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點子阿球 台中市 蔡順鑫

美日水素 彰化縣 郭振祥

馬英九公仔系列圖(一) 台北市 梁志堅

四季牛奶巧克力 彰化縣 鄭聰敏

摩爾曼牛奶巧克力 彰化縣 鄭聰敏

牛奶可可豆 彰化縣 鄭聰敏

繽紛巧克力豆 彰化縣 鄭聰敏

仕女背面圖 臺北市 陳憲騰

仕女圖 臺北縣 戴文華

山海鎮宅圖 桃園縣 戴文華

みそ及海浪圖 台中縣 李世森

宏糖寶石圖 臺北市 李世森

文字圖案 台北縣 黃茂時

三圈圖 臺北縣 謝福順

古紋圖 臺北縣 謝福順

古紋圖（一） 臺北縣 謝福順

台灣文化特色圖（一） 臺中市 陳宗仁

台灣文化特色圖（二） 臺中市 陳宗仁

九轉九色蓮花紙 臺中市 陳宗仁

九轉蓮花紙 臺中市 陳宗仁

Excellent pure設計圖 彰化縣 郭振祥

包裝盒 iT-NT 臺中市 邸士第

「好の米」米甕造形 苗栗縣 許森林

巴師傅 雲林縣 柯榮原

圓圈設計圖 嘉義市 楊欽堯

眾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產品型錄 台中縣 吳宗達

美術著作(集) 台南縣 葉雪貞

海波圖 雲林縣 楊俊朋

設計圖 臺北縣 劉勤興

利寶女娃頭圖 臺北市 陳麗卿

利寶娃娃圖 臺北市 陳麗卿

鳳梨酥包裝盒設計圖 彰化縣 葉雪貞

洛神花鳳梨酥包裝盒設計圖 彰化縣 葉雪貞

桌墊美術圖案集 雲林縣 葉雪貞

鞋面系列（一） 臺南市 黃永祿

鞋面系列（二） 臺南市 黃永祿

鞋面、鞋底系列 臺南市 黃永祿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鞋底花紋 臺南市 劉冠志

宏糖寶石包裝袋圖（牡丹圖） 臺北市 李世森

枋山芒果 屏東縣 林進福

財庫金圖 金門縣 張萬華

大倫氣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言人-兔寶寶設計圖 台中縣 張登欽

蕾絲花圖（一） 台南縣 陳福興

蕾絲花圖（二） 台南縣 陳福興

鷹圖 台南縣 陳福興

羊圖 台南縣 陳福興

旺來元寶-鳳梨 高達縣 鄭聰敏

鮪魚圖 高雄市 葉雪貞

星星與閃電設計圖 彰化縣 段中怡

山海鎮圖 臺南市 邱素英

台幣1000金紙彩色完成圖 臺中市 陳宗仁

台幣2000金紙彩色完成圖 臺中市 陳宗仁

美幣500金紙彩色完成圖 臺中市 陳宗仁

松穎的ERP寶寶 台中縣 葉雪貞

MIG設計圖 臺北縣 李世森

羊肉食材包裝盒圖 高雄縣 李德安

軒妮娃娃圖 台北市 葉雪貞

李文惇旗幟 高雄市 楊欽堯

喬治猴GEORGE MONKEY及圖 英國 陳麗卿

Q版大甲媽祖圖 台北縣 黃子南

靯墊、鞋側及鞋面系列 台南市 黃永祿

版畫 台北縣 林祈松

日月禾菓子包裝紙設計圖 彰化縣 邸士第

黑麻糬包裝紙設計圖 彰化縣 邸士第

冰粽包裝紙設計圖 彰化縣 邸士第

Tea吧設計圖 台中縣 邱怡甄

多福圖集 臺南市 劉冠志

人圖 高雄市 邱素英

人偶造形 臺北縣 黃茂時

山海鎮圖(一) 高雄縣 吳宜純

山海鎮圖(二) 高雄縣 吳宜純

美術著作(集) 台南縣 葉雪貞

無極天心籤王 臺中市 柯榮原

玉池米包裝袋 基隆市 李紫瑜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靜檀水紋 臺北市 許森林

火焰公仔三面圖 台南縣 葉雪貞

愛情兔 臺南市 唐己立

台湾品味 苗栗縣 劉治瑤

亞雷下午茶小西點（咖啡）包裝袋 臺北縣 陳麗卿

亞雷下午茶小西點（巧克力片）包裝袋 臺北縣 陳麗卿

亞雷下午茶小西點（香草）包裝袋 臺北縣 陳麗卿

牙齒經絡圖 台南縣 徐建興

太上玄元法門美術商標著作 彰化縣 施永智

易袁堂美術商標著作 彰化縣 施永智

具攜帶式飲水機組合裝置 高雄縣 彭朋深

Q娃圖集 台北縣 黃子南

紙牌外盒美術圖案 台南市 葉雪貞

HOW WAY Hw設計圖 台中縣 邱怡甄

幸福契作圖 嘉義縣 陳麗卿

媽媽咪圖 嘉義縣 陳麗卿

米圃寶寶圖 嘉義縣 陳麗卿

台灣原住民族群及服飾織紋美術創作映像專輯 苗栗縣、台北市 李世森

玉虛師相北極玄天上帝 台北縣 謝福順

寵物飼料包裝袋(一) 台北縣 李紫瑜

寵物飼料包裝袋(二) 台北縣 李紫瑜

寵物飼料包裝袋(三) 台北縣 李紫瑜

寵物飼料包裝袋(四) 台北縣 李紫瑜

寵物飼料包裝袋(五) 台北縣 李紫瑜

鳳設計圖 高雄縣 盧宗輝

神像圖 臺北縣 戴文華

靈山聖地北靈宮諸神集 臺北縣 謝福順

鯰魚圖 台中縣 吳宗達

千里眼之神像雕刻 高雄縣 吳宜純

順風耳之神像雕刻 高雄縣 吳宜純

舒活美容美體之美術著作集 台南縣 李德安

富貴年糕 臺北市 劉勤興

符咒 彰化縣 黃旭進

小沙彌圖 台中縣 蔡奇洲

梵茗竺美術圖形商標系列 彰化縣 施永智

哈姆笑太郎 臺北縣 李紫瑜

貓公爵 臺北縣 李紫瑜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寵物兔（小花） 臺北縣 李紫瑜

寵物鼠（圓圓） 臺北縣 李紫瑜

天竺鼠（酷酷） 臺北縣 李紫瑜

花栗鼠（小斑） 臺北縣 李紫瑜

亞雷巧克力酥棒包裝盒 臺北縣 陳麗卿

亞雷牛奶酥棒包裝盒 臺北縣 陳麗卿

喜帖及菜單樣品冊 臺南市 黃永祿

柏之暢設計圖 臺中市 吳宗達

unilli娃娃圖集 彰化縣 邸士第

套環 南投縣 韓瑞杰

濾精靈設計圖 高雄縣 彭朋深

茶仔圖 臺北市 梁志堅

貓覽夜空圖 臺北市 梁志堅

貓覽晴空圖 臺北市 梁志堅

空仔圖 臺北市 梁志堅

貓仔圖 臺北市 梁志堅

飲料瓶 嘉義市 吳宗達

金屬門之「飛翔」 臺北縣 吳宗達

金屬門之「吉祥」 臺北縣 吳宗達

金屬門之「蝴蝶花」 臺北縣 吳宗達

金屬門之「角色」 臺北縣 吳宗達

金屬門之「組成」 臺北縣 吳宗達

金屬門之「洋藝奮發」 臺北縣 吳宗達

金屬門之「財源滾滾」 臺北縣 吳宗達

金屬門之「圓滿」 臺北縣 吳宗達

比菲兔 臺北縣 李紫瑜

天竺鼠 臺北縣 李紫瑜

MIKI男友 臺北縣 李紫瑜

MIKI 臺北縣 李紫瑜

九貼耳茶及圖 新竹縣 許月娥

電池圖案設計圖（一） 臺北縣 邱吉均

包裝盒圖案設計圖（一） 臺北縣 邱吉均

安康離子水 苗栗市 彭朋深

嘉楠食品工業（股）公司包裝袋（原為貢丸） 雲林縣 陳俊文

讀卡機 臺北縣 李孝萍

大或小遊戲畫面（一） 臺中市 邱素英

大或小遊戲畫面（二） 臺中市 邱素英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雷轟刀（一） 臺北縣 林迪生

雷轟刀（二） 臺北縣 林迪生

彩虹蔬果家族 臺北市 謝顯榮

蕃茄紅紅快樂家族 臺中市 李世森

階梯設計圖 臺北縣 陳麗卿

祭祀台戲偶圖 台南縣 吳文瑞

好甜蜜婚慶花絮圖（一） 雲林縣 林鐘靈

好甜蜜婚慶花絮圖（二） 雲林縣 林鐘靈

古典天使圖 臺北縣 陳麗卿

北海道千層蛋糕海報布條 臺北市 陳麗卿

北海道千層蛋糕海報 臺北市 陳麗卿

布花 高雄市 楊欽堯

金屬門之「展示」 臺北縣 吳宗達

金屬門之「奉獻」 臺北縣 吳宗達

金屬門之「功成名就」 臺北縣 吳宗達

美背內衣（一） 彰化縣 鄭聰敏

金元寶 臺北縣 黃邦弘

大頭超人 臺北縣 謝顯榮

手勢造型玩具 臺北縣 李紫瑜

「嚴選好の米」設計圖 苗栗縣 許森林

小牛飾物 香港 徐建興

紀念卡 嘉義縣 陳俊文

台灣鼎級高梁酒包裝盒圖 台南縣 蔡燕明

馬英九Q版公仔三軍系列 臺北市 梁志堅

妙潔3D人物肖像圖 臺北市 謝顯榮

友賓包裝設計圖（163） 臺南市 劉冠志

友賓包裝設計圖（164） 臺南市 劉冠志

MallDJ設計圖 臺中市 黃振桐

和風雅WAFUGA設計圖 臺中市 黃振桐

觀音佛首圖 臺中市 黃振桐

白錢及日常用品設計圖 台南縣 吳文瑞

小熊餅包裝設計圖 臺北市 黃振桐

友賓包裝設計圖（166） 臺南市 劉冠志

友賓包裝設計圖（165） 臺南市 劉冠志

輕鬆昇降曬衣架安裝說明書 新竹縣 邱吉均

桃劍 高雄縣 吳宜純

王道及圖 臺北縣 邱怡甄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泛博士圖 彰化縣 葉雪貞

沛勁綠寶寶圖 彰化縣 葉雪貞

沛勁紅寶寶圖 彰化縣 葉雪貞

沛勁橘寶寶圖 彰化縣 葉雪貞

讀卡機 臺北縣 李孝萍

南晃美術著作集 臺南市 葉雪貞

金獅ZAIOIL及圖 彰化縣 吳宗達

美術著作集 臺南市 葉雪貞

興農寶寶 彰化縣 黃旭進

版畫集 臺北縣 林祈松

歐都納無痕山林活動公仔 彰化縣 陳宗仁

哪吒太子娃娃 臺北市 李紫瑜

滋露仙菓巧克力包裝盒 台中縣 施文銓

滋露Pocket波克多巧克力包裝盒 台中縣 施文銓

麗嬰房股份有限公司（裸身小象圖） 臺北市 徐建興

AMMON魚圖 臺北市 戴文華

美日鈣水素 彰化縣 郭振祥

鎂鈣膠囊 彰化縣 郭振祥

友賓包裝設計圖（167） 臺南市 劉冠志

友賓包裝設計圖（168） 臺南市 劉冠志

Pac設計圖 臺中市 吳宗達

『繽紛假期』文字設計圖 臺中市 吳宗達

婦女企業設計圖 臺中市 葉雪貞

冷凍蝦包裝盒 彰化市 施文銓

美湯溢碗圖 台南縣 林進福

貢湯圖 台南縣 林進福

湯娃圖 台南縣 林進福

湯圖 台南縣 林進福

福寶寶 雲林縣 柯榮原

黑馬遊戲機木箱 台中市 林鐘靈

J-207蓮花網蕾絲布 台南市 林宗文

水果寶寶 臺北市 林祈松

TAIWAN 台南縣 黃永祿

台灣日本冰 臺中市 陳宗仁

少年戰士 嘉義市 李宜桓

戰鬥少年 嘉義市 李宜桓

美少女 嘉義市 李宜桓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貓頭小鷹圖 高雄市 楊欽堯

AERIS 台中縣 陳中和

FUJI MOTOR 及圖 桃園縣 邱怡甄

鞋面及鞋底系列 台南市 黃永祿

鞋側、鞋面及鞋跟系列 台南市 黃永祿

NEOLIVERIN包裝盒 台中市 邸士第

友賓包裝設計圖（169） 臺南市 劉冠志

友賓包裝設計圖（170） 臺南市 劉冠志

四方力道 台北市 陳中和

520能量幸運卡 台南縣 吳文瑞

讀卡機 台北縣 李孝萍

SP.WASH-CIS 設計 台南市 陳中和

友賓包裝設計圖（171） 台南市 劉冠志

N136-1豹紋網蕾絲布 台南市 林宗文

上海老天祿包裝彩盒（一） 臺北市 李紫瑜

財神爺設計圖 南投縣 葉雪貞

土地公設計圖 南投縣 葉雪貞

香爐耳 台中市 楊志凡

企鵝 高雄縣 楊欽堯

唯善呈和 彰化縣 黃丁城

寢具布花紋 台中縣 邱怡甄

團團圓圓圖 南投縣 葉雪貞

圖像創作集 台南縣 葉雪貞

美式機車俱樂部 台北縣 邱素英

仙草娃娃 彰化縣 黃丁城

小強公仔 彰化縣 葉雪貞

喜事禮品罐設計圖 台中縣 葉雪貞

財源滾滾圖 彰化縣 趙妍君

神像 高雄縣 劉聰吉

花藝圖 台中市 葉雪貞

全重傘布之EG設計圖 台北縣 白浩秦

鴨子 新竹市 陳文江

帥圖 彰化縣 黃旭進

設計圖 彰化縣 黃旭進

自行車圖 彰化縣 黃旭進

台灣鹿戰士 台南市、台南縣 劉冠志

刺繡天使音樂童書圖集 台南市、台南縣 劉冠志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友賓包裝設計圖（173） 台南市 劉冠志

友賓包裝設計圖（172） 台南市 劉冠志

食米用之包裝袋 基隆市 李紫瑜

公司產品介紹 台北縣 吳宜純

原氣茶 嘉義縣 李宜桓

正倫CHA LON精選古坑咖啡 雲林縣 李宜桓

招財童子之國粹京劇 雲林縣 李宜桓

芽寶寶圖 臺北市 許森林

就醬兔 臺北市 謝福順

巧可鴨 臺北市 謝福順

友賓包裝設計圖（174） 台南市 劉冠志

水菱有機農場圖 台南縣 蔡燕明

銀家及圖 台中市 陳中和

BEA BOO 娃娃圖 臺北市 徐建興

狗狗圖 雲林縣 陳宗仁

C設計圖 臺北市 邱素英

DFQ設計圖 臺北市 邱素英

松林教育美術著作 臺中市 林祈松

微笑設計圖 臺北市 李世森

米酒寶寶圖 高雄市 蔡燕明

台灣咖啡卡布其諾夾心設計圖 彰化市 葉雪貞

頂級金箔及圖 彰化縣 鄭聰敏

化毛發泡兔飼料包裝袋 台北縣 詹豐隆

天竺鼠飼料包裝袋 台北縣 詹豐隆

CARTINA設計圖 台中市 陳中和

春捲狀毛巾 彰化縣 趙妍君

窖藏情李圖 苗栗縣 葉雪貞

包仔圖 台北市 梁志堅

籠仔圖 台北市 梁志堅

友賓包裝設計圖（175） 台南市 劉冠志

六格字書法練習紙 臺北市 郭乃端

御書体國字六格書法冊 臺北市 郭乃端

台環公司標章 雲林縣 陳宗仁

台灣辣妹 彰化市 鄭聰敏

http://railen.rts.net/ASPX/eurailproducts/PTPSearchResult.aspx

webpage designs

(http://railen.rts.net/ASPX/eurailproducts/PTPSearchResult.aspx網

頁設計圖)

英屬維京群島 林志雄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貓的朋友桐木貓抓板 台北縣 詹豐隆

花團錦簇幸運草圖形 高雄縣 林進福

九品九轉蓮花（一） 雲林縣 葉雪貞

九品九轉蓮花（二） 雲林縣 葉雪貞

DRAGON設計圖 彰化縣 葉雪貞

安晴精品舞衣配件設計稿 嘉義市 吳宜純

幸福貓頭鷹立體工藝圖 屏東縣 林進福

鞋底、鞋面、鞋側系列 台南市 黃永祿

動物繪圖 台北縣 吳素華

巧喰雞 彰化縣 黃旭進

宗教用皂纛黑旗圖 台南市 黃永祿

信之花 高雄市 楊欽堯

黃平的高音符 高雄市 楊欽堯

H2O球體圖 台中縣 陳宗仁

獅兩輪家族及圖 臺中市 陳中和

NAGA-SAKI圖形 台中縣 陳中和

香環盒面設計圖集（三） 高雄縣 盧宗輝

兩性娃娃 台南市 唐己立

法令牌設計圖 彰化縣 黃丁城

沙灘2人組 彰化縣 趙妍君

森林2人組 彰化縣 趙妍君

人魚公主圖 彰化縣 趙妍君

戰鬥3人組 彰化縣 趙妍君

墊體造型 台北縣 黃邦弘

夢幻蜻蜓 高雄市 楊欽堯

LED扇型霓紅灯美術著作 彰化縣 施永智

苗栗縣農會伴手禮盒設計圖 苗栗縣 許月娥

水伯圖形商標美術著作 彰化縣 施永智

米蘭風情蛋糕造型 臺中市 謝顯榮

阿溜麵圖 屏東縣 邱素英

花吃阿爆 臺中市 陳中和

牛頭設計圖 臺中市 邸士第

花生辣醬標貼圖 雲林縣 楊俊朋

漁人人參川貝枇杷膏圖 台北縣 蔡奇洲

錦歡喜圖集 南投縣 葉雪貞

坩鍋（2） 臺中市 葉雪貞

坩鍋（3） 臺中市 葉雪貞



著作名稱 地區 代理師 備註

左右歸我仁 七鑽保吾真之圖 台北縣 劉冠志

沅銘娃娃 彰化市 陳中和

大口及圖 臺中市 陳中和

皇家生活圖集 臺中市 陳中和

毛巾設計圖（兔子與大象） 雲林縣 陳俊文

楓林及圖 台北縣 邱怡甄

狐仙 臺北市 郭振祥

朱府千歲 台南市 郭全和

池府千歲 台南市 郭全和

吳府千歲 台南市 郭全和

李府千歲 台南市 郭全和

范府千歲 台南市 郭全和

依兒樂服飾商標美術著作 彰化縣 施永智

多功能線上影片瀏覽之介面 臺中市 葉雪貞

念念真情阿里山茶 嘉義縣 李宜桓

包裝盒底圖 臺中市 陳俊文

明星簽名 瞬間教 臺中市 吳宜純

設計圖 桃園縣 黃旭進

墨魚海浪圖 雲林縣 楊俊朋

草莓娃娃設計圖 苗栗縣 葉雪貞

小太陽設計圖 台中縣 葉雪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