂酥圖 台南市 唐己立

醍醐味乳酪蛋糕圖 台南市 唐己立

尺具變化圖形 台北市 唐己立

蛻變之美 新竹縣 陳文江

辣咪D.J.及J.J 屏東市 李景鴻

邦尼兔圖 台北市 郭振祥

黃金萬元寶圖 高雄縣 楊欽堯

愛死圖(EYES) 高雄市 葉雪貞

小熊 嘉義縣 劉冠志

快樂熊 嘉義縣 劉冠志

光中入金圖 台中市 邱芳眉

飛鳥 台北市 謝福順

交通工具圖 台北市 葉雪貞

水球異型系列圖 台北縣 許森林

文昌智慧金 台中市 邱國雄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福德正神金 台中市 邱國雄

天官五路發財金 台中市 邱國雄

五方八路發財金 台中市 邱國雄

龍形浮雕(一) 台南市 石介昌

蕾絲(十七) 台南縣 石介昌

蕾絲(十八) 台南縣 石介昌

蕾絲(十九) 台南縣 石介昌

蕾絲(二十) 台南縣 石介昌

蕾絲(二十一) 台南縣 石介昌

蕾絲(二十二) 台南縣 石介昌

蕾絲(二十三) 台南縣 石介昌

蕾絲(二十四) 台南縣 石介昌

寶貝熊圖(一) 台南市 劉冠志

寶貝熊圖(二) 台南市 劉冠志

貓GIRL 台南縣 劉冠志

音響背板飾圖 台中市 柯榮原

GiGi 台北縣 劉勤興

KEIIY 台北縣 劉勤興

MOMODUCK 台北縣 劉勤興

結晶石觀世音菩薩 桃園縣 許月娥

河馬圖(一) 台南市 劉冠志

河馬圖(二) 台南市 劉冠志

DOW DOW DRAGON 彰化縣 邸士第

香爐 台北縣 廖德鋒

椅子 台北市 謝顯榮

扁象 台北縣 謝福順

神像圖 台南市 劉冠志

五路財神聚寶盆 台北縣 劉勤興

熊鼠圖 高雄市 葉雪貞

養生之水 台中市 葉雪貞

兩情相悅 台北縣 邱吉均

雙人設計圖 台北縣 邱吉均

海歌之花 台中縣 鄭聰敏

科幻狗 台南市 李景鴻

地獄火二代 桃園市 林祈松

丘比特 桃園市 林祈松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金色之未來 高雄市 李景鴻

茁壯幼兒營養強化成長奶粉包裝設計圖 高雄市 李景鴻

置刀架 台中市 葉雪貞

一點一線一世界拼圖‧字集 台中市 葉雪貞

中華民國第10任總統台灣之子陳水扁先生圖像 桃園市 李世森

拋棄式不織布產品製造機簡介 台北縣 李世森

天龍圖 台中縣 徐智德

e世代之星座物語 彰化縣 林銘宗

520中華民國第10任總統副總統就職紀念圖像 桃園縣 李世森

十二星座圖 台中市 柯榮原

辰家圖(一) 台北市 葉雪貞

辰家圖(二) 台北市 葉雪貞

星際花式撞球美術圖形商標 雲林縣 施永智

兔子奔跑圖 台北縣 洪良育

長頸鹿圖(一) 台南市 劉冠志

長頸鹿圖(二) 台南市 劉冠志

Charlin設計圖 台北縣 謝福順

BAD BEAR設計圖 台北縣 謝福順

淘氣豬設計圖 台北縣 謝福順

PA PA PIG設計圖 台北縣 謝福順

阿滿設計圖 台北縣 謝福順

CRI設計圖 台北市 葉雪貞

ECT2K設計圖 台北市 葉雪貞

耐久性高支撐力彈簧示意圖 彰化縣 林銘宗

汽車防盜器外盒包裝 台北縣 李世森

蝴蝶飛舞圖 彰化縣 柯榮原

鬱金香圖 彰化縣 柯榮原

扇子圖(一) 高雄市 葉雪貞

扇子圖(二) 高雄市 葉雪貞

萬金圖 台中縣 吳宗達

情侶卡通 高雄市 劉勤興

幼兒三角電話玩具 台北市 李世森

滑動不倒雞 台北市 李世森

幼兒臥玩之玩具 台北市 李世森

雙章魚 台北市 李世森

有座海豚 台北市 李世森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搖動雙對雙頭企鵝 台北市 李世森

可愛蟹 台北市 李世森

旋轉蛙圈 台北市 李世森

救護車 台北市 李世森

聽診器 台北市 李世森

星形魚骨搖鈴 台北市 李世森

星形水珠搖鈴 台北市 李世森

星形手搖鈴 台北市 李世森

音樂動物積木

本命十二元辰燈 台中市 邱國雄

吉祥如意圖 台南市 劉冠志

恐龍 台南縣 劉冠志

戴安全帽的恐龍 台南縣 劉冠志

龍飛鳳舞圖 高雄縣 林進福

有樂娃娃圖 高雄市 林進福

西摩家族成員圖 高雄市 林進福

月下老人圖 高雄縣 林進福

五路財神聚寶盆圖 台北縣 謝福順

天心佛香圖 台中市 陳中和

恐龍圖 台南縣 劉冠志

人像標章圖 台南市 林宗文

你好寶寶圖 台中市 韓瑞杰

NO.1 台南縣 劉冠志

台朔環保冷氣設計圖 台北市 彭朋深

燒包姨、酷畢、帥呆  設計圖 屏東市 李景鴻

余排長、黃搬長、謝天師  設計圖 屏東市 李景鴻

福瑞香盒圖 台中縣 楊志凡

聖花香盒圖 台中縣 楊志凡

拉繩清潔袋圖 高雄市 楊志凡

實心捲取清潔袋圖 高雄市 楊志凡

鱈魚絲圖 高雄縣 楊欽堯

骨灰罈置放箱 台南市 陳福興

太陽線上 台中市 陳中和

連心BINGO圖 台中縣 楊志凡

連心輪盤彈珠檯面圖 台中縣 楊志凡

連心操作顯示面板圖 台中縣 楊志凡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西遊記基本人物造型 台北市 葉雪貞

信鑫開運財神圖 台北市 葉雪貞

包裝盒(一) 台南市 林宗文

包裝盒(二) 台南市 林宗文

柏品花紋圖 台中市 邸士第

人體經穴分布模型(五) 台中市 葉雪貞

耳朵經穴模型 台中市 葉雪貞

手模型 台中市 葉雪貞

名代實業有限公司花格圖 台北市 徐建興

摩迪商標著作圖形 彰化市 施永智

協昌蜜餞梅屋商標圖形 彰化縣 施永智

佛之旅雙色蓮花燭台油燈 台中縣 段中怡

佛之旅燭台油燈 台中縣 段中怡

超人圖 台北市 郭振祥

兔寶寶頭設計圖(一) 台北縣 邱吉均

兔寶寶頭設計圖(二) 台北縣 邱吉均

布面圖案設計圖--雙鳳 台北市 邱吉均

中華家庭教育互助協會標章 台中縣 韓瑞杰

大三圓 台北市 李世森

八路通財圖 雲林縣 鄭聰敏

天心佛香圖(二) 台中市 陳中和

三支雨傘珍珠鈣圖 台中市 柯榮原

諶進順設計圖 嘉義縣 劉冠志

全懋國際商標圖形著作 彰化縣 施永智

89.312針織衣 台北縣 陳麗卿

819針織衣 台北縣 陳麗卿

包裝盒(三) 台南市 林宗文

太空寶寶圖集 高雄縣 楊欽堯

靈芝蓮花圖 高雄縣 劉冠志

雙丁星相圖 台北縣 陳麗卿

球抬標示美術號碼燈美術著作 台中市 施永智

六字大明咒轉經輪寶圖 台北縣 梁志堅

太國卷包裝盒圖 台北縣 梁志堅

包裝袋 台中縣 邸士第

遠大圖集 台南縣 劉冠志

輝燦2001 台北市 劉勤興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棉花球 台北縣 劉勤興

花仙子 台北縣 劉勤興

鎮家寶圖 台北縣 劉勤興

綠色大地圖一 台北縣 劉勤興

綠色大地圖二 台北縣 劉勤興

幸運貓 台北縣 劉勤興

名笙酒店客房網路控制管理統目錄 台北市 劉勤興

頭等艙一 台北縣 劉勤興

頭等艙二 台北縣 劉勤興

頭等艙三 台北縣 劉勤興

頭等艙四 台北縣 劉勤興

頭等艙五 台北縣 劉勤興

蝴蝶、鳥及花草圖 南投縣 葉雪貞

梅花圖 南投縣 葉雪貞

A．MU及圖 台北市 徐建興

妙潔濾水網寶寶卡通漫畫圖 台北市 謝顯榮

復興聯創設計圖集(一) 桃園縣 許月娥

LM設計圖 台中縣 徐智德

兔寶寶圖 高雄縣 楊欽堯

象寶寶圖 高雄縣 楊欽堯

貓頭鷹圖 台北縣 梁志堅

影像萬用手冊圖 台北縣 梁志堅

溪上米圖 雲林縣 楊志凡

長禾米圖 雲林縣 楊志凡

金圓米圖 雲林縣 楊志凡

慵懶熊 高雄市 劉勤興

刺球 新竹縣 陳文江

英文設計圖 台北縣 謝恩豪

福幛(一) 台中市 吳宗達

福幛(二) 台中市 吳宗達

格藍微笑熊 台北縣 張秀碧

格藍無尾熊 台北縣 張秀碧

活力焦點Focus Power Life盒標 桃園縣 陳榮福

富森藝術圖 台中市 吳宗達

數字系列造形設計 台中縣 韓瑞杰

格蘭領結熊 台北縣 張秀碧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滴恩-A彩盒 台中市 陳麗卿

蕾絲(一) 高雄縣 石介昌

蕾絲(二) 高雄縣 石介昌

人馬圖 台南市 石介昌

卡通綜合設計圖 彰化縣 謝恩豪

樂家庭人力資源商標美術圖形 彰化縣 施永智

立麗鋼鋁商標著作 彰化縣 施永智

SHYAG SHIUAN 設計圖 台中縣 韓瑞杰

風箏圖集 台北縣 徐建興

あぬこCANDY CATS 台北縣 吳宜純

六牙象 桃園縣 許月娥

PePe豬 YoYo狼 DoDo鵝 MuMu牛 J.J.鼠 Z.Z.鱷 屏東市 李景鴻

駿隆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型錄 南投縣 謝福順

勛勝公司標章 台南縣 黃永祿

包裝盒(四) 台南市 林宗文

行動電話置放座 台北縣 徐建興

行動電話置放座 台北縣 徐建興

基本節奏運用卡 台北市 謝福順

金紙圖 台中市 謝福順

香盒圖 台中市 謝福順

2401砂鏟 台北市 李世森

2403熊手 台北市 李世森

2404水桶 台北市 李世森

2406篩子 台北市 李世森

2407手把篩子 台北市 李世森

2408大工程車 台北市 李世森

2409大鏟車 台北市 李世森

2410特大砂鏟 台北市 李世森

2411砂鏟 台北市 李世森

2413熊手 台北市 李世森

2414波水桶 台北市 李世森

2415澆水器 台北市 李世森

2417手把篩子 台北市 李世森

2418小工程車 台北市 李世森

2419小鏟車 台北市 李世森

2420特大腳砂鏟 台北市 李世森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2421砂鏟 台北市 李世森

2423熊手 台北市 李世森

2425澆水器 台北市 李世森

2427手把篩子 台北市 李世森

2428一連砂車 台北市 李世森

2429二連砂車 台北市 李世森

2431砂鏟 台北市 李世森

2433熊手 台北市 李世森

2434水桶 台北市 李世森

2437手把篩子 台北市 李世森

2438車附砂鏟 台北市 李世森

2439迷你船 台北市 李世森

2457城砂型(丸) 台北市 李世森

2458城砂型(角) 台北市 李世森

2459城砂型(四角) 台北市 李世森

2461砂型(長頸鹿) 台北市 李世森

2462砂型(兔子) 台北市 李世森

2463砂型(船) 台北市 李世森

2464砂型(飛機) 台北市 李世森

2491-1黃色城堡 台北市 李世森

2491-2紫色城堡 台北市 李世森

2491-3藍色城堡 台北市 李世森

2494黃色花灑 台北市 李世森

窩比娃娃圖 高雄市 李景鴻

邱比特 高雄市 劉勤興

DOGY 台北縣 劉勤興

SWEETBEAR合輯 台北縣 劉勤興

捲頭4GENTLES 台北縣 劉勤興

金撲克 桃園市 周政榮

足球98III 桃園市 周政榮

地嶽火加強版 桃園市 周政榮

林秋茂標章 台南縣 黃永祿

香爐(一) 台北縣 廖德鋒

名片光碟(光碟名片)各公司之專業產品內容與非該公司屬性

之藝術動畫或短片戲劇之結合
台北縣 徐素卿

留聲機設計圖 台中縣 葉雪貞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銀熊圖系列 高雄縣 謝福順

盤龍山 桃園縣 許月娥

貝貝熊的冬天 台北縣 張秀碧

貝貝熊的家 台北縣 張秀碧

竹製精品 彰化縣 劉勤興

自在軒及其標章 台南市 黃永祿

壽字設計圖(一) 台南縣 黃永祿

壽字設計圖(二) 台南縣 黃永祿

沙發(一) 台北縣 許月娥

芊虹美容髮品世界設計圖集 桃園縣 許月娥

藍水鯨 台南市 郭全河

遠大圖集(二) 台南縣 劉冠志

現代藝術鐵架椅手機座一 台北縣 劉勤興

現代藝術鐵架椅手機座二 台北縣 劉勤興

現代藝術鐵架椅手機座三 台北縣 劉勤興

現代藝術鐵架椅手機座四 台北縣 劉勤興

現代藝術鐵架椅手機座五 台北縣 劉勤興

現代藝術鐵架椅手機座六 台北縣 劉勤興

廣告招牌設計圖 台北市 李景鴻

骨灰罈 台南市 陳福興

神氣活現12大教學系統 桃園市 許月娥

蔬菜水果水產漁類圖 台南縣 唐己立

明新福爾摩莎果酥三部曲圖 台南市 唐己立

高級栗子蛋糕圖 台南市 唐己立

往生淨土超拔燈圖 台中市 吳宗達

皮爾卡丘圖 苗栗縣 楊志凡

蠻荒四賤客圖 苗栗縣 楊志凡

一立得雅面紙包裝袋 彰化縣 邸士第

引福賜寶鍾馗爺 台東縣 郭全河

運動服 台北縣 陳麗卿

迷你警察(一) 台北縣 陳麗卿

迷你憲兵(二) 台北縣 陳麗卿

迷你憲兵(三) 台北縣 陳麗卿

迷你憲兵(四) 台北縣 陳麗卿

警察騎士(一) 台北縣 陳麗卿

警察騎士(二) 台北縣 陳麗卿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Gi  Gi鼠 雲林縣 蔡奇洲

Do Do龍 雲林縣 蔡奇洲

五則創作圖 彰化縣 謝恩豪

TW-143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42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4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52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47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50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49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53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54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46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44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39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36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34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33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29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24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2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20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16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C-1637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C-1743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A-6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A-62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A-75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A-79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A-70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A-7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46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50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49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33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29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TW-124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21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A-56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C-1762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C-1645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A-90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A-88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A-87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A-86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A-80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A-77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M-132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M-12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M-120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M-119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M-115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M-112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34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36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42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43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39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44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53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52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WLW-10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154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M-136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M-135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M-134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M-133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WLW-12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WLW-1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WLW-10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WLW-12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WLW-11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厚利旺扁桶 台北縣 陳清鴻

新台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CATALOGUE產品型錄 台北市 郭振祥

檸檬紅茶及海洋圖 台北市 許森林

鴻大圖 雲林縣 蔡奇洲

壽字設計圖(三) 台南縣 黃永祿

壽字設計圖(四) 台南縣 黃永祿

花卉圖１ 彰化縣 謝恩豪

花卉圖２ 彰化縣 謝恩豪

企鵝圖 台中縣 徐智德

冬蟲夏草 台北市 郭振祥

梅健康酢 台北市 郭振祥

台灣海洋之子－台灣沿海魚類誌 台中市 邸士第

台灣生猛海殼類－台灣蝦蟹生物群 台中市 邸士第

S24壁燈 台北縣 易元傑

MR1703投光燈 台北縣 易元傑

豐達藝術家圖 台中縣 吳宗達

金秈米寶寶 苗栗縣 劉炳森

宮殿圖(一) 台北市 許森林

跳舞踏墊圖 台北市 白浩秦

貓頭圖 台中縣 洪良育

雙貓頭圖(一) 台中縣 洪良育

雙貓頭圖(二) 台中縣 洪良育

兩隻可愛貓圖 台中縣 洪良育

布面花紋集(一) 桃園縣 許月娥

燭台花紋 台北縣 郭全河

鎖扣 基隆市 李世森

扁管 基隆市 李世森

宇宙法輪鐘 屏東縣 潘孟翠

沙發(二) 台北縣 許月娥

號角喇叭 桃園縣 許月娥

電腦用主機面板三二B 台北市 廖俊賢

電腦用主機面板778Ⅱ 台北市 廖俊賢

電腦用主機面板四二C 台北市 廖俊賢

Sun Gardening 設計圖 台中市 徐智德

謝淑鈴之標章設計圖 台中市 徐智德

乙展標章之設計圖 台中縣 徐智德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粉光蔘圖 台北縣 林祈松

頑皮貓 台中市 謝福順

彪馬圖 台中市 謝福順

拿一冠設計圖 苗栗縣 彭朋深

熊寶貝圖 苗栗縣 蔡順鑫

地獄火Ⅱ代面板 桃園市 周政榮

綿 彰化縣 邸士第

行動電話置放座(海豚) 台北縣 徐建興

行動電話置放座(腳ㄚ) 台北縣 徐建興

行動電話置放座 台北市 楊志凡

企鵝圖 南投縣 楊志凡

包裝盒(五) 台南市 林宗文

台北市理電髮美容材料商業同業公會設計圖 台北市 白浩秦

海底世界 台中縣 林銘宗

青蛙圖 台中縣 林銘宗

全家福 台中縣 林銘宗

輝璨2002 台北市 劉勤興

玉手觀音手機座 台北縣 劉勤興

八角星 基隆市 徐建興

福記香鐵蛋包裝展示盒設計圖 高雄縣 石介昌

福記香鐵蛋包裝展示板設計圖 高雄縣 石介昌

大眼妹(一) 台南市 林宗文

大眼妹(二) 台南市 林宗文

大眼妹(三) 台南市 林宗文

水晶如意龍 台南市 黃永祿

琉璃工房志業股份有限公司識別體 台北市 劉勤興

RED NOSE-SUPERMAN蛋頭超人包裝紙 台北縣 徐建興

E-Cins科技寶寶圖 台中市 洪良育

具磁波療效之八卦盒體 桃園縣 許月娥

壽字設計圖(五) 台南縣 黃永祿

壽字設計圖(六) 台南縣 黃永祿

高跟鞋手機座 台北縣 劉勤興

天然椰乳汁罐標 彰化縣 謝福順

鳳梨椰果罐標 彰化縣 謝福順

御茶の水罐標 彰化縣 謝福順

蜂蜜綠茶罐標 彰化縣 謝福順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卡賀沙琪瑪包裝袋設計圖 苗栗縣 許森林

國王企鵝(一) 彰化縣 林銘宗

國王企鵝(二) 彰化縣 林銘宗

國王企鵝(三) 彰化縣 林銘宗

陳真修美術著作作品輯(一) 澎湖縣 李景鴻

財神桶 桃園縣 陳清鴻

包裝設計圖(一) 台南市 劉冠志

包裝設計圖(二) 台南市 劉冠志

香又香之設計圖 台中縣 邱怡甄

泓開鋼模有限公司之標章 台中縣 邱怡甄

老K圖形 台北縣 葉雪貞

天然檸檬水罐標 彰化縣 謝福順

生命活水罐標 彰化縣 謝福順

饅頭ｅ世族之台灣小吃系列畫冊 台北縣 謝福順

財運法輪 屏東縣 潘孟翠

中友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娃娃圖（一） 台中市 葉雪貞

中友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娃娃圖（二） 台中市 葉雪貞

熊圖 台南市 林宗文

電腦用主機面板太極 台北市 廖俊賢

迷你蝴蝶結高跟鞋手機座 台北縣 劉勤興

蕾絲花紋3189 台南縣 郭全河

壽字設計圖(七) 台南縣 黃永祿

牛奶妹 台南市 林宗文

快樂的青蛙 台南縣 劉冠志

站衛兵1 台南市 郭全河

站衛兵2 台南市 郭全河

殼名 台南市 郭全河

雞場 台南市 郭全河

花團錦簇圖 台中縣 蔡順鑫

田間野鶴圖 台中縣 蔡順鑫

梅花圖 台中縣 蔡順鑫

祥鶴圖(一) 台中縣 蔡順鑫

小天使嘻戲圖 台中縣 蔡順鑫

山林野鶴圖 台中縣 蔡順鑫

雙鶴圖(一) 台中縣 蔡順鑫

蘭心慧質圖 台中縣 蔡順鑫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荷花圖 台中縣 蔡順鑫

祥鶴圖(三) 台中縣 蔡順鑫

花開富貴圖 台中縣 蔡順鑫

祥鶴圖(二) 台中縣 蔡順鑫

精緻乳業公司標章 台南市 黃永祿

Bull Fight及牛頭設計圖 彰化市 洪良育

妙妙貓 台中市 韓瑞杰

花紋圖(一) 台中市 邸士第

包裝袋 彰化縣 邸士第

懷しく思う 彰化縣 鄭聰敏

掌上型洗髮器

皮爾卡丘圖(一) 苗栗縣 楊志凡

姊妹貓圖 苗栗縣 楊志凡

手指點圖(一) 高雄縣 楊欽堯

手指點圖(二) 高雄縣 楊欽堯

手指點圖(三) 高雄縣 楊欽堯

手指點圖(四) 高雄縣 楊欽堯

案件初步判定表設計 台北縣 單  位

倍慶圖 苗栗縣 蔡奇洲

企鵝圖 南投縣 蔡奇洲

昇大圖 彰化縣 吳宗達

企鵝圖 台中縣 吳宗達

衣櫥吊桿之除濕結構 台北縣 李世森

圍爐餐饌 彰化縣 潘孟翠

餐盤 台南縣 郭全河

行動電話置放座(SHOE HOLDER) 台北縣 徐建興

行動電話置放座(ART HAND) 台北縣 徐建興

歐尼亞圖 苗栗縣 吳宗達

世界之一流品設計圖 台中縣 蔡順鑫

世界之一流品設計圖(二) 台中縣 蔡順鑫

JHING FUNG CORP紋路設計圖 台中縣 蔡順鑫

鉸鍊 台北縣 李世森

集錦圖 台南市 黃永祿

蓮花 台南市 黃永祿

上聖海產有限公司之標章 嘉義市 邱怡甄

佤特及圖 彰化縣 邱怡甄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斜紋方格圖 彰化縣 邱怡甄

水果圖 台中市 吳宗達

甘露水設計圖 苗栗縣 彭朋深

真珠活性鈣離子、BIO TECH、鈣離子鹼性活化器及完全天

然設計圖
苗栗縣 彭朋深

蘆薈蜜露罐標 彰化縣 謝福順

e_ZAR虛擬偶像設計圖 台北市 黃子南

蕾絲花紋3258 台南縣 郭全河

蕾絲花紋3259 台南縣 郭全河

金貓 彰化縣 郭振祥

祥貓 彰化縣 郭振祥

老鼠圖形 台中市 葉雪貞

千層圖 台中縣 葉雪貞

電腦用主機面板四二D 台北市 廖俊賢

五形八畫創作全貌(二) 台北縣 許森林

盤香蓮花淨爐 台南縣 李景鴻

寶貝企鵝PENGUIN 台北縣 陳榮福

草莓家族畫冊 台北縣 謝福順

尖頭蝴蝶結高跟鞋手機座 台北縣 劉勤興

鵝圖 台北市 葉雪貞

狗設計圖 台北市 簡志道

可愛狗 台南市 林宗文

可愛妹 台南市 林宗文

可愛兔 台南市 林宗文

可愛天使 台南市 林宗文

森旺設計圖 台中縣 蔡順鑫

胡記廚師圖 台南縣 黃永祿

無上妙品內包裝盒圖 基隆市 謝福順

行動電話置放感應座(一) 台北市 楊志凡

行動電話置放感應座(二) 台北市 楊志凡

行動電話置放感應座(三) 台北市 楊志凡

椅(一) 印尼 陳福興

椅(二) 印尼 陳福興

鸚鵡圖 彰化縣 林銘宗

台灣固網股份有限公司標章(一) 台北市 李世森

台灣固網股份有限公司標章(二) 台北市 李世森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台灣固網股份有限公司標章(三) 台北市 李世森

大象圖 台中市 楊志凡

獅子圖 台中市 楊志凡

兔子圖 台中市 楊志凡

大眼妹畫冊(一) 彰化縣 施永智

鯉躍龍門 屏東縣 郭全河

天官賜福 彰化縣 謝恩豪

南無觀世音菩薩 高雄市 林進福

鞋子圖形設計圖(一) 台南市 林宗文

鞋子圖形設計圖(二) 台南市 林宗文

拉麵圖 台北縣 劉勤興

輝璨2003 台北市 劉勤興

輝璨2004 台北市 劉勤興

輝璨2005 台北市 劉勤興

CM設計圖

十方淨土法門 屏東縣 潘孟翠

黃見德之標章 苗栗市 邱怡甄

滑軌結構改良 台北縣 李世森

神奇兒童 台南市 林宗文

大眼可愛妹 台南市 林宗文

可愛龍 台南市 林宗文

陶塑鰲魚 台中縣 洪良育

不倒翁 台北縣 張秀碧

寶船 台北縣 張秀碧

櫻花扇子 台北縣 張秀碧

鶴 台北縣 張秀碧

好采頭 台北縣 張秀碧

招財貓 台北縣 張秀碧

福貓 台北縣 張秀碧

雙魚 台北縣 張秀碧

風鈴與牽牛花 台北縣 張秀碧

錦鯉 台北縣 張秀碧

飛碟滑艇 台北市 劉勤興

印泥聚寶盆 台北縣 劉勤興

百堅高跟鞋 台北縣 劉勤興

娃娃怪獸圖 台南縣 陳福興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椅(三) 印尼 陳福興

世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設計圖 台北市 劉勤興

經文七級佛塔設計圖 新竹市 彭朋深

蓮花(一) 台南市 黃永祿

送子觀音 台南市 黃永祿

齊威龍 台北市 陳清鴻

香爐(二) 台北縣 廖德鋒

香爐(三) 台北縣 廖德鋒

麒麟圖 彰化縣 郭振祥

JET貓設計圖 台北市 謝顯榮

龍井鄉守望相助隊隊徽 台中縣 蔡順鑫

天官賜福 雲林縣 鄭聰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