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桃子圖集(一) 桃園市 許月娥

全國開發食品事業有限公司各式外包裝圖 台北市 徐建興

欣格企業識別體 台北縣 劉勤興

Q GIRL 1 台北縣 劉勤興

Q GIRL 2 台北縣 劉勤興

Q GIRL 3 台北縣 劉勤興

Q GIRL 4 台北縣 劉勤興

Q GIRL 5 台北縣 劉勤興

吉元發設計圖 台北市 廖德鋒

太極運動輪圖 台北市 梁志堅

天官賜福圖 台南縣 吳文瑞

新友彈珠超人 彰化市 鄭聰敏

九龍日日多進財圖 台南縣 唐己立

補天開運金圖 高雄縣 盧宗輝

福德正神開運招財金 屏東縣 李德安

八路通財庫 屏東縣 李德安

奔馬圖 屏東縣 林進福

兔圖 台南市 葉雪貞

熊圖 台南市 葉雪貞

廚師圖 嘉義縣 吳文瑞

小水滴圖 彰化縣 周翠蘋

水姿圓圖 彰化縣 周翠蘋

魔術師圖 台北縣 葉雪貞

鳥 南投縣 邸士第

小蘋 台北市 郭振祥

小堯 台北市 郭振祥

小韋 台北市 郭振祥

PiPi 台北市 郭振祥

暴龍 台北市 郭振祥

三角龍 台北市 郭振祥

劍獅系列 台南市 黃永祿

鞋底、鞋面、鞋跟、鞋墊、飾扣系列 台南市 黃永祿

鳥設計圖 台南縣 石介昌

花卉設計圖 高雄縣 蔡燕明

蔘圖 高雄縣 蔡燕明

人像設計圖(一) 高雄縣 蔡燕明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人像設計圖(二) 高雄縣 蔡燕明

細菌小丑設計圖(一) 高雄縣 蔡燕明

細菌小丑設計圖(二) 高雄縣 蔡燕明

國安寶寶(一) 高雄縣 蔡燕明

國安寶寶(二) 高雄縣 蔡燕明

國安寶寶(三) 高雄縣 蔡燕明

國安寶寶(四) 高雄縣 蔡燕明

國安寶寶(一) 高雄縣 蔡燕明

國安寶寶(二) 高雄縣 蔡燕明

感冒人像設計圖(一) 高雄縣 蔡燕明

感冒人像設計圖(二) 高雄縣 蔡燕明

天心佛語(二) 台中市 柯榮原

兔子pureal設計圖 台中市 黃振桐

酒類包裝盒 台中市 陳宗仁

樹粿坊圖 台南縣 黃永祿

照明及標誌之外殼 台北縣 黃茂時

晨富桐魚圖 屏東縣 楊欽堯

象寶寶(二) 台南縣 蔡燕明

芭蕾舞者 南投縣 邸士第

招財聚寶爐 台中市 葉雪貞

派比娃娃圖 高雄市 劉冠志

星月設計圖 台南縣 石介昌

花(一) 台中市 邸士第

花(二) 台中市 邸士第

何鎮昌之標章 台中縣 邱怡甄

臺灣桂竹圖 彰化縣 林銘宗

小丑魚 台北縣 簡志道

夏威夷火山岩岩洞咖啡 彰化市 鄭聰敏

Oranx設計圖集 台北縣 謝顯榮

荔枝美眉圖 台北縣 陳麗卿

美麗101設計圖 台北縣 陳麗卿

阿里山高山茶 嘉義市 劉冠志

扶格美術商標著作 彰化縣 施永智

日、月、北斗七星圖(正面) 南投縣 邱怡甄

日、月、北斗七星圖(反面) 南投縣 邱怡甄

富貴彌勒設計圖 台北市 邱吉均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EXTRAMILE設計圖 台中市 黃振桐

易經學習卡 台中縣 葉雪貞

易經卦爻牌 台中縣 葉雪貞

飛盤球 台北縣 郭乃端

二鍋頭外包裝設計 金門縣 謝顯榮

陳高外包裝設計 金門縣 謝顯榮

光碟保護套(一)9205161 台北縣 林淑靜

光碟保護套(二)9207221 台北縣 林淑靜

光碟保護套(三)9211122 台北縣 林淑靜

光碟保護套(四)9211121 台北縣 林淑靜

法輪設計圖 台南縣 石介昌

鴨形手拉車720 台北市 李世森

青蛙搖鈴玩具3287 台北市 李世森

貓形手搖玩具3288 台北市 李世森

電話玩具3289 台北市 李世森

猴子圖 台北市 謝福順

太極鰲魚圖 台南市 林宗文

大悲法輪迴向圖 台南縣 石介昌

熊寶寶設計圖 高雄縣 邱吉均

親蜜幸運圖 台中市 邸士第

文達摩 苗栗縣 柯榮原

武達摩 苗栗縣 柯榮原

花鳥圖(一) 台中縣 吳宗達

麥穗圖(一) 台中縣 吳宗達

玫瑰圖(一) 台中縣 吳宗達

鞋面、鞋跟、飾片系列 台南市 黃永祿

音樂兔寶寶圖(集) 台中縣 葉雪貞

鞋面花紋圖(八) 台南縣 葉雪貞

鞋面花紋圖(九) 台南縣 葉雪貞

鞋面花紋圖(十) 台南縣 葉雪貞

九龍辣木茶及圖 嘉義市 楊志凡  

人客來多設計圖 台南市 唐己立

飾品 台北市 謝顯榮

開運設計圖 桃園縣 黃子南

野獸叢林圖 台中縣 余秀霞

丫比拉拉圖 台南市 葉雪貞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電腦主機用面板(0406) 台北縣 廖俊賢

電腦主機用面板(0409) 台北縣 廖俊賢

電腦主機用面板(0410) 台北縣 廖俊賢

電腦主機用面板(QL01) 台北縣 廖俊賢

杏鮑菇圖 台中市 周翠蘋

女王頭皮包花紋圖 高雄市 葉雪貞

雙C皮包花紋圖 高雄市 葉雪貞

龍紋茶葉包裝盒圖 台中市 楊志凡

桃園縣桃園市林姓宗親會標章 桃園市 林正吉

珞瑅玫瑰圖集 台北市 葉雪貞

黑糖餅設計圖 彰化縣 葉雪貞

喜怒哀樂圖 彰化縣 吳宜純

紋圖 台南縣 吳宜純

肯肯猴子圖 台南市 唐己立

L-io Fans CLUB 台北市 謝福順

高爾夫揮桿動作 台中縣 葉雪貞

日本仕女 台中縣 葉雪貞

鞋面花紋圖(十一) 台南縣 葉雪貞

台灣省興隆銅器佛具百貨採購指南 台南縣 吳文瑞

毫喨設計圖 台中市 邱怡甄

靴子 台北縣 張秀碧

T紋圖 高雄縣 陳麗卿

地藏菩薩蓮花圖 高雄市 蔡燕明

當代新藝術系列 高雄縣 林進福

德國REHAU科技隔音節能門窗型錄 台北縣 陳麗卿

德國VEKA氧化鈦超級3A保全隔音節能門窗型錄 新竹市 陳麗卿

美人離子Slim Water 台北市 李紫瑜

美人離子Diet Water 台北市 李紫瑜

寵物離子Slim Water 台北市 李紫瑜

黑秋檳榔 彰化縣 鄭聰敏

戀小味台灣燒酒標籤圖 台南縣 蔡燕明

東方淨苑之標章 南投縣 邱怡甄

犀牛王 高雄縣 楊欽堯

2003 Faster Swimwear Collection 台北縣 謝顯榮

Mini Park圖 基隆市 郭心儀

麗勳企業產品介述著作 台中市 蔡順鑫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鹼性鈣離子電解水機型錄 台中縣 余秀霞

電解水機的市場特性介紹 台中縣 余秀霞

泡茶生飲機~茶道型錄 台中縣 余秀霞

黑耀龍圖 台南市 林宗文

泰沅複合酵素 彰化市 柯榮原

青殼蛋包裝盒 苗栗縣 謝顯榮

特級悠閒38º、58º小高梁酒 台北縣 謝福順

小弧板老鼠籠 台北縣 郭乃端

兒童板畫圖 雲林縣 吳文瑞

咖啡圖 雲林縣 吳文瑞

閃電之星 台北縣 劉勤興

致富導航器圖 台中市 葉雪貞

珍郁馥包裝袋、提袋設計圖 台中市 葉雪貞

濾油棉網安裝方法 台南市 陳福興

眼鏡盒上之楓葉設計圖 台北縣 李紫瑜

Faster 2004 Swimwear Collection 台北縣 謝顯榮

牛蒡濃縮即溶粉外包裝盒設計 台南縣 盧宗輝

沖包、茶包、燉包三合一牛蒡茶外包裝盒設計 台南縣 盧宗輝

牛蒡茶包裝袋設計 台南縣 盧宗輝

沖泡式牛蒡茶包外包裝盒設計 台南縣 盧宗輝

褲花圖(一) 彰化縣 柯榮原

褲花圖(二) 彰化縣 柯榮原

褲花圖(三) 彰化縣 柯榮原

ANGEL CAT SUGAR 台中市 柯榮原

2004~2005最佳夥伴 台中市 柯榮原

太平洋純水 台北市 郭乃端

打球圖 彰化縣 黃旭進

馬斯特娃娃集 台中市 謝福順

長統の靴下圖 彰化縣 黃旭進

夷豐(永啟豐)工業五金總覽 台中市 韓瑞杰

友賓包裝設計圖(104) 台南市 劉冠志

隨身警報器 桃園縣 黃茂時

攜帶型電話變音器 桃園縣 黃茂時

龍形吊飾 南投市 韓瑞杰

e-smart股市總覽 台北市 林志雄

卓文君圖 台南縣 郭全河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太極八卦轉運墜設計圖 台北市 謝顯榮

花朵圖 彰化縣 黃旭進

友賓食品包裝設計圖(105) 台南市 劉冠志

土撥鼠圖 高雄縣 楊欽堯

賓果BAR圖 高雄市 楊欽堯

梅花 台南縣 郭全河

定鄴資訊2003年合輯 台中市 柯榮原

定鄴資訊2004年合輯 台中市 柯榮原

P.S設計圖Pretty Style 台北縣 李紫瑜

友賓包裝設計圖(106) 台南市 劉冠志

臺灣高山茶區分佈圖 高雄市 邱素英

設計圖 彰化縣 黃旭進

蚊怕怕防蚊液包裝盒 台南縣 陳麗卿

萬應百油精包裝盒 台南縣 陳麗卿

COLDPEX銷售吊牌 台南縣 陳麗卿

壹喜威藥露包裝盒 台南縣 陳麗卿

靈芝五加參包裝盒 台南縣 陳麗卿

冬蟲夏草包裝盒 台南縣 陳麗卿

TM-246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M-247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M-248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M-249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M-250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M-25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M-252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247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248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249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250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25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252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253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254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255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256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257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TW-258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259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260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26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262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263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264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265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249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251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252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253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254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255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258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259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260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261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262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263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W-264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A-150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A-151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A-152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A-153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A-154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TA-1551塑膠地磚圖 台中市 吳宗達

七機一體逆滲透純水機型錄 台中縣 余秀霞

鹼性鈣離子電解水機型錄(一) 台中縣 余秀霞

鹼性鈣離子電解水機型錄(二) 台中縣 余秀霞

高品質逆滲透純水機型錄 台中縣 余秀霞

CES Audio Inc.喇叭型錄 台北縣 戴文華

MR.SIX設計圖 高雄縣 楊欽堯

葡萄藤設計圖 台北縣 黃子南

風獅爺 新竹市 林迪生

女孩圖 彰化縣 葉雪貞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男孩圖 彰化縣 葉雪貞

女人圖 彰化縣 葉雪貞

男人圖 彰化縣 葉雪貞

花紋圖(二) 台北縣 謝福順

抗菌防臭保健襪 台中縣 梁武銘

奈米負離子保健襪 台中縣 梁武銘

卵黃油軟膠囊包裝盒設計圖 彰化縣 黃丁城

運動圖 彰化縣 黃丁城

紙牌圖樣集 台南市 葉雪貞

詮達圖形標章 台中市 柯榮原

小天使圖 高雄市 劉冠志

集集火車站月台設計圖 南投縣 韓瑞杰

包裝盒設計圖(一) 台北縣 李孝萍

包裝盒設計圖(二) 台北縣 李孝萍

吊飾玩具架組(一)883 台北市 李世森

吊飾玩具架組(二)5805 台北市 李世森

山富公司產品型錄 台中縣 陳宗仁

MAXCARE產品包裝 台北縣 郭振祥

獅子NEW WORLD設計圖 台中市 葉雪貞

產品型錄 彰化縣 吳宏亮

娃娃兵 桃園縣 邱怡甄

波浪花紋圖 台中縣 劉冠志

781鼓 台北市 李世森

782吉他 台北市 李世森

784鈴鼓 台北市 李世森

785響片 台北市 李世森

萬應紅花油包裝盒 高雄市 陳麗卿

萬應紅花油 高雄市 陳麗卿

水仙花圖 高雄市 陳麗卿

HOEHIN及花圖 台南縣 陳麗卿

工具包裝盒 台中市 吳宗達

香精油座 新竹市 陳文江

古早味農舍房屋圖 台北縣 陳麗卿

去污皂條包裝盒設計圖 彰化市 周翠蘋

抹草美容皂包裝盒設計圖 彰化市 周翠蘋

臉型圖 新竹市 吳宗達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花錦福圖 台北縣 劉勤興

經典玫瑰 台北縣 劉勤興

機器人動作圖 台南縣 林宗文

猴子圖 高雄市 楊欽堯

外星人圖集 台北市 葉雪貞

靈位牌抬座 高雄市 喬珍珍

廣告設計圖 南投縣 李孝萍

塑膠壁板花紋圖(三) 台南縣 蔡燕明

雙ｅ設計圖 高雄市 楊欽堯

披薩圖 彰化縣 黃旭進

樂透彩球圖 桃園縣 簡志道

足球圖 桃園縣 簡志道

彌勤佛圖 嘉義縣 劉冠志

濟公圖 嘉義縣 劉冠志

達摩圖 嘉義縣 劉冠志

地藏王菩薩 台北縣 俞贊敉

古味懷舊圖 彰化縣 黃旭進

水滴玩偶 台中市 黃振桐

牛仔之愛 台北縣 劉勤興

花紋圖(三) 台北縣 謝福順

WELROSE 38℃包裝盒圖集 台北市 葉雪貞

智能美術創作課程A1、B1、C1 桃園市 許月娥

布面圖案設計圖 台北市 邱吉均

護手膜設計圖 高雄市 楊欽堯

著物掛け 台南市 陳福興

褲花圖(四) 彰化縣 柯榮原

褲花圖(五) 彰化縣 柯榮原

褲花圖(六) 彰化縣 柯榮原

褲花圖(七) 彰化縣 柯榮原

褲花圖(八) 彰化縣 柯榮原

PePa兔出沒注意1至10系列 台北縣 林淑靜

鞋底系列 台南市 黃永祿

鞋面花紋十二 台南縣 葉雪貞

鞋面花紋圖十三 台南縣 葉雪貞

天人牌粉わさび調味料包裝袋 台北市 陳麗卿

和興白花油標貼 台南縣 陳麗卿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和興白花油說明書 台南縣 陳麗卿

和興白花油外盒 台南縣 陳麗卿

包裝盒設計圖(一) 桃園縣 邱吉均

包裝盒設計圖(二) 桃園縣 邱吉均

鞋面花紋圖十四 台南縣 葉雪貞

鞋面花紋圖十五 台南縣 葉雪貞

鞋面花紋圖十六 台南縣 葉雪貞

鞋面花紋圖十七 台南縣 葉雪貞

梅花 台北市 葉雪貞

竹 台北市 葉雪貞

菊花 台北市 葉雪貞

蘭花 台北市 葉雪貞

生態綠建築之規劃圖 花蓮縣 許森林

原野香．蘇打包裝設計圖 苗栗縣 許森林

人像圖 高雄市 葉雪貞

友賓包裝設計圖(107) 台南市 劉冠志

貓頭鷹圖 台北市 簡志道

鯨魚圖 台北市 簡志道

草莓圖 台北市 簡志道

巧連田D.I.Y佈置園地 高雄市 楊欽堯

祥龍圖(一) 屏東縣 喬珍珍

祥龍圖(二) 屏東縣 喬珍珍

裕益碗粿王圖 台南縣 吳文瑞

太極八卦轉運墜設計圖 台北市 謝顯榮

達康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標章 台北市 李世森

花紋圖(一) 台北縣 簡志道

花紋圖(二) 台北縣 簡志道

葡萄園圖 彰化縣 黃旭進

玉檀香包裝盒設計圖 南投縣 韓瑞杰

褲花圖(九) 彰化縣 柯榮原

影音伴唱二合一海報設計圖 台北縣 邱吉均

二合一點歌監視系統主機海報設計圖 台北縣 邱吉均

電腦主機用面板(QL-02) 台北縣 廖俊賢

電腦主機用面板(QL-03) 台北縣 廖俊賢

電腦主機用面板(QL-04) 台北縣 廖俊賢

晟德大藥廠(股) 台北市 陳亮樺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天龍圖 屏東縣 楊欽堯

褲花圖(十) 彰化縣 柯榮原

褲花圖(十一) 彰化縣 柯榮原

鞋面花紋圖十八 台南縣 葉雪貞

靜海財庫金 台中市 鄭聰敏

凝香美容茶包裝盒圖設計 高雄縣 盧宗輝

酪梨酥包裝盒圖 台南縣 陳福興

妙潔主婦圖 台北市 黃子南

環暐國際貿易有限公司設計圖 台中市 葉雪貞

設計圖 彰化縣 黃旭進

阿在伯之圖案 彰化縣 黃旭進

阿在伯之十三姨圖案 彰化縣 黃旭進

花草圖 台北縣 葉雪貞

小熊圖 台北縣 葉雪貞

頑皮貓圖 台北縣 葉雪貞

咖啡杯圖 台北縣 葉雪貞

珠珠圖 台北縣 葉雪貞

羽毛圖 台北縣 葉雪貞

花朵圖 台北縣 葉雪貞

企鵝圖 台北縣 葉雪貞

傑鈿圖 彰化縣 蔡奇洲

美女圖(一) 台北市 林志雄

美女圖(二) 台北市 林志雄

美女圖(三) 台北市 林志雄

美女圖(四) 台北市 林志雄

文鎮 台北市 黃子南

友賓包裝設計圖(108) 台南市 劉冠志

SCULPTED BAND OF SWABTIP 美國 徐建興

飲水機狀態圖示示意圖 桃園縣 謝福順

熱狗兄弟 彰化市 周翠蘋

熱狗小子 彰化市 周翠蘋

熱狗雙子精靈 彰化市 周翠蘋

熱狗老爹 彰化市 周翠蘋

鹼性鈣離子電解水機型錄 台中縣 余秀霞

海世界 台北市 陳麗卿

油揚味付包裝袋 台北市 陳麗卿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EASY TAKE 台南市 林宗文

御香堂香藝術型錄 台中縣 陳宗仁

轉印鈑畫圖(二) 台北市 許森林

鹼性鈣離子電解水生成器型錄 台中縣 余秀霞

香菇系列圖 台南市 黃永祿

陳俊雄美術著作 台中縣 葉雪貞

麒麟 新竹市 林迪生

法印圖 彰化縣 黃丁城

小花花圖 桃園市 葉雪貞

東洋花圖 桃園市 葉雪貞

數字遊戲圖 桃園市 葉雪貞

輕便(立即)型烤肉架 台南市 陳福興

八卦陰陽五行圖 台中縣 陳宗仁

東興肉品包裝盒設計圖 屏東縣 盧宗輝

旗魚筋肉設計圖 屏東縣 盧宗輝

東興漁品包裝盒設計圖 屏東縣 盧宗輝

精裝祖先金香冥紙外包裝設計圖 高雄縣 盧宗輝

祖先金香冥紙版畫設計圖 高雄縣 盧宗輝

蠻腰茶 台南市 陳福興

消脂茶 台南市 陳福興

書寫練習板2 台中縣 葉雪貞

書寫練習板1 台中縣 葉雪貞

茶寶寶圖 台北縣 葉雪貞

五路進財圖(11/8申請更名為「麒麟山海鎮圖」，證號為D-19-07-930002) 彰化縣 蔡奇洲

天官賜福圖(11/8申請更名為「八卦山海鎮圖」，證號為D-02-03-930003 彰化縣 蔡奇洲

KP圖 高雄市 劉冠志

小太鼓糖果罐 彰化縣 鄭聰敏

足部貼布 高雄市 陳福興

公雞圖 台南縣 石介昌

幾何設計圖 彰化縣 黃旭進

熊寶寶圖 台北縣 葉雪貞

威菌益設計圖 苗栗縣 彭朋深

熱帶の風情椰子糖包裝袋 台北市 陳麗卿

台灣咖啡包裝袋 台北市 陳麗卿

五方地主香冥紙版畫設計圖 高雄市 盧宗輝

男孩蹲廁圖 彰化縣 葉雪貞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冰淇淋向日葵盒子圖 苗栗縣 葉雪貞

冰淇淋草莓酒盒子圖 苗栗縣 葉雪貞

冰淇淋草莓盒子圖 苗栗縣 葉雪貞

冰淇淋李子酒盒子圖 苗栗縣 葉雪貞

友賓包裝設計圖(109) 台南市 劉冠志

友賓包裝設計圖(110) 台南市 劉冠志

友賓包裝設計圖(111) 台南市 劉冠志

企鵝圖 台北市 吳宗達

迦昌圖集 台北市 陳清鴻

友賓包裝設計圖(112) 台南市 劉冠志

PK花紋圖 高雄市 葉雪貞

孝子煎藥圖(一) 台南縣 陳福興

孝子煎藥圖(二) 台南縣 陳福興

淨香爐 台南縣 蔡燕明

香爐(一) 台南縣 蔡燕明

香爐(二) 台南縣 蔡燕明

香爐(三) 台南縣 蔡燕明

開運金正箔圖 台南縣 郭全河

水處理設備型錄 台中縣 余秀霞

彩粧盒系列圖 台南市 林宗文

百花圖 台北市 陳清鴻

寶籠燈糖菓罐 嘉義縣 陳俊文

迷彩豬糖菓罐 嘉義縣 陳俊文

鳳梨糖菓罐 嘉義縣 陳俊文

TNL & Logo device 挪威 徐建興

玉女求蔘圖 高雄縣 葉雪貞

財神爺 台南市 葉雪貞

巴登廚具 台北市 郭乃端

伸保傢俱2004年鑑 台中縣 柯榮原

褲花圖(十二) 彰化縣 柯榮原

褲花圖(十三) 彰化縣 柯榮原

褲花圖(十四) 彰化縣 柯榮原

褲花圖(十五) 彰化縣 柯榮原

商品標籤圖 台南縣 蔡燕明

愛的小禮 彰化縣 鄭聰敏

戀情 彰化縣 鄭聰敏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跨世紀腦映像 台中縣 韓瑞杰

皮包花紋圖(一) 苗栗縣 陳麗卿

瓶子 台北縣 謝顯榮

日旋設計圖 台北市 白浩秦

老鷹圖 台北縣 謝福順

亞威國際貿易有限公司設計圖 台中市 葉雪貞

倫敦雙層巴士鐵盒插畫 台北縣 廖德鋒

貝殼形碟子 高雄市 蔡燕明

友賓包裝設計圖(113) 台南市 劉冠志

友賓包裝設計圖(114) 台南市 劉冠志

友賓包裝設計圖(115) 台南市 劉冠志

友賓包裝設計圖(116) 台南市 劉冠志

可愛狗 台南縣 吳文瑞

祭祀用紙 台南縣 葉雪貞

A+設計圖 台中市 黃振桐

伸張正義藝術品 南投縣 蔡燕明

東方甜姐兒人偶 苗栗縣 黃振桐

旗 台北市 柯榮原

美術著作集 台南縣 葉雪貞

貼皮建材花紋(三) 台北縣 黃子南

高雄縣阿蓮鄉農會圖 高雄縣 邱素英

珍果圖 台北縣 謝福順

百果圖 台北縣 謝福順

友賓包裝設計圖(117) 台南市 劉冠志

友賓包裝設計圖(118) 台南市 劉冠志

友賓包裝設計圖(119) 台南市 劉冠志

眼鏡置放盒 台北市 吳宜純

眼鏡 台北市 吳宜純

田園玫瑰花園 桃園縣 簡志道

巧味鹹酥雞大王設計圖 台南市 劉冠志

吉祥圖著作集 台南縣 葉雪貞

普林特探極蛙 台中縣 鄭聰敏

小雞圖 台北市 梁志堅

時鐘面板(星空) 彰化縣 黃丁城

仕女圖 雲林縣 陳麗卿

讚不絕口圖 板橋市 黃子南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全真道教正宗龍門派圖 台北縣 葉雪貞

雞形撲滿 台北市 葉雪貞

坩鍋(一) 台中市 葉雪貞

動物造型名片の花器 台北縣 葉雪貞

時鐘面板 彰化縣 黃丁城

小波POPO圖集 台北縣 黃丁城

扶桑之花道 台北市 柯榮原

旺寶寶 台南市 林宗文

玫瑰花 台中市 邸士第

綠葉 台中市 邸士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