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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言中
2020年第 11屆金漫獎特別貢獻獎得主。

漫畫家、藝術家、教授、舞台劇導演編劇、節目

主持人。從事漫畫30多年，銷售超過 200 百萬冊

漫畫書籍。也曾發行漫畫有聲書、漫畫電子書

曾在台灣、法國、美國、中國、日本等地參展。



簡歷

展覽

2020年  第11屆金漫獎特別貢獻獎得主

2019年  擔任花蓮文化觀光大使

2017年  創作「IMAGE禪武」並創立「指劍畫派」

2016年  作品受邀於總統府收藏展出

2015年  蕭言中創作30年「Je t’aime以愛之名」101首開個展及全台巡迴展

2014年  受邀文化部《台灣故事島》國民記憶庫行動大使

2013年  「The_Moment-蕭言中作品展」，大陸巡迴展覽

2012年  受邀為北京東城旅遊局設計吉祥物「京妞兒」「小胖兒」「沙燕兒」

2006年  受聘「和春技術學院-多媒體設計系」教授暨系主任一職

2005年  舉行畫展《短路誕生20年》漫畫原稿展於全台灣巡迴

2003年  作品《騙我吧！魔鏡》，榮獲台灣“第二屆漫畫金像獎”

2002年  製作「小海豚找媽媽」於東森幼幼台單元播出

2000年  主持「超級旅行家」節目長達四年

1999年  榮獲台灣技術及職業教育名人獎

1998年  被GQ雜誌喻爲多才多藝的台灣漫畫家

1997年  首創漫畫有聲書「短路發電廠」

1991年  代表台灣漫畫家受邀到日本參觀交流

1989年  首次到法國參加安古蘭漫畫展 

1987年  成立「糖果屋默劇團」 

1985年  出版「童話短路」書籍，創下50萬本以上之銷售佳績

2020年  蕭言中個展 「IMAGE禪武」 京倫會所 /台北/ 台灣

                 蕭言中幽默主題雕塑 「獵人與獵豹」、「愛的溜滑梯」及「愛情鳥」太平洋公園/花蓮/台灣

                 「指劍畫派」 「IMAGE禪武」 花蓮/台灣

2019年  「指劍畫派」 「IMAGE禪武」雙城展國父紀念館/台北/ 台灣。東京/ 日本

2015年  「Je t’aime以愛之名」-Taipei 101 /台北/ 台灣

2014年  ArtChina 2014 /北京/中國 

2013年  ArtChina 2013 / 北京/中國 

蕭言中

個展

聯展
2018年  台灣漫畫基地「台灣原創漫畫展」/台北/ 台灣

2017年  「Je t’aime以愛之名」-洞藝廊106春展 梅門防空洞 /台北/ 台灣

2016年   總統府收藏展出/台北/ 台灣

2015年  「Je t’aime以愛之名」-府中15動畫故事館
                       台北。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 /桃園/台灣

                       新春藝術家作品聯展 /北京/ 中國

2014年  「笨賊歡樂頌」主題展 /北京/ 中國 

                      第三屆全國九城藝術聯展 / 上海等9個城市/ 中國 

2013年  貴陽「The Moment—蕭言中作品展」/貴陽 /中國 

                      北京郎園 Vintage 國際創意文化藝術節 /北京/中國 

                      天津藝術北塘 / 天津 / 中國 

                     北京萬荷藝術節「The Moment—蕭言中作品展」/ 北京/ 中國 

2005年  「短路誕生20年」漫畫原稿巡迴個展 /Taipei等多個城市/ 台灣

1990年  美國聖地牙哥Comic Con漫畫展

1989年  法國安古蘭漫畫展 



漫畫作品出版

2015  《Je t’aime 以愛之名》 / 詠泉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童話短路：東方傳奇篇》 / 大辣 

                  《童話短路：西方經典篇》 / 大辣 

2009  《瘋狂日記II -神經界線》 / 布克文化 

2008  《瘋狂日記I -動物畸談》/ 布克文化 

2006  《要美不要命—整型．整刑II》 / 格林文化

                  《笨賊一籮筐I, II》 / 格林文化

2005  《童話短路III部曲》 / 格林文化 

2004  《童話短路II部曲》 / 格林文化 

2002  《小海豚蕊海底冒險故事：奇怪的奶瓶》 / 東森幼幼台 

                  《小海豚蕊海底冒險故事：媽媽的聲音》 / 東森幼幼台 

                  《小海豚蕊海底冒險故事：媽媽不見了》 / 東森幼幼台 

                  《小海豚Ree—活寶現身》 / 格林文化 小海豚找媽媽

2001  《騙我吧！魔鏡－整型．整刑》 / 格林文化 

                  《童話短路全集》 / 格林文化 

1997  《黑綿羊俱樂部》 / 時報文化 

                  《Short短路發電廠》 / 元尊文化 

                  《要美不要命—整型．整刑II》 / 元尊文化 

1996  《第一次》 / 皇冠文化 

                  《叢林赤子心》 / 皇冠文化 

                  《叢林赤子心II》/ 皇冠文化  

                  《叢林赤子心 III》 / 皇冠文化  

1995 《要美不要命—整型．整刑》 / 格林文化 

1994   《Jungle Heart叢林赤子心》/ 皇冠文化 

1993  《黑白講I, II》 / 大然文化 

                  《電影短路II》 / 大然文化 

                  《笨賊一籮筐》 / 時報文化 

1992  《童話短路III》 / 時報文化 

                  《瘋狂日記 II》/ 時報文化 

                  《舊情綿綿 II》 / 時報文化 

                  《短路共和國》/ 時報文化 

1990  《神經界線》/ 時報文化 

                  《瘋狂日記I》 / 時報文化 

1989  《童話短路II》/ 時報文化 

                  《舊情綿綿 I》 / 時報文化 

                  《動物畸談》 / 皇冠文化

1985 《童話短路I》 / 時報文化 

2018  《當我望向世界》、《動物也瘋狂》/大陸中國青年出版社

2012  《愛情謬記I, II》/ 大陸彩色版發行 

                  《整形BAR I, II, III, IV》/ 大陸彩色版發行 

                  《童話短路》《笨賊一籮框》《整形BAR》《愛情謬記》/ 大陸發行電子書

 2011 《童話短路》《整形BAR》/大陸彩色版再度發行 

2010  《笨賊一籮框》/ 大陸彩色版發行 

2008  《瘋狂日記I, II, III》/大陸彩色版發行 

2007 《叢林赤子心I, II》/ 大陸彩色版發行 

2006  《童話短路I, II, III》《笨賊一籮框I, II, III》《整形BAR I, II》/ 大陸彩色版發行

2003  《童話短路》《舊情綿綿》《笨賊一籮框》《煞有其事》《整形BAR》/ 大陸版發行 

台灣

中國

蕭言中



表演
電視節目

授權

其他

超級太陽台《超級旅行家》/ 節目主持人 

廣電基金會《漫話漫畫》/ 節目主持人 

《溫泉鄉的詩歌》/ 節目主持人 

東森幼幼台《小海豚找媽媽》/ 原創造型及編劇 

電視劇《溫泉的故鄉》/ 男主角

2020年  第11屆金漫獎特別貢獻獎得主

2019年  接任花蓮文化觀光大使

                      小海豚「小秧苗動漫教學計劃」台灣108所偏鄉小學動漫教學案正式啟動

2014年  受龍應台部長之邀，與業界人士共同擔任文化部《台灣故事島》
                      國民記憶庫行動大使

2011年  獲聘中國吉林動畫學院客座教授

2010年  接任台灣和春技術學院多媒體設計系系主任

2008年  北京奧運《福娃漫遊記》創意顧問

2006年  受邀為台北小巨蛋設計代言造型

2003年  受邀為「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設計代言吉祥物

                      《陳昇十年巡迴演唱會》/ 編導，總監

2000年   代言ＳＵＮＭ世界兒童廣電日

                      代言和信電訊-電子寶寶

1999年  代言「今生今飾」將漫畫表現於金飾

1997年   為玻璃娃娃公益代言

                      為中華航空公司代言

2015年  《笨賊一籮筐》授權大陸拍攝電影

2014年  《笨賊一籮筐》授權大陸舞台劇團改編演出

                 《笨賊一籮筐》授權大陸樂視網改編網路電視劇 

2012年  北京皇城國際旅游節卡通形象代言

2010年  授權台灣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設計代言造型

2009年  授權台北聽障奧運設計代言造型

2006年  受邀為臺北巨蛋體育館設計代言

                 台中兒童藝術館設計代言五元素

2003年  授權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設計代言造型

2002年  授權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設計代言造型

1995年  授權代言統一集團「輕鬆小品」飲品，於包裝上繪製單幅漫畫作品 

                      授權代言Swatch「睡眠」手錶系列，並繪製週邊商品 

舞台劇
《1812與某種演出》/ 編導

《魔鏡的蒼蠅日記》/ 編導 

《白雪壞公主》/ 編導 

《聖誕老公公浩劫餘生記》/ 編導 

《三人行不行2．城市之荒》/ 演出

《巫婆不在家》/ 演導

《彼得與狼》/ 演出

《三國歷險記》/ 編導

《徵婚啟事》/ 演出

《結婚？結婚？辦桌》/ 演出

《莎姆雷特》/ 演出

《慾望街車》/ 演出

蕭言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