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香環盒面設計圖集(二) 高雄縣 盧宗輝

仿竹玻璃纖維管組合結構系列產品 新竹市 彭朋深

MONSIGNWEAR 台北市 吳宜純

承天寶鼎 台北縣 葉雪貞

狗家族 屏東縣 邱素英

宮廷花 台北市 邱素英

斑馬紋 台北市 邱素英

神明祭祖專用財寶 南投縣 邱素英

冬蟲夏草養生燉包 南投縣 陳宗仁

沐浴鹽正反面設計圖 彰化縣 黃丁城

布可鴨 台北縣 劉勤興

國際松濤館 台北市 劉勤興

娜娜NaNa 桃園市 陳憲騰

媽祖塑像 雲林縣 陳俊文

長方格圖 台北縣 謝福順

正方格圖 台北縣 謝福順

金選桔及圖 台中市 施文銓

黃金玉冷筍及圖 台中市 施文銓

褲花圖(一) 彰化縣 施文銓

褲花圖(二) 彰化縣 施文銓

鞋底、鞋面、鞋面飾件系列 台南市 黃永祿

鞋底、鞋面、鞋跟系列 台南市 黃永祿

宸泓著作(十五) 台中市 邱怡甄

宸泓著作(十六) 台中市 邱怡甄

宸泓著作(十七) 台中市 邱怡甄

友賓包裝設計圖(153) 台南市 劉冠志

元福古法製油圖 嘉義縣 李宜桓

ROYAL POLO及圖(一) 台中縣 邸士第

ROYAL POLO及圖(二) 台中縣 邸士第

ROYAL POLO及圖(三) 台中縣 邸士第

寢具布使用花樣 台北縣 林祈松

飾品美術著作集 台南縣 葉雪貞

門板圖形 高雄市 邱素英

GV-Video Server外包裝盒 台北市 謝宗穎

元氣家族之卡通人物圖集 台北市 簡志道

花紋(一) 彰化縣 黃丁城

花紋(二) 彰化縣 黃丁城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花紋(三) 彰化縣 黃丁城

清娃圖 台北市 謝顯榮

豬妹妹 台中市 蔡奇洲

八吉祥九乘迴文詩 台中縣 蔡奇洲

銀柱產品型錄 彰化縣 黃丁城

大牛、小牛 彰化縣 鄭聰敏

海苔包裝設計 台北市 李紫瑜

吉祥八大嘿嚕嘎迴文詩 台中縣 蔡奇洲

昇祥茶行如意圖 台北市 陳麗卿

財源滾滾圖 台北市 陳麗卿

吉祥如意圖 台北市 陳麗卿

鳳凰于飛圖 台北市 陳麗卿

花開富貴圖 台北市 陳麗卿

中國古典花紋圖 台北市 陳麗卿

祥龍獻瑞圖 台北市 陳麗卿

anna bella美人花草圖 台北市 葉雪貞

尼尼兔 彰化縣 鄭聰敏

經典頂級紅酒 彰化縣 鄭聰敏

Rose World 台北縣 吳宜純

花圖 高雄縣 葉雪貞

版畫(集)2 台北縣 林祈松

版畫(集)1 台北縣 林祈松

版畫(集)3 台北縣 林祈松

北海道特級昆布包裝袋 台北縣 陳麗卿

北島一拉麵商標美術著作 南投市 施永智

POWER 51 產品標籤 台北市 謝顯榮

少女圖系列 台南市 黃永祿

shannhao 樟芝樂包裝盒 台中縣 吳宗達

李維修之標章 苗栗縣 邱怡甄

興隆銅器美術著作集 台南縣 吳文瑞

蔴油香筍包裝設計 台北市 李紫瑜

蔴油辣腐乳包裝設計 台北市 李紫瑜

甜酒豆腐乳包裝設計 台北市 李紫瑜

陳年豆醬包裝設計 台北市 李紫瑜

芋頭豆腐乳包裝設計 台北市 李紫瑜

紅麴豆腐乳包裝設計 台北市 李紫瑜

辣豆瓣豆腐乳包裝設計 台北市 李紫瑜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味噌辣豆瓣醬包裝設計 台北市 李紫瑜

酒釀豆腐乳包裝設計 台北市 李紫瑜

聯結車 台中縣 邱怡甄

香爐 台北縣 廖德鋒

食品包裝袋(一) 彰化縣 林鐘靈

美麗寶貝您的人生 彰化縣 黃旭進

Dinson及圖 新竹市 邸士第

花卉圖 桃園市 葉雪貞

B設計圖 桃園市 葉雪貞

小熊圖 桃園市 葉雪貞

小雞圖 桃園市 葉雪貞

病床隔簾 台北市 李世森

友賓包裝設計圖(154) 台南市 劉冠志

友賓包裝設計圖(155) 台南市 劉冠志

友賓包裝設計圖(156) 台南市 劉冠志

赤崁擔仔麵價目標示美術壁圖 台南市 唐己立

花圖 雲林縣 楊俊朋

花圖 台南市 葉雪貞

牡丹紅圖 台東市 葉雪貞

戒指設計圖(一) 台中市 葉雪貞

戒指設計圖(二) 台中市 葉雪貞

戒指設計圖(三) 台中市 葉雪貞

戒指設計圖(四) 台中市 葉雪貞

秘密花園鏡面設計圖 彰化縣 葉雪貞

流金歲月鏡面設計圖 彰化縣 葉雪貞

珊光瑚影鏡面設計圖 彰化縣 葉雪貞

初雪繽紛鏡面設計圖 彰化縣 葉雪貞

浮筒娃娃 台中市 蔡志忠

豹 桃園縣 陳文江

包裝紙盒圖 台中市 蔡奇洲

吳海港之標章 雲林縣 邱怡甄

鞋底、鞋面、鞋面飾件系列 台南市 黃永祿

小廚師形態圖集 台南市 劉冠志

慈光蓮花圖 雲林縣 柯榮原

老鷹 彰化縣 施文銓

生之屋圖形商標美術著作 彰化縣 施永智

普益達錠圖 台中市 林鐘靈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E少年圖 台北市 白浩秦

瑞營冷凍食品有限公司標章圖 台北縣 李世森

火鍋王朝養生湯頭 台北縣 李紫瑜

阿婆圖 高雄市 林進福

阿婆仔吉祥物 高雄市 林進福

阿婆兵團吉祥物 高雄市 林進福

多功能嬰兒包巾 台南市 邱素英

電動代步車協進會ESSA及圖 台中市 施文銓

盧信成設計圖 台南縣 劉冠志

迷彩台灣(一) 台北市 葉雪貞

迷彩台灣(二) 台北市 葉雪貞

褲花圖(三) 彰化縣 施文銓

褲花圖(四) 彰化縣 施文銓

褲花圖(五) 彰化縣 施文銓

褲花圖(六) 彰化縣 施文銓

褲花圖(七) 彰化縣 施文銓

褲花圖(八) 彰化縣 施文銓

褲花圖(九) 彰化縣 施文銓

黑白無常美術集 南投市 梁武銘

褲花圖(十) 彰化縣 施文銓

褲花圖(十一) 彰化縣 施文銓

褲花圖(十二) 彰化縣 施文銓

褲花圖(十三) 彰化縣 施文銓

褲花圖(十四) 彰化縣 施文銓

褲花圖(十五) 彰化縣 施文銓

褲花圖(十六) 彰化縣 施文銓

褲花圖(十七) 彰化縣 施文銓

褲花圖(十八) 彰化縣 施文銓

褲花圖(十九) 彰化縣 施文銓

雪花冰 高雄市 林進福

企鵝吉祥物(恰恰 CHAR CHAR & 米米 ME ME) 高雄市 林進福

Ora 圖樣 台北市 俞昌瑋

明鎰辦公家具產品總目錄 彰化縣 段中怡

明鎰辦公家具95年度公家機關家具採購總覽 彰化縣 段中怡

明鎰辦公家具96年度公家機關家具採購總覽 彰化縣 段中怡

糖果娃圖集 台北縣 邸士第

Baby Boss 設計圖 台北市 俞昌瑋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生質汽油源能圖 台北縣 李世森

花圖 台南縣 劉聰吉

蜂窩圖 台南縣 劉聰吉

太轉圖 台東市 葉雪貞

地球鐘、地球錶設計 台中市 陳宗仁

新式樣鑄鋁門款型錄 台北縣 謝福順

男用原住民頭飾 台北縣 林迪生

女用原住民頭飾(一) 台北縣 林迪生

女用原住民頭飾(二) 台北縣 林迪生

女用原住民頭飾(三) 台北縣 林迪生

女用原住民服飾 台北縣 林迪生

女用原住民披肩 台北縣 林迪生

女用原住民長掛 台北縣 林迪生

女用原住民長裙 台北縣 林迪生

阿在伯 彰化縣 黃旭進

美背內衣 彰化縣 鄭聰敏

褲花圖(二十) 彰化縣 施文銓

褲花圖(二十一) 彰化縣 施文銓

褲花圖(二十二) 彰化縣 施文銓

褲花圖(二十三) 彰化縣 施文銓

褲花圖(二十四) 彰化縣 施文銓

有趣的D.I.Y.氣球組合 台中縣 張登欽

愛迪博客圖 台北市 葉雪貞

狗圖 雲林縣 簡志道

金色置物架(一) 台南縣 唐己立

金色置物架(二) 台南縣 唐己立

金色置物架(三) 台南縣 唐己立

褲花圖(二十五) 彰化縣 施文銓

褲花圖(二十六) 彰化縣 施文銓

褲花圖(二十七) 彰化縣 施文銓

褲花圖(二十八) 彰化縣 施文銓

褲花圖(二十九) 彰化縣 施文銓

褲花圖(二) 彰化縣 施文銓

褲花圖(十九) 彰化縣 施文銓

褲花圖(三十一) 彰化縣 施文銓

聖誕飾品型錄 台北縣 邱吉均

益智玩具邏輯推解說圖冊 台北縣 邱吉均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愛護台灣 彰化縣 鄭聰敏

線條圖案設計圖 台北市 吳宜純

正瑜設計圖 高雄市 楊欽堯

蚨之圖 台北縣 李紫瑜

花圖(一) 台北縣 陳麗卿

花圖(二) 台北縣 陳麗卿

褲花圖(三十) 彰化縣 施文銓

褲花圖(三十一) 彰化縣 施文銓

極道圖 彰化縣 施文銓

生命の光高機能健康活力晶片腰立挺型錄 彰化縣 陳宗仁

飛翼獅 台中市 邱怡甄

GO捷便及圖 台中市 邱怡甄

58刻面寶石設計圖 台中市 葉雪貞

格子兔 桃園縣 林正吉

橘子圖 桃園縣 林正吉

小美女 桃園縣 林正吉

蘋果貓 桃園縣 林正吉

鮮Q魚丸包裝袋 台北市 陳麗卿

杯子 台北縣 李紫瑜

杯子包裝紙盒設計 台北縣 李紫瑜

金色掛勾架 台南縣 唐己立

金色三層收納架 台南縣 唐己立

金色大瓶裝三層吊架 台南縣 唐己立

金色大瓶裝單層吊架 台南縣 唐己立

金色三角形三層置物架 台南縣 唐己立

包裝盒 台中市 邸士第

長方格圖(二) 台北縣 謝福順

林素芬設計圖(三) 台中市 葉雪貞

陶瓷與白象 台中市 蔡順鑫

伍博熊 台南市 唐己立

蓮花座圖 台中市 蔡奇洲

版畫冊 台北縣 林祈松

古官道圖 金門縣 林進福

帽子 高雄縣 林進福

天官賜福金之12生肖圖 屏東縣 李德安

愛戀微風圖 台北市 邱素英

黑人頭圖 宜蘭縣 陳麗卿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十二生肖)造字變化阿拉伯數字 高雄市 唐己立

(運動項目)造字變化阿拉伯數字 高雄市 唐己立

鞋面、鞋底、鞋面飾件、鞋帶系列 台南市 黃永祿

鞋面、鞋底系列(一) 台南市 黃永祿

鞋面、鞋底系列(二) 台南市 黃永祿

鞋面、鞋跟、鞋筒系列 台南市 黃永祿

提花荼巾(吉茂提花系列一) 彰化縣 鄭聰敏

太子金桔圖 台北縣 李紫瑜

馬偕紀念娃娃(一) 台北市 林志雄

馬偕紀念娃娃(二) 台北市 林志雄

馬偕紀念娃娃(三) 台北市 林志雄

天.地.水.錢 台北縣 白浩秦

蓮花圖等 台北縣 白浩秦

呼啦鳴嘶圖 台南市 劉聰吉

展翅飛翔蝴蝶圖(一) 苗栗縣 李世森

展翅飛翔蝴蝶圖(二) 苗栗縣 李世森

旗山文武廟圖 高雄縣 葉雪貞

Supercase文字設計及圖 台北縣 周政榮

三合院 彰化縣 黃旭進

友賓包裝設計圖(157) 台南市 劉冠志

樂夷寧Color Life 台北市 李紫瑜

佛手圖 台南縣 陳福興

囍事(一) 台中市 梁武銘

囍事(二) 台中市 梁武銘

囍事(三) 台中市 梁武銘

囍事(四) 台中市 梁武銘

燉鍋 新竹市 陳文江

按摩器組合教學及組合設計圖 台中縣 韓瑞杰

鮮菇圖 彰化縣 黃丁城

寒天果汁組合 台北縣 謝顯榮

美少女系列 台南市 黃永祿

機械章魚圖 屏東市 林進福

珊帝健康離子膠囊(一) 彰化縣 郭振祥

珊帝健康離子膠囊(二) 彰化縣 郭振祥

每日水素HYDROGEN LIFE (二) 彰化縣 郭振祥

每日水素HYDROGEN LIFE (一) 彰化縣 郭振祥

艾珮斯城堡Castle咖啡圖 台北市 李世森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秋葉原特濃豆漿圖 台北市 李世森

fn2S設計圖 台北市 李世森

12星座妹妹頭 彰化縣 黃旭進

呈昌圖 彰化縣 黃旭進

攜帶式(行動)佛壇 彰化縣 鄭聰敏

宗教圖著作集(四) 台南縣 葉雪貞

茶師父圖騰 台北縣 陳麗卿

天水牌Sky Water飲水、濾水設備之過濾器流量顯示器圖 台中縣 余秀霞

天水SkyWater型錄 台中縣 余秀霞

草莓圖 台中縣 蔡奇洲

通關 台南縣 黃永祿

娃娃圖案 彰化縣 邸士第

鴻霖圖形設計 彰化縣 柯榮原

天心佛語(四) 台中市 柯榮原

美術著作圖集(一) 台南縣 葉雪貞

美術著作圖集(二) 台南縣 葉雪貞

美術著作圖集(三) 台南縣 葉雪貞

古篆風華設計圖 彰化縣 葉雪貞

鮪魚圖 屏東縣 林進福

櫻花蝦圖 屏東縣 林進福

將軍形態圖集 台南市 劉冠志

天子君 台南縣 吳文瑞

台灣高梁酒標籤系列 台中縣 鄭聰敏

至美軒文化簡介 台南縣 吳文瑞

友賓包裝設計圖(158) 台南市 劉冠志

友賓包裝設計圖(159) 台南市 劉冠志

友賓包裝設計圖(160) 台南市 劉冠志

友賓包裝設計圖(161) 台南市 劉冠志

自由之聲吉祥物 台南縣 郭全河

YA TIGER 彰化縣 黃丁城

友賓包裝設計圖(162) 台南市 劉冠志

COVESE娃娃設計圖 高雄市 吳文瑞

雕花筆筒 台北市 周政榮

BabyBoss職業娃娃 台北市 俞昌瑋

企鵝與騎士 桃園縣 陳文江

福澤公婆系列 台北市 謝顯榮

福果朝天椒包裝袋 台北市 陳麗卿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捷鋮興業有限公司產品目錄 台南縣 黃永祿

PET空瓶 高雄縣 鄭聰敏

川元巧克力牛奶糖系列 彰化縣 鄭聰敏

www.rts.net webpage designs （www.rts.net網頁設計圖） 英國 林志雄

美術著作圖集 台南市 葉雪貞

人像圖 高雄縣 邱素英

精神原生物益菌及圖 台中市 吳宗達

門板飾紋 桃園縣 吳宗達

布丁玩偶及臉譜變化圖 台南市 劉冠志

鍛造藝術欄杆 台北縣 吳宜純

花草圖集 台南縣 葉雪貞

彩虹兒童R-man家族 台北市 謝顯榮

獨角獸 台北縣 李世森

蕾絲圖集(#WG-0808.#GW-030807.#GWVS-6410.#GWVS-

6225.GWVS-1715.#GW-1127.#GWVS-1171.#1544.#GWVS-

0811.#5117.#WG-0810.#WG-0807(solid X-

dye).N7628A.#E464-R2

台北市 葉雪貞

鹹、酸、甜 彰化縣 鄭聰敏

YaYa+DaDa 台中市 葉雪貞

汎歌化妝品事業有限公司網頁編輯著作 雲林縣 郭乃端

歡樂時光(一) 台中市 許森林

歡樂時光(二) 台中市 許森林

歡樂時光(三) 台中市 許森林

歡樂時光(四) 台中市 許森林

人體經穴分佈模型(六) 台中市 葉雪貞

U仔圖 台北縣 葉雪貞

禾穀達人及圖 桃園縣 許月娥

鞋底、鞋面、鞋邊系列 台南市 黃永祿

郭耀文自畫像 高雄縣 劉聰吉

獅頭設計圖 台南市 劉聰吉

昱達勝 台中市 林祈松

美人魚圖 高雄市 林進福

狗圖 高雄市 林進福

富貴鼠 台南市 邱素英

葡萄公主 台南市 邱素英

鄭元凱之標章 台中縣 邱怡甄

ASOM設計圖 台中市 葉雪貞

男孩圖 台北縣 林宗文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台灣鷄精包裝盒 台北市 陳麗卿

白甘藷根、莖、葉混合粉著作權 南投縣 陳宗仁

柯淑玲真愛集 台北市 黃永祿

柯淑玲真愛集 台北市 黃永祿

柯淑玲妙蘊集 台北市 黃永祿

頭目家譜 台北縣 林迪生

DBO設計圖 台北市 黃子南

包裝盒-SP100 台中市 邸士第

柴犬money美術繪畫圖集 高雄市 李德安

版畫集 台北縣 林祈松

石頭設計圖 彰化縣 石介昌

桃子罐頭設計圖 台南市 石介昌

布丁圖 台北縣 李紫瑜

柏之暢設計圖 高雄市 吳宗達

娃娃熊及心形圖 雲林縣 楊俊朋

娃娃熊及心形圖 雲林縣 楊俊朋

水果熊及草莓圖 雲林縣 楊俊朋

彩粙玻璃盤 台北市 周政榮

Art-晶漾藝術圖案系列 高雄縣 林進福

元福古法製油圖 嘉義縣 李宜桓

電池圖案設計圖(一) 台北市 邱吉均

電池圖案設計圖(二) 台北市 邱吉均

電池圖案設計圖(三) 台北市 邱吉均

電池圖案設計圖(四) 台北市 邱吉均

電池圖案設計圖(五) 台北市 邱吉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