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纏記東河包子設計圖 台北縣 李紫瑜

布料功能示意圖 台中縣 劉冠志

好味稻設計圖 台北縣 白浩秦

紙盒圖樣 屏東市 葉雪貞

福德正神四方貴人令 台中市 柯榮原

蓮寶燈座 台南縣 陳福興

娃娃圖 台北市 陳麗卿

DONA娃娃圖 台北市 陳麗卿

DONA BABY娃娃圖 台北市 陳麗卿

陞鴻「關廟」包裝袋 嘉義縣 陳俊文

友賓包裝設計圖(120) 台南市 劉冠志

電腦主機用面板(0508) 台北縣 廖俊賢

電腦主機用面板(0509) 台北縣 廖俊賢

鞋面花紋圖(十九) 台南縣 葉雪貞

碳燒咖啡糖包裝袋 台北市 陳麗卿

海底動員圖-筆記簿 高雄市 陳麗卿

海底動員圖-家庭連絡簿 高雄市 陳麗卿

海底動員圖-英文練習簿 高雄市 陳麗卿

太陽圖 台北縣 葉雪貞

帆船圖 高雄市 葉雪貞

台灣風味圖 彰化縣 黃丁城

布料功能示意圖(二) 台中縣 劉冠志

祥龍獻瑞 嘉義縣 蔡清福

舞獅佳節 嘉義縣 蔡清福

紅包袋封面 台中縣 謝顯榮

人頭圖樣 台北市 林淑靜

帥哥熊圖集 雲林縣 楊俊朋

美女熊圖集 雲林縣 楊俊朋

布面圖案設計圖-閒情逸致 台北市 邱吉均

聖凱莉壽桃塔底座美術圖形 基隆市 施永智

口袋袋花圖(三) 彰化縣 葉雪貞

口袋袋花圖(二) 彰化縣 葉雪貞

口袋袋花圖(一) 彰化縣 葉雪貞

山海鎮山水圖 彰化縣 邱素英

骨灰罈抱持座 台南市 陳福興

動物組合圖 台中市 葉雪貞

塑膠地磚表面紋路之工程設計圖集 高雄縣 李德安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重機騎土圖 台中市 葉雪貞

鞋底、鞋面、鞋邊系列 台南市 黃永祿

觀念界GLORY CONCEPT 台北市 劉勤興

透明思考TMSK 台北市 劉勤興

飾品 台北縣 邱吉均

元寶火焰圖 屏東縣 陳麗卿

4L圖 屏東縣 陳麗卿

咖啡巧克力麻糬包裝 南投縣 梁武銘

花生巧克力麻糬包裝(一) 南投縣 梁武銘

花生巧克力麻糬包裝(二) 南投縣 梁武銘

花都嬌客圖(三) 台中縣 陳麗卿

魚骨頭糖果罐 彰化縣 鄭聰敏

天皇尺 嘉義市 葉雪貞

五雷號令(一) 嘉義市 葉雪貞

五雷號令(二) 嘉義市 葉雪貞

隱形眼鏡盒圖 美國 許森林

美連發化粧品有限公司標章 彰化縣 葉雪貞

MA400面板設計圖 桃園縣 周政榮

MA107面板設計圖 桃園縣 周政榮

MA403面板設計圖 桃園縣 周政榮

松華房屋MASTER租賃廣告看板 台北市 李世森

FAIRYLAND暨山形組合設計圖 台東縣 盧宗輝

象家庭 台南縣 蔡燕明

象寶寶(三) 台南縣 蔡燕明

畫世紀社區圖騰 高雄市 楊欽堯

希望家族 台南市 唐己立

巧克力熊 台南市 唐己立

蔬菜寶貝日本山藥ゃまのぃも及圖 台中市 周翠蘋

人形設計圖 南投縣 韓瑞杰

哈囉家族 台中市 葉雪貞

圖集 台北市 謝顯榮

VOGUESHOPS設計圖 台北縣 陳麗卿

菩提娃娃 台南市 葉雪貞

龍的圖形 苗栗縣 黃振桐

小白兔圖集 雲林縣 楊俊朋

補運金圖(二) 台北縣 白浩秦

聯發碾米工廠米袋(台灣好米) 台南縣 陳俊文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包裝圖 台北縣 謝福順

桃子圖(二) 桃園縣 許月娥

禪機玄妙法輪 台中市 柯榮原

長腿美女圖(一) 彰化縣 黃旭進

長腿美女圖(二) 彰化縣 黃旭進

五雷號令三合一組合 嘉義市 葉雪貞

杯子圖 台北縣 黃子南

太陽設計圖 台南市 林宗文

2個寶寶圖 台南市 林宗文

潔粉包裝盒 彰化市 周翠蘋

雲彩設計圖 基隆市 李紫瑜

刊物編輯格式 台北市 廖德鋒

MR. HONEY頑皮狗設計圖 台中縣 葉雪貞

稻穗圖 南投縣 葉雪貞

蓮花寶圖 高雄縣 劉冠志

財旺有餘圖 高雄縣 劉冠志

Ton-e及設計圖 苗栗市 彭朋深

佛教文物設計圖(1) 花蓮縣 李紫瑜

佛教文物設計圖(2) 花蓮縣 李紫瑜

方型圖 彰化縣 黃旭進

黑糖炭燒圖 彰化縣 黃旭進

交趾陶盤龍 雲林縣 黃旭進

交趾陶鳳珠 雲林縣 黃旭進

曲線圖 台北縣 陳麗卿

戶口名簿套設計圖 彰化縣 周翠蘋

埃及豔后圖 台北市 許森林

饒哲宏設計圖 台南縣 楊俊朋

小象邦尼圖 台北縣 葉雪貞

王者之盾 台北市 吳宗達

福果香菇味源包裝盒 台北市 陳麗卿

澳洲高鈣乳酪餅 台北縣 陳麗卿

Inshalee 2005 SWIMWEAR FASHION COLLECTION 型錄 台北縣 陳麗卿

神奇蛋中蛋 台北縣 許月娥

農夫圖 花蓮縣 吳文瑞

石雕紋 台北縣 李紫瑜

遊戲桌之圖案設計 台北市 謝顯榮

普渡公金圖 苗栗縣 余秀霞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磁感應開關系列 台北縣 李紫瑜

綜藝字體 雲林縣 江美惠

吸濕排汗圖形 台南市 唐己立

女狼圖 台南市 唐己立

宗教圖著作集 台南縣 葉雪貞

乾坤太極圖 台北市 葉雪貞

經絡穴道旋轉盤 台中市 余秀霞

立體浮貼紋路 高雄市 楊欽堯

期股贏家 台北縣 許森林

小財神 台北縣 許月娥

禪機玄妙圖像 台中市 柯榮原

滿香緣藏の香 台北縣 李紫瑜

小布娃娃BLYTHE 台北縣 劉勤興

梅花易數牌詞占卜圖集 台北市 葉雪貞

「好の米」字形設計 苗栗縣 許森林

好の米標章 苗栗縣 許森林

熊寶寶設計圖 嘉義市 吳文瑞

摩羯座星座圖 台中縣 陳宗仁

水瓶座星座圖 台中縣 陳宗仁

雙魚座星座圖 台中縣 陳宗仁

牡羊座星座圖 台中縣 陳宗仁

金牛座星座圖 台中縣 陳宗仁

雙子座星座圖 台中縣 陳宗仁

巨蟹座星座圖 台中縣 陳宗仁

獅子座星座圖 台中縣 陳宗仁

處女座星座圖 台中縣 陳宗仁

天秤座星座圖 台中縣 陳宗仁

天蠍座星座圖 台中縣 陳宗仁

射手座星座圖 台中縣 陳宗仁

榮華財庫符 台北市 陳麗卿

愛情如意符 台北市 陳麗卿

黑芝麻醬及圖 台北市 許月娥

鄭榮光珠寶玉石飾品設計 台南縣 黃永祿

KENDO 台中市 吳宗達

音符圖 台北市 葉雪貞

双貓感冒液 彰化縣 郭振祥

双貓傷風友 彰化縣 郭振祥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七彩招財金香冥紙設計圖 嘉義市 陳俊文

書法字集 高雄市 韓瑞杰

無忌公司2005產品型錄 高雄市 韓瑞杰

龍系列圖 台南市 劉聰吉

雷印立體雕刻圖 台北市 許森林

足部按摩DIY 台東縣、彰化縣黃丁城

天池茶圖 南投縣 黃丁城

華岡台灣第一等 南投縣 黃丁城

三寶銀幣 台北縣 白浩秦

聚寶金鈔 台北縣 白浩秦

不動明王 台中市 邱怡甄

湘揚之標章 台中市 邱怡甄

冠軍狗 台北市 劉冠志

大熊貓生活館及圖PANDA HOUSE 台北市 李紫瑜

鞋底、鞋面、鞋邊、鞋跟、飾扣系列 台南市 黃永祿

陰莖勃起輔助環 南投縣 韓瑞杰

富貴蓮花圖 台北市 陳麗卿

天然菓子健康果仁標貼 台北縣 陳麗卿

金玉滿堂設計字圖 嘉義縣 劉冠志

歲歲平安設計字圖 嘉義縣 劉冠志

鴻圖大展設計字圖 嘉義縣 劉冠志

福祿壽喜設計字圖 嘉義縣 劉冠志

馬到成功設計字圖 嘉義縣 劉冠志

民俗圖畫著作集 台南縣 葉雪貞

Garden Girl圖 台南市 邱素英

世界環球圖 雲林縣 鄭聰敏

香冥紙版畫設計圖集 高雄縣 盧宗輝

美食圖 台北市 謝顯榮

大同及橋圖 雲林縣 陳俊文

單身愛情符 台北市 陳麗卿

戀人愛情符 台北市 陳麗卿

夫妻愛情符 台北市 陳麗卿

鳳梨香塔 高雄縣 盧宗輝

凱蒂泰勒圖 台北市 李世森

獅子圖 台北縣 李世森

SIL包裝盒圖 台中市 陳宗仁

DOLZ包裝盒圖 台中市 陳宗仁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透氣孔床墊 彰化縣 黃旭進

磁吸式拼畫設計圖 台中縣 韓瑞杰

尼尼兔 彰化縣 鄭聰敏

尼尼熊 彰化縣 鄭聰敏

咖啡樹(一) 嘉義市 李宜桓

咖啡樹(二) 嘉義市 李宜桓

規劃設計製造專案 台中縣 韓瑞杰

蝙蝠圖 台北縣 陳宗仁

馬頭圖 台中市 邸士第

金統立娃娃圖 台中縣 蔡志忠

英文槁紙設計 台南市 唐己立

調整型胸罩全圖 台南市 唐己立

大嘴蛙 台南縣 唐己立

鴨兔圖 高雄市 葉雪貞

日象寶寶(一) 台南縣 蔡燕明

日象寶寶(二) 台南縣 蔡燕明

日象寶寶(三) 台南縣 蔡燕明

日象寶寶(四) 台南縣 蔡燕明

高速龍門洗彫機結構體之組件設計圖 彰化縣 韓瑞杰

Give Me Five人物集 台北市 謝顯榮

Reading House圖案集 台北市 謝顯榮

FK設計圖 台北市 葉雪貞

八卦圖 台北縣 葉雪貞

蕾黛斯褲襪包裝盒 彰化縣 黃丁城

星座系列(巨蟹座、雙子座) 雲林縣 鄭聰敏

星座系列(獅子座、處女座) 雲林縣 鄭聰敏

土豆圖 台北縣 黃子南

無極乾坤卦圖 台中市 俞昌瑋

「綠建築整體營造計劃」輯錄 花蓮縣 許森林

剛定金圖 彰化縣 黃丁城

茂盛木圖 彰化縣 黃丁城

潺流水圖 彰化縣 黃丁城

炯烈火圖 彰化縣 黃丁城

四方土圖 彰化縣 黃丁城

花圖(一) 台南縣 蔡燕明

花圖(二) 台南縣 蔡燕明

古典美人 嘉義市 李宜桓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山海鎮 台北縣 林進福

魁星踢斗圖 雲林縣 葉雪貞

娃娃頭 台中縣 邱怡甄

蝴蝶設計圖 台南縣 石介昌

殯儀用立體飾花 彰化縣 周翠蘋

伯溫立體美術工藝品 台中市 林祈松

伯溫平面美術著作 台中市 林祈松

川林實業有限公司標章 台北縣 陳麗卿

機器人包裝卡 台南市 林宗文

香精油瓶擺飾品(一) 台北縣 許月娥

香精油瓶擺飾品(二) 台北縣 許月娥

錢櫃吉祥物 台北市 謝顯榮

中華文化弘道慈善協會會章 屏東縣 柯榮原

雙貓感冒液 彰化縣 郭振祥

双貓咳嗽糖漿 彰化縣 郭振祥

馬賽克鏡子 彰化縣 鄭聰敏

旭日東昇門片 台中市 吳宗達

福滿門門片 台中市 吳宗達

如意門門片 台中市 吳宗達

財源滾滾門片 台中市 吳宗達

雙滿龍日式拉麵圖 台北市 許森林

迦昌美術圖集 台北市 陳清鴻

愛蘭白雲 新竹市 林迪生

彈珠遊戲機壓克力背景設計圖 台北市 黃振桐

旋轉吊飾玩具架組5802 台北市 李世森

胖達吉祥物設計圖 台中市 葉雪貞

碧海藍天圖 台中市 葉雪貞

民俗圖畫著作集(二) 台南縣 葉雪貞

財神爺 桃園縣 許月娥

花紋圖(四) 台北縣 謝福順

鞋底、鞋面花紋系列 台南市 黃永祿

海芋圖 台南縣 蔡燕明

摩德富鍛造鋁圈企業吉祥物設計圖 南投縣 葉雪貞

決戰網圖 高雄市 葉雪貞

讚起來設計圖 南投縣 周翠蘋

運動選手 雲林縣 鄭聰敏

蕾絲R8445 SD 台南縣 石介昌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三清道院識別圖 台北縣 廖德鋒

布料功能示意圖(三) 台中縣 劉冠志

布料功能示意圖(四) 台中縣 劉冠志

布料功能示意圖(五) 台中縣 劉冠志

卡通造型圖 高雄市 楊欽堯

WKF 台北市 劉勤興

古典花紋圖 台中市 邸士第

羅馬競技場(一) 高雄市 楊欽堯

羅馬競技場(二) 高雄市 楊欽堯

羅馬競技場(三) 高雄市 楊欽堯

羅馬競技場(四) 高雄市 楊欽堯

檀香粉塊罐 台中縣 楊志凡

花圖 台中縣 楊志凡

金統有限公司 台北市 陳亮樺

牛寶寶 台南市 葉雪貞

國際松濤館空手道連盟SHOTOKAN-KARATE-DO INTERNATIONAL 台北市 劉勤興

我的路靠我的腳走出來及圖 彰化縣 葉雪貞

金元寶糖果盒 彰化縣 鄭聰敏

花紋圖(五) 台北縣 謝福順

花紋圖(六) 台北縣 謝福順

花紋圖(七) 台北縣 謝福順

彩虹童話列車設計圖 台南縣 石介昌

吉姆幼兒園看板設計圖 台南縣 石介昌

仙道妙靈宗靈願金(一) 高雄縣 楊欽堯

仙道妙靈宗靈願金(二) 高雄縣 楊欽堯

仙道妙靈宗靈願金(三) 高雄縣 楊欽堯

仙道妙靈宗靈願金(四) 高雄縣 楊欽堯

仙道妙靈宗靈願金(五) 高雄縣 楊欽堯

旋轉吊飾玩具架組包裝盒NO.5802 台北市 李世森

襪子設計圖 台中縣 陳宗仁

襪子吊牌設計圖 台中縣 陳宗仁

襪子包裝紙圖 台中縣 陳宗仁

紙箱圖樣設計圖 台中縣 葉雪貞

噹噹卡通圖 台北市 葉雪貞

咚咚卡通圖 台北市 葉雪貞

叮叮卡通圖 台北市 葉雪貞

台灣蕃薯連線 台北縣 郭振祥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殯儀用立體飾花 彰化絳 周翠蘋

娃娃雞 台南市 唐己立

冬瓜家族 台南市 唐己立

太魯閣族 彰化縣 黃旭進

布農族 彰化縣 黃旭進

卑南族 彰化縣 黃旭進

邵族 彰化縣 黃旭進

阿美族 彰化縣 黃旭進

客家族 彰化縣 黃旭進

泰雅族 彰化縣 黃旭進

排灣族 彰化縣 黃旭進

達悟族 彰化縣 黃旭進

鄒族 彰化縣 黃旭進

福佬族 彰化縣 黃旭進

魯凱族 彰化縣 黃旭進

噶瑪蘭族 彰化縣 黃旭進

賽夏族 彰化縣 黃旭進

林玉妙狗狗創作畫集(一) 彰化縣 施永智

新社莊園圖 台中縣 吳宗達

新社古堡圖 台中縣 吳宗達

宜蘭餅包裝設計圖 宜蘭縣 李紫瑜

MITEAM GROUP及設計圖 台中縣 葉雪貞

中華中宮無極瑤池西王金母大天尊、土在王咒輪金 南投市 黃丁城

九轉蓮花(一) 雲林縣 葉雪貞

九轉蓮花(二) 雲林縣 葉雪貞

九轉蓮花(三) 雲林縣 葉雪貞

雙馬圖標籤 台北縣 陳麗卿

豆莢圖 台北市 俞昌瑋

財爺 台中縣 柯榮原

奏文 彰化縣 黃丁城

美雅宜蘭餅包裝袋 宜蘭市 陳麗卿

友賓包裝設計圖(121) 台南市 劉冠志

友賓包裝設計圖(122) 台南市 劉冠志

友賓包裝設計圖(123) 台南市 劉冠志

友賓包裝設計圖(124) 台南市 劉冠志

甜酒豆腐乳包裝設計 台北縣 李紫瑜

陳年豆醬包裝設計 台北縣 李紫瑜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蔴油辣腐乳包裝設計 台北縣 李紫瑜

蔴油香筍包裝設計 台北縣 李紫瑜

阿里山光華首冠露茶葉罐包裝紙 嘉義縣 陳俊文

包裝盒之圖樣設計 台北市 謝顯榮

格紋圖(一) 台北縣 謝顯榮

格紋圖(二) 台北縣 謝顯榮

貓圖集 台北市 白浩秦

三媽臭臭鍋泡菜包裝袋 彰化縣 陳麗卿

神形鎮煞 台中市 柯榮原

牛先生造形圖 台中市 許森林

NeNeMoMo設計圖 台中市 葉雪貞

音符圖(二) 台北市 葉雪貞

哇莎米三兄妹 嘉義市 劉冠志

XD設計圖 台南縣 陳福興

星座系列(一) 雲林縣 鄭聰敏

星座系列(二) 雲林縣 鄭聰敏

星座系列(三) 雲林縣 鄭聰敏

口袋花曲線圖 台北市 葉雪貞

XD MAN圖 台南縣 陳福興

仕女圖 台北市 陳麗卿

須家昌肖像圖 台北市 李世森

米字圖 台南市 唐己立

善變的貓 台南市 唐己立

孔雀圖 高雄市 蔡燕明

後袋花圖 台北縣 葉雪貞

蠋台式燈具改良結構(一) 台北市 林祈松

蠋台式燈具改良結構(二) 台北市 林祈松

佳音 南投縣 吳宗達

格新 南投縣 吳宗達

宙源 南投縣 吳宗達

進取 南投縣 吳宗達

車輛飛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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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圖 嘉義縣 劉冠志

鑽豹圖 高雄市 葉雪貞

美術著作集 台南縣 葉雪貞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子母雙獅圖(一) 屏東縣 喬珍珍

子母雙獅圖(二) 屏東縣 喬珍珍

洛貝茲城故事系列人物介紹 桃園縣 許月娥

比比狗 台北市 葉雪貞

乳牛碰五龍珍珠及圖 台北市 李紫瑜

發條橘子圖 嘉義市 林宗文

林朝宗圖 台北縣 俞贊敉

招財進寶圖 台南市 唐己立

富貴吉祥 台中縣 黃振桐

醬太郎標貼 台北縣 陳麗卿

芥茉豆標貼 台北縣 陳麗卿

花都嬌客圖(四) 台中縣 陳麗卿

離子電棒燙之燙髮順序圖 台北市 陳麗卿

養生鹿野鷄精包裝盒 台北市 陳麗卿

元氣人蔘鷄精包裝盒 台北市 陳麗卿

漢方素(素佳)精包裝盒 台北市 陳麗卿

玫瑰四物鷄精包裝盒 台北市 陳麗卿

人蔘圖 高雄市 林進福

美人魚與歡樂趣味家族 高雄市 林進福

鹿角寶寶 高雄市 林進福

消防寶寶(一) 台中縣 陳宗仁

消防寶寶(二) 台中縣 陳宗仁

芬妮寶寶 台北市 林進福

功夫熊圖 高雄市 林進福

浜崎兔設計圖 嘉義縣 劉冠志

台糖白甘蔗養生涮涮屋設計圖 台北縣 李紫瑜

恒佶之標章 台中縣 邱怡甄

楊清和之標章 台中縣 邱怡甄

鴨圖 雲林縣 陳麗卿

KING DUCK及圖 雲林縣 陳麗卿

KANGROO EYEWEAR及圖 彰化縣 鄭聰敏

王子變青蛙 彰化市 鄭聰敏

財神 台中縣 李宜桓

螞蟻設計圖 桃園縣 邱怡甄

愛麗絲之設計圖 桃園縣 邱怡甄

橢圓標章之設計圖 桃園縣 邱怡甄

褲花圖(十六) 彰化縣 柯榮原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小胖圖 台北縣 葉雪貞

英文設計圖(一) 屏東縣 黃旭進

英文設計圖(二) 屏東縣 黃旭進

雲寶寶圖 高雄市 林進福

雲寶寶圖(一) 高雄市 林進福

五虎將 雲林縣 李宜桓

佳偶(一) 嘉義市 李宜桓

佳偶(二) 嘉義市 李宜桓

金泊龍 嘉義市 李宜桓

漢宮圖 嘉義市 李宜桓

裸男圖 台北市 梁志堅

貔貅圖 高雄市 唐己立

太陽圖 高雄市 唐己立

濾油棉網 台南市 陳福興

布面圖案 台中市 葉雪貞

梅子葡萄乾標貼 台北縣 陳麗卿

友賓包裝設計圖(125) 台南市 劉冠志

友賓包裝設計圖(126) 台南市 劉冠志

友賓包裝設計圖(127) 台南市 劉冠志

友賓包裝設計圖(128) 台南市 劉冠志

友賓包裝設計圖(129) 台南市 劉冠志

惜福緣陳媽咪 飯丸、米糕設計圖 台南縣 石介昌

水晶琉璃舍利塔 台北縣 梁志堅

鳳凰 台南縣 吳宗達

連珠 嘉義縣 吳宗達

能量 台南縣 吳宗達

水量 新竹縣 吳宗達

鞋用編織品 台南縣 韓瑞杰

X5圖 南投縣 黃旭進

富桐網頁著作權 台中市 林祈松

凱軒有限公司 台北市 陳亮樺

WAYA Coffee Liquor 台中市 鄭聰敏

WAYA Whisky 台中市 鄭聰敏

葫蘆如意圖 台南縣 楊欽堯

波羅蜜多心經縷空版 台北縣 劉勤興

大悲心陀尼縷空版 台北縣 劉勤興

雙人圖 台南市 劉聰吉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決戰魔法陣BATTLE OF SORCERY 台北縣 謝顯榮

南無天元太保阿彌陀佛像圖 桃園縣 李世森

青春愛現仕女圖 台中縣 葉雪貞

天降寶寶 高雄縣 林進福

玫瑰圖 台中縣 劉冠志

玄康設計圖 台中縣 黃振桐

天馬 南投縣 吳宗達

禾風 彰化縣 吳宗達

竹發 新竹縣 吳宗達

双鴻門板(一) 福建省 吳宗達

双鴻門板(二) 福建省 吳宗達

双鴻門板(三) 福建省 吳宗達

芋頭家族標章 高雄縣 劉勤興

魚飼料機 彰化市 黃振桐

金龍獻瑞吉祥圖 台南縣 陳福興

黑面琵鷺鳥笛 台中縣 葉雪貞

蓬島閎作系列圖 新竹縣 彭朋深

石安牧場產銷身分證 高雄縣 葉雪貞

好鑽 彰化縣 鄭聰敏

龍寶寶圖 台中縣 葉雪貞

香茅、梅子圖 高雄縣 林進福

十二生肖圖 台北縣 陳麗卿

千手觀音圖 苗栗縣 吳宏亮

銀絹 彰化縣 黃旭進

小可與Coney 彰化縣 黃旭進

You & Me 彰化縣 黃旭進

塔羅牌系列圖(一) 高雄縣 黃永祿

塔羅牌系列圖(二) 高雄縣 黃永祿

三希圖 台北縣 黃子南

花圖 台南縣 陳福興

鞋底圖案 台南市 葉雪貞

角花 台南縣 陳福興

名牌 台南縣 陳福興

JQ娃娃圖 高雄縣 楊欽堯

Winner Food包裝盒圖案 台中市 柯榮原

百草辟邪圖 台中縣 段中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