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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璀璨的嬰孩」 

 

對於視覺文化的探討，應由視覺影像（image）作為研究之實際對象。誠

如緒論所指稱，哈林以其具有藝術學院訓練下的背景加入地鐵塗鴉繪畫行列，

所創造「璀璨的嬰孩」圖像在紐約的地鐵塗鴉風潮中，實屬具有指標意義的重

要視覺影像之一，是能夠直接聯繫學院式的藝術領域，以及屬於街頭性格的地

鐵塗鴉繪畫，並且是有意識地追求地鐵塗鴉的創作語彙，亦可發覺該圖像本身

富含的時代精神與意義。因此就視覺影像本身進行慎密的風格分析與圖像意義

探究，乃是藝術史研究最基本而初步的依據，為達成對於塗鴉藝術環境綜合而

全面的理解，第一章與第二章的部分，將以哈林身為一個「學院派塗鴉藝術家」

的創作形式，作為探討塗鴉藝術諸多層面的典型。本章將透過現有藝評資料，

並證之以哈林本身若干採訪紀錄，考證哈林創造「璀璨的嬰孩」圖像的緣由，

再就該圖像進行外部形式的描述與分析，以及圖像意涵的深入探討，並考慮哈

林對於視覺圖像的使用策略，亦即該圖像出現的場合及其使用脈絡，以初步建

立塗鴉藝術圖像在紐約 1970、80年代所能連結的社會情境與人際網絡。 

 

 

 

 

 



 20

第一節 「璀璨的嬰孩」形式風格與圖像意涵 

「璀璨的嬰孩」約略是哈林於 1980年底創造的圖像，當時正是他就讀紐

約視覺藝術學校階段，在現有之圖錄資料中 1990年紐約湯尼˙沙法紀畫廊

（Tony Shafrazi Gallery）凱斯˙哈林紀念展圖錄（Keith Haring: A Memorial 

Exhibition: Early Works on Paper），以及由伊莉莎白˙蘇斯曼編輯（Elisabeth 

Sussman），惠特尼美術館（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於 1997年舉辦

之凱斯˙哈林展覽圖錄，收集數件年份記為 1980年的作品出現爬行嬰兒圖像，

材質為淺色的紙張或海報板，以壓克力彩或墨水筆繪製（圖 1）。不久他開始

了街頭塗鴉的創作型態，因而意識到欲在塗鴉繪畫的世界裡有所表現，首先必

須建立自己的「標誌」（tag）。對於「璀璨的嬰孩」圖像創造的經過，哈林曾

略為說明： 

最初的方式，是繪製我的標誌－標誌，意即簽名或是塗鴉藝術家自己

取的名字。因此我的標誌是一個動物，它逐漸愈看愈像一隻狗。接著我在

動物附近描繪一個小的，用四肢爬行的人物，當我畫得愈多，他變得愈來

愈像「嬰兒」。在街頭，我製作了狗與嬰兒的不同形構組合。有時嬰兒會

面對這隻狗，有時會是排成一列的嬰兒造型，而狗在他們的後方，或是被

畫面上的飛碟的光線所照射。1 

                         

1 John GRUEN, Keith Haring: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 65. “Keith Haring: It was during the 

winter of 1980 that I started to actually draw graffiti on the street… The way it began, was to draw 

my tag－tag, meaning signature or what graffiti artists called their name. So my tag was an animal, 

which started to look more and more like a dog. Then I drew a little person crawling on all fours, 

and, the more I drew it, the more it became The Baby. So on the streets, I’d do various 

configurations of the dog and the baby. Sometimes, the baby would be facing the dog－

confronting it. Sometimes, it would be a row of babies, and the dog behind them.” Ba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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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爬行嬰兒與狗的圖像於是逐漸成為哈林在塗鴉藝術界的個人標誌，無

論是以「璀璨的嬰孩」作為主題，或是以一連串爬行嬰兒的形式出現，在紀錄

哈林地鐵車站塗鴉的文獻圖錄中均十分常見。 

而這種爬行嬰孩的圖像為藝評家所討論，則首見於理卡發表在 1981年十

二月號《藝術論壇》（Artforum）中的〈璀璨的嬰孩〉（The Radiant Child）一

文，該篇文章從提出「塔基在哪裡？」（Where is Taki?）開始，泛論了紐約在

1980年左右的塗鴉藝術，其中前半段討論塗鴉藝術中標誌的概念，並論及哈林

與巴斯奇亞，明確指出「鈕扣上璀璨的嬰孩是哈林的標誌」，附圖中顯示哈林

繪有「璀璨的嬰孩」標誌的鈕扣圖版。2爾後「璀璨的嬰孩」一詞逐漸沿用於

藝評家對於哈林的論述當中，諸多圖錄、傳記資料皆以「璀璨的嬰孩」作為哈

林的標誌，茲以 1992年《咍林、沃荷、迪士尼》（Haring, Warhol, Disney）展

覽圖錄中，布魯斯˙庫爾茲（Bruce D. Kurtz）以「璀璨的嬰孩」作為哈林的標

題為例，指稱「當詩人賀內˙理卡將凱斯˙哈林的爬行嬰孩影像命名為『璀璨

的嬰孩』時，這個文字的意向就如同視覺影像一般合宜」，3亦顯示了藝評界

對於此一圖像的重視。 

檢視現有的圖像資料，可以發覺「璀璨的嬰孩」以其形式而言似乎在 1981

                                                                     

BLINDERMAN, “Keith Haring’s Subterranean Signatures,” in Arts Magazine, vol. 56（September 

1981）, p. 164. “…I would usually draw a crawling baby or a dog, or combinations of the two, 

getting zapped by a flying saucer.” 
2 Rene RICHARD, “The Radiant Child,” in Artforum, vol. 20（December 1981）, pp. 35-43. 塔基

183（Taki 183）本名為戴米楚斯（Demetrius），一般認為在 1960年代末是紐約塗鴉藝術的

始作俑者，詳見第三章。 

3 Bruce D. KURTZ, Haring, Warhol, Disney（Munich: Prestel, 1992）, p. 143. “When the poet Rene 

Ricard named Keith Haring’s image of the crawling baby the “Radiant Child”, the verbal image 

seemed as apt as the visual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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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後的地鐵塗鴉作品中較為明確，前述 1980年的爬行嬰兒，在淺色的基底

材上以黑色或紅色繪出側面輪廓線，身體因爬行的姿勢而成橫向，鄰近頭部的

一端較細，腹部線條幾近平行，背部因而向頭部傾斜，臀部連接腿部線條而較

為渾圓；頭部連接身體，略呈圓形，未見頸部的描寫；四肢略為細長，雙手伸

直向下，末端自前臂突出以表示手掌部分，雙腿延續身體線條，屈膝如同跪姿，

右腳因重疊之故僅見部分，同樣繪出腳掌部分，簡單而清楚地呈現出嬰兒以雙

手撐住身體，以膝蓋、雙腳著地，甚至右手在前，左手在後以加強蠕動爬行的

動態。 

而其中一幅作品下方一連串四足獸與爬行人物的排列，似乎說明並且印證

了哈林所述「璀璨的嬰孩」最初的情況（圖 2）：在這向左的行列中，爬行人

物與類似狗的四足獸彼此交替排列，然而兩種造型的長寬比例、動作姿態、頭

部、四肢、與身體的位置和高度極為相似，又如前述哈林是先設計一個類似狗

的動物擬作為標誌，之後才創造出「璀璨的嬰孩」，顯然「璀璨的嬰孩」造型

在初創之時實際上具有模擬四足動物的意圖，將人物造型仿造動物四足著地行

走的樣貌因而成為爬行狀，未必是因為描繪初生嬰兒才設計為爬行的動作。並

且哈林此時許多關於性行為主題的描寫當中，亦出現許多人物呈現俯身跪地，

雙手也同時著地狀似爬行的姿態，或是直接描繪四足動物交配的情景。哈林既

然原本欲以四足動物作為他個人的塗鴉標誌，後來卻轉而發展「璀璨的嬰孩」

圖像，可見原本的創作動機並非是爬行嬰兒的含意，而是人類模仿動物行為的

表現，有關嬰兒的意向乃是後來逐漸發展形成的，或許在造型上爬行嬰兒比狂

吠的四足獸更為完整美觀，或者以人為表現主題比起動物更具意義也更有詮釋

上的可能性，因此哈林轉而發展「璀璨的嬰孩」作為個人標誌，在此圖兩者並

排對比之下，「璀璨的嬰孩」形成的脈絡更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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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璀璨的嬰孩」造型在哈林 1981年以後的地鐵塗鴉已經確立，一直到 1985

年為止持續出現於紐約地鐵車站的廣告看板上，在黑色紙表面以白色粉筆繪製

的爬行嬰兒，如同哈林自述，通常並置其他母題，或成一直線排列，但是在此

時爬行嬰兒的造型與之前的形式存在些許差異，最明顯的當是爬行嬰兒周圍經

常出現由內而外長短參差的線段，彷彿嬰兒周身散發出光芒；在嬰兒本身造型

方面，可以發覺身體明顯變得較粗，頭部最前端彎曲弧度較大，四肢也較之前

縮短，以至於在幾近正側面的視角下雙手並排，右腳只見腳跟部位。相形之下，

似乎在 1981年以後哈林塗鴉繪畫中的爬行嬰兒，以其頭部、身體、四肢的比

例而言確實像是一個出生未幾的「嬰兒」，之前的爬行「人物」反而如同成長

發育中的兒童，經由對於圖形形式的查考也證實了哈林本人所說，先繪製一個

用四肢爬行的人物，而後愈看愈像嬰兒的敘述。 

「璀璨的嬰孩」圖像造型要素十分簡單，哈林在街頭塗鴉時的爬行嬰兒是

以簽字筆，或是噴漆描繪在路燈柱基座、牆角一類的位置，如以一件 1981年

繪製在警用路障的爬行嬰兒為例（圖 3），即是使用黑色顏料快速地連續描繪

數個爬行嬰兒。然而在流利的線條中卻發現明顯的接筆痕跡，除四肢與身體必

須分開繪製外，分別在頭頂和臀部各有一處，顯示出哈林繪製「璀璨的嬰孩」

圖像的實際過程。眾所週知哈林的塗鴉繪畫一向以果決流暢的筆調迅速完成圖

像造型，爬行嬰兒圖像自然沒有例外，較可能的原因是為了手部運筆的便利

性，因而將單一的圖像作分段描繪，反而以更順應手腕運動的方式增加繪製速

度，也符合大量生產的繪畫方式。此外「璀璨的嬰孩」在哈林的繪畫中幾乎都

以面向左方爬行，也較為適合作者慣用右手的習性，處理圓弧造線條能夠更為

順手，並且比較合乎一般人的視覺習慣方向。 

因此以風格發展的觀點，哈林在 1981年以後塗鴉繪畫中所繪製的爬行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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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自然是在形式上由粗略趨向於精練的過程，以哈林在八○年代的繪畫作品

而言，似乎「璀璨的嬰孩」圖像在 1981年以後達到確立的階段，其造型已少

有變化，達到哈林以特定圖像作為個人標誌的目的。在圖像的形式風格方面，

除了以四肢重疊表現空間外，僅以粗細等同的線條繪出爬行嬰兒頭部、身體、

四肢的輪廓，再加上外圍類似發光的線條，省略了諸如五官、衣飾等細微末節

的描寫，造型十分單純而平面化，在地鐵塗鴉階段的「璀璨的嬰孩」，僅以白

色粉筆將輪廓線描畫在黑色紙上，十分迅速而未著色，另在鈕扣、圓領衫等商

品上的「璀璨的嬰孩」圖樣，至多以色面作為背景或嬰兒輪廓線之內的色彩，

其以線條為主要表現要素，單純平面之特性十分明顯（圖 4）。 

「璀璨的嬰孩」圖像中一個重要的特徵是圍繞在爬行嬰兒周圍的放射狀線

條，類同於卡通、漫畫中表示發光的符號。確實哈林是為了表現爬行嬰兒放射

出光線的效果，而在創造出爬行嬰兒圖式之後加上此種表現，因此理卡會以「璀

璨的嬰孩」命名。對於嬰兒周身的發光線條，哈林曾說明： 

…畫了一個我的飛翔中的飛碟，它向下照射雪地並擊中嬰兒。這就是

嬰兒與其光芒的起源。當飛翔中的飛碟照射嬰兒時，我將光線置於嬰兒的

周圍，因為他們此時被賦予這種力量。不久，這個影像被錯誤解釋，人們

寫成嬰兒有著放射性的能量。並非如此。是來自飛行中飛碟的光線給予這

種熾熱的力量。4 

                         

4 John GRUEN, Keith Haring: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 68. “…to do my flying saucers, which 

would be zapping down into the snow to hit the babies. And that was how the baby with the rays 

originated. When the flying saucer zapped the babies, I put rays all around the babies, because 

they had now been endowed with all this power. Later on, this image became misinterpreted. 

People wrote that the baby has radioactive energy. That wasn’t so. The rays from the flying saucer 

gave this glowing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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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林的敘述中說明了「璀璨的嬰孩」圖像中嬰兒周圍的發光線條代表能

量，並且他特別澄清這種能量來自飛碟的照射，亦即嬰兒本身並不發光，嬰兒

的能量或力量乃是得自於飛碟的賦予。因此觀察哈林的「璀璨的嬰孩」圖像有

些具有發光的記號，有些則無，則必須視「璀璨的嬰孩」與畫面其他子題的搭

配而在詮釋方面有所不同。 

對於「璀璨的嬰孩」圖像形式的來源，其造型簡化、色彩單純、線條為主

的特質一般據信來自於卡通漫畫，例如一般刊登於美國報章雜誌的諷刺漫畫

（圖 5），其造型的設計多採取簡筆畫的方式，並且特別著重以黑色線條組織

其造型，加上發光線條明顯取自卡通漫畫的符號，因此以一個美國戰後出生的

藝術家成長背景論之，「璀璨的嬰孩」與卡通漫畫之間的聯繫是很合理的。此

外有些藝評家將哈林的藝術風格與原始藝術連結，亦著重在人物造型的單純簡

化特質，以及哈林在繪畫時的快速果決，例如林尼˙庫克（Lynne Cooke）所

著〈午夜心靈的甦醒：原始主義者在當代藝術的復甦〉（The resurgence of the 

nightmind: primitivist revivals in recent art）一文中將哈林和巴斯奇亞等塗鴉藝術

家作為當代藝術運用原始主義圖式的典型之一﹔5藝評家蘇西˙加柏里克（Suzi 

Gablik）基於塗鴉藝術具有原始藝術的形式特質，將哈林「璀璨的嬰孩」圖像

對比於格陵蘭東部愛斯基摩人的神靈雕刻（圖 6），並且稱呼哈林類似象形文

字的畫風為「新浪潮阿茲提克風」（New Wave Aztec）﹔61984年紐約當代美

術館（The Museum of Modern Art）舉辦「廿世紀藝術的原始主義」

（“Primitivism” in 20th Century Art）展覽，哈林作為八○年代新興藝術的代表﹔

                         

5 Lynne COOKE, “The resurgence of the nightmind: primitivist revivals in recent art,” in Susan 

Hiller Ed. The Myth of Primitivism: Perspectives on art（London: Routledge, 1991）, pp. 137-157. 
6 Suzi GABLIK, “Report from New York: The Graffiti Question,” in Art in America, vol. 70

（October 1982）, 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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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瑞˙布林德曼（Barry Blinderman）在一篇 1981年訪談紀錄〈凱斯˙哈林的

隱性特徵〉（Keith Haring’s Subterranean Signatures）中指稱： 

以果敢的單純性描繪，他的「象形文字」是黑色與白色的景緻，某些

地方介於洞窟藝術和卡通之間。它們同時攫取了古代儀式的神秘與對高科

技社會的讚美。7 

隔年「未來的原始主義」展覽（Future Primeval）布林德曼則找出了距今

兩千五百年前祕魯巴拉卡斯（Paracas）地方，一個陶缽上刻畫的爬行神像，狀

極類似哈林的「璀璨的嬰孩」（圖 7），同時在布林德曼的詮釋中同樣基於線

性的人物表現，他因此認為哈林的藝術風格與埃及的象形文字、原始部落藝術

發生關聯，就哈林的生涯而言是不同文化交流的結果以及對於視覺符號的運

用，可見哈林並非單純從原始藝術挪用。8 

哈林設計的「璀璨的嬰孩」造型，捨棄了傳統繪畫中的立體感、光影變化、

物體表面的肌理與層次，單純的平面造型似乎是早在巴布羅˙畢卡索（Pablo 

Picasso）綜合立體主義時期作品（圖 8），以及亨利˙馬蒂斯（Henri Matisse）

晚年剪紙拼貼人物（圖 9），或者如同費爾南˙雷捷（Léger Fernand）簡潔如

機械般的造型（圖 10），和保羅˙克利（Paul Klee）和傑昂˙杜比菲（Jean 

Dubuffet）使用黑色線條組構人物的作品中就已出現的特質（圖 11），稍晚則

有美國的史陶德˙戴維斯（Stuart Davis）亦使用類似單純的色面表現物體，則

                         

7 Barry BLINDERMAN, “Keith Haring’s Subterranean Signatures,” in Arts Magazine, vol. 56

（September 1981）, p. 164. “Drawn with brazen simplicity, Haring’s “pictography” are tableaus 

in black and white that lie somewhere between the realm of cave art and cartoon. They 

simultaneously capture the mystery of ancient ritual and the obsessions of high-tech society.” 
8 Barry BLINDERMAN, Future Primeval,（New York: Abeville Press, 1992）, pp. 8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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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哈林在當代藝術發展中較可能的圖式來源，下一章將查考作者是否確實為這

類藝術家所啟發。 

綜觀「璀璨的嬰孩」在八○年代中期造型確定後，整體的視覺效果較初創

之時更為成熟，爬行嬰兒的身軀及四肢略為加粗因此未有早先單薄之感，尤其

四肢接近嬰兒的身體配置使得整體造型趨於完整，由黑色輪廓線圍成的圖形空

間也顯得較為平均，沒有過於緊密或鬆散之處，圖形予人向內凝聚的力量，此

一內聚力集中在嬰兒的頭部及身體的部分。「璀璨的嬰孩」圖式自哈林創造到

廣泛應用，作者逐漸修飾圖形的各部分比例及其他細節，是圖形從粗略到精

練，具有設計美感的過程，顯然哈林在描繪「璀璨的嬰孩」是經過細緻的思考

與設計，刻意經營之下的成果，畢竟作者希望以此作為他在紐約塗鴉文化中的

個人標誌，看得出哈林創造「璀璨的嬰孩」時的謹慎與用心，不斷修正以求取

最佳的造型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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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璀璨的嬰孩」圖像使用脈絡 

自 1980年底哈林創造爬行的嬰兒圖像之後，最初使用在紙張一類的平面

繪畫創作，而後哈林展開地鐵塗鴉繪畫，遂以爬行嬰兒與狗作為個人的標誌，

以白色粉彩線條的形式大量繪製在地鐵車站的黑色廣告看板上，是「璀璨的嬰

孩」圖像形式逐漸確立，並開始建立為人所熟知的個人街頭藝術圖像語彙之

時。在哈林的地鐵塗鴉圖集《流動的藝術》（Art in Transit）中，作為標題的

看板即包含了「璀璨的嬰孩」圖像（圖 12），從發光嬰兒在畫面上的位置在又

上方，獨立於其他插圖式的繪畫子題之外，他的地位顯然有別於一般的圖式，

幾乎等同於標題文字以作為哈林最重要的個人標誌﹔一件橫幅的看板中，主題

是狂吠的四足獸、體型較小的人物、和顯示原子符號的電視機，其中上方是一

連串橫向未帶發光線條的爬行嬰兒，呈現較重的裝飾意味（圖 13）﹔另一件直

式的地鐵塗鴉也包含幾乎同樣的子題，在畫面中段是四隻四足獸和四個對應的

爬行嬰兒，其大小大致相當，可見哈林對於未帶光線的爬行嬰兒可以作為裝飾

之用，經常出現在主題或畫面邊緣（圖 14）﹔一件畫面形式頗為熱鬧的地鐵塗

鴉，除了下方一連串的爬行嬰兒，畫面中央即是一個「璀璨的嬰孩」（圖 15）

圖像，位於一棟平房當中，有趣的是上方天空出現一顆五角星形圖案，星星散

發光芒透過屋頂照射在爬行嬰孩身上，屋內一人高舉左手，另一人則跪地呈膜

拜狀，屋外左方是三個頭戴皇冠手捧禮物的人，右方人物則執手杖，身邊並有

哈林慣用的四足獸，天空除了中央的星星旁邊漂浮著四個背後長有翅膀的人

物。很顯然這是一幅模擬耶穌降生的圖畫，畫面中央「璀璨的嬰孩」此刻即是

聖嬰的化身，經由天上的星星賦予能量因此他也具備了發光的線條，顯出他不

凡的地位﹔另外當哈林以腹部突出的孕婦為主題人物時，「璀璨的嬰孩」也經

常伴隨出現在畫面中，若位於孕婦腳邊的地面，可以發現爬行嬰兒是不發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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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若在孕婦腹中或畫面上方則呈現典型的發光「璀璨的嬰孩」（圖

17），而孕婦的腹部卻始終是發光的狀態。可見在哈林的圖像語言中懷孕的婦

女能夠帶來新的生命，他們的腹部象徵希望與能量，值得藝術家為之讚美，「璀

璨的嬰孩」就是新生命的代表，因此帶有發光的能量，使婦女舉起雙臂慶賀﹔

1982年一件地鐵塗鴉，主題是畫面下方中央原子彈爆炸後的蕈狀雲，內部有一

個「璀璨的嬰孩」圖像，地面兩側是吠叫的四足獸，天空中則是三個帶有翅膀

的人物，他們的腳下及頭上佈滿鋸齒狀的線條，彷彿受到騰空而起的雲氣而感

到驚嚇並忙著走避（圖 18）。核子武器是愛好和平的人們所厭惡的，在此「璀

璨的嬰孩」象徵了破壞之後新生命的誕生，也是一種新的未來與新的希望﹔

1985年哈林以慶祝聖誕節的主題繪製地鐵塗鴉，將「璀璨的嬰孩」位於畫面中

央，四周圍繞人物造型，彷彿在慶祝嬰兒的誕生（圖 19）﹔同年一件以「85

年仍活著」（Still Alive in 85）為題的地鐵塗鴉，畫面主題是兩個手臂互相穿

越對方頭部與身體的人形，上方文字標題中加入兩個「璀璨的嬰孩」圖像（圖

20），似乎藉此宣示即使在紐約市政當局嚴加打擊地鐵塗鴉之際，哈林以及「璀

璨的嬰孩」仍然存在，他的創意仍源源不絕地泉湧而出。 

約在哈林展開地鐵塗鴉的同時，他也從事隨機性的街頭藝術創作，例如一

件 1982年繪製在路燈基座的爬行嬰兒（圖 21）、前述之警用路障、粉彩筆包

裝盒（圖 22）、紐約市地鐵路網圖（圖 23）等，這些爬行嬰兒都並未加上發

光線條，似乎純為信手拈來的即興之作，顯示「璀璨的嬰孩」圖像已成為哈林

最具代表性的圖式，可以在多種不同的基底材上如同簽名般地複製，作為個人

標誌的意義甚於美觀、畫面整體感等造型因素。 

哈林使用「璀璨的嬰孩」作為個人標誌最顯著的例子應屬在他開始執行地

鐵塗鴉時製造的鈕扣，這些鈕扣上的「璀璨的嬰孩」圖式很明顯是成熟時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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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整體嬰兒形式十分均衡美觀，同時在色彩上有多種變化，不限於黑白兩

色，例如圖中藍色底搭配橙色線條，正好在色彩上屬於對比色，而且橙色線條

下緣繪以黑色更能突顯主題「璀璨的嬰孩」的視覺效果（圖 24）。當 1981年

哈林在地鐵車站塗鴉時，總會引起過往行人的圍觀與好奇，並每每提出疑問詢

問哈林，哈林因而訂製一千枚繪有「璀璨的嬰孩」圖像的鈕扣，直徑約一英吋，

此後在地鐵車站塗鴉時便攜帶這些鈕扣分贈給有興趣的人們。9這種鈕扣在美

國青少年的服飾中是非常普遍的裝飾品，許多青少年會選擇他們喜歡的圖案佩

戴在衣服、背包、帽子表面作為裝飾，是故哈林以鈕扣作為與都市居民溝通的

最佳媒介，尤其是年輕族群，使「璀璨的嬰孩」這樣一個原本屬於個別藝術家

的標誌，如今彷彿成為一種可以為大眾所攜帶擁有的流行圖像，在廣大的都市

群眾之間傳布。 

在哈林以年輕藝術家之姿引起眾人矚目之際，1982年「璀璨的嬰孩」圖像

出現在紐約時報廣場電子告示牌，每廿分鐘出現一次，每次閃爍三十秒模擬「璀

璨的嬰孩」的發光效果，持續一個月（圖 25）。在這紐約最繁忙的市區廣場，

這次計劃是「璀璨的嬰孩」相當成功的展現，使得人們廣為認識「璀璨的嬰孩」

與他的創作者，並且在電子告示牌上展示代表了其圖像意含超越了表現媒材的

意義，「璀璨的嬰孩」可以出現在任何媒介之上，尋求最佳的呈現方式，特別

像是此處充分表達都市性格與象徵大眾文化的電子告示牌。 

接著哈林以其他多種物件作為創作媒材，也都融入爬行嬰兒的造型，例如

哈林於此時廣為運用的乙烯防水布（圖 26）、陶瓶（圖 27）、乃至於金屬（圖

28）等，這類的作品會在哈林的畫廊展覽時展示，所以畫面可融入較地鐵塗鴉

更多的圖像子題，在意義詮釋方面較為複雜，以哈林 1982年在湯尼˙沙法紀

                         

9 John GRUEN, Keith Haring: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 72. 



 31

畫廊首展為例，除了懸掛於畫廊牆壁的畫布作品之外，剩餘空間也常以爬行嬰

兒行列填補，頗有裝飾意味。似乎發光的「璀璨的嬰孩」是哈林藝術語言中最

重要的圖像主題，出現在畫面中時往往就是表現的重心，具有能量能夠主宰畫

面中的一切，而未帶有光線的爬行嬰兒則經常以重複的形式呈現，位於畫面一

隅或純粹作為裝飾，他們的重複影像或許也代表消費時代，工業製造下人格的

標準化，象徵著天底下眾多平凡的芸芸眾生，正等待何時會有來自別處的先知

賦予他們能量。 

爾後，「璀璨的嬰孩」圖像隨著哈林聲名大噪也有了不同的使用脈絡。自

1986年哈林成立「普普商店」，「璀璨的嬰孩」圖像自然是最能代表哈林的商

品符號，舉凡圓領杉、外套、背包、旗幟、氣球、筆記本、紀念名信片（圖 29）

等自營商品，皆以印有「璀璨的嬰孩」圖像者為大宗，哈林自己就經常穿著正

面印著「璀璨的嬰孩」的圓領衫或背心穿梭於地鐵系統執行塗鴉繪畫（圖 30），

也有「璀璨的嬰孩」造型的充氣娃娃（圖 31），就像是大型玩偶一般可供兒童

坐臥玩耍，「璀璨的嬰孩」自然是普普商店中相當受歡迎的商品圖案。 

由此觀之「璀璨的嬰孩」圖像在哈林的藝術創作模式中本身就是一個值得

關注的主題，重要的是他的影像本身及其所代表的視覺文化，有別於一般單一

藝術品的物質特性，這一個屬於哈林個人標誌的影像可以出現在不同的脈絡，

依附於不同的媒介之上，他可以存在於紐約地鐵車站的廣告看板，也可以出現

在正式的畫廊展出環境，或者以如同名牌商品標籤的面貌在人群中傳遞，而他

的圖像意義在繪畫平面中又充分與其他子題如四足獸、天使、人物等產生互

動，使得「璀璨的嬰孩」影像本身不但因此具備了等同於標誌的商業價質，也

可見哈林對於影像多元化的使用脈絡，在不同環境中，如公眾的地鐵系統與較

精緻的畫廊博物館領域，「璀璨的嬰孩」就會因此代表著不同的詮釋意義，布



 32

林德曼評論哈林的「璀璨的嬰孩」： 

將他的「璀璨的嬰孩」與狂吠的狗描繪於博物館以及商業性質的普普

商店，哈林企圖努力使藝術「惡化」到打破西方在權力與主觀性上的優勢

形式。10 

重點在於哈林將「璀璨的嬰孩」圖像的使用脈絡同時置於多種截然不同的

情境，特別是將此一重要影像夾帶濃厚的商業意味，以及此一影像的多重複

製，都挑戰了傳統藝術領域最禁忌的部分，所以「璀璨的嬰孩」圖像亦是哈林

企圖顛覆傳統藝術封閉思維表達他具有開拓性的藝術觀念，和藝術世界為少數

精英所壟斷的最佳武器。「璀璨的嬰孩」在哈林多種環境的經營之下，他的圖

像意義因而不斷地轉化衍生不同情境的詮釋方式，「璀璨的嬰孩」影像本身也

在不同環境之中不斷傳遞，由作者傳導至各種類型的觀眾，最終成為流行文化

的代表圖像，也由作者的個人創意流動至公眾性質的地鐵系統或其他都市公共

空間，再傳導到代表精緻藝術的博物館和畫廊領域，同時也在消費文化以及傳

播媒體的範疇中自由流通。 

對於「璀璨的嬰孩」的圖像本質詮釋，哈林自己曾說： 

爬行的嬰兒意指生命，能量，快樂，以及人性的積極部分。11 

                         

10 Barry BLINDERMAN, Future Primeval, p. 85. “Painting and drawing his Radiant Child and 

Barking Dog in museums and commercial Pop-shops, Haring attempted to “deterritorialize” art in 

an effort to shatter predominant Western forms of power and subjectivity.” 
11 Paul Donker Duyvis, “Every Station Is My Gallery: Interview with Keith Haring,” in Keith 

Haring: Paintings, Drawings and a Velum（Amsterdam: Stedelijk Museum, 1986）, p. 46. “The 

crawling babies signify life, energy, happiness, and the positive side of huma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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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哈林視「璀璨的嬰孩」為一個對他非常積極正面的圖像，主要的意義

在於新生命誕生帶來的能量，也象徵更新、重生再造之意。然而在檢視哈林本

人與藝評家對於此一爬行嬰孩的詮釋後，可知雖然「璀璨的嬰孩」就影像本身

而言是指稱哈林所設計，周身環繞類似卡通漫畫中表現發光狀態線條的爬行嬰

兒圖式，但是仔細推敲理卡撰文的主旨，「璀璨的嬰孩」一詞儼然也象徵對於

諸如哈林、巴斯奇亞等年輕藝術家的讚美之詞，如同蘇斯曼指出： 

理卡稱許凱斯˙哈林與傑昂-米榭˙巴斯奇亞，即是以SAMO為人所

知的塗鴉書寫者，是新一時期的創始畫家。他將他們描寫為街頭與俱樂部，

嬉哈文化（hip-hop）的城市詩篇最獨一無二的迴響。12 

以他們廿歲左右的年齡能夠在紛然雜沓的八○年代紐約藝壇崛起，進而受

到歐洲、亞洲諸國藝術界的重視，理卡盛讚他們的藝術內涵結合了當時的流行

文化，充分象徵了一個時期的時代精神，他們將會是八○年代具像藝術復甦之

後最具潛力的藝術家，對於新一世代的藝術運動具有開創性的地位，於是「璀

燦的嬰孩」所代表的新生、能量之意也是這些年輕塗鴉藝術家在藝術方面的創

造力與充沛的活力，象徵藝術世界新的世代的來臨。 

在藝評界中對於「璀燦的嬰孩」的詮釋，庫爾茲在「哈林，沃荷，迪士尼」

展覽圖錄中的評註大抵著墨最力，他說： 

                         

12 Elisabeth SUSSMAN, Keith Haring（New York: 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 1997）, pp. 

14-17. “The first serious attempt to describe Haring’s art in print was an article by Rene Ricard, a 

unique presence in the 1980s New York art world…In a seminal 1981 article entitled “The 

Radiant Child,” Ricard hailed Haring and Jean-Michel Basquiat, the graffiti writer also known as 

SAMO, as the most original artists of the new decade. He described them as the unique echo of the 

street and clubs, the voices of the urban poetry of hip-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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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嬰兒身上放射出的線條表示來自內在散發出的精神光芒，此時雖然

嬰兒是來自宗教繪畫的神聖形象，只有這光線被詮釋為一種卡通的視覺語

彙… 

哈林的「璀燦的嬰孩」意指希望與可能。它象徵一個新生命的誕生這

種新生的意義，根據來自先決的開放與自由之感，這種感覺以兒童，以及

哈林不斷經由與兒童和年輕人接觸使他自身更新進步的特質為典型。 

哈林的「璀燦的嬰孩」是一幅理想的自畫像。它當初變得廣為人知是

在藝術家的地鐵繪畫，而後轉為他所製作上千枚的鈕扣，贈送給在地鐵、

街頭、或是他常去的俱樂部中認得他的人們。「璀燦的嬰孩」並沒有呈現

哈林全部的性格，並不是一個以影像控訴核子武器、種族隔離、藥物濫用、

愛滋病、不安全的性、以及其他社會罪惡的人；或者是繪製數以百計露骨

的同性戀影像，這種性自由的年輕同性戀者。而他表現了一種存在他生命

核心的宇宙觀，超越性別本身，性別傾向，種族，以及政治。13 

                         

13 Bruce D. KURTZ, Haring, Warhol, Disney, p.143. “The lines radiating from the baby indicate 

spiritual light glowing from within, as though the baby were a holy figure from a religious painting, 

only the glow is rendered in the visual vocabulary of a cartoon…Haring’s Radiant Child signals 

hope and possibility. It symbolizes sense of renewal that a new life brings, along with the feeling 

of openness and freedom from pre-judgments that typify children, qualities that Haring constantly 

renewed himself through contact with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Haring’s Radiant Child is an 

idealized self-portrait. It first became widely known in the artist’s subway drawings and turned 

into a button that he had made in the thousands and gave away to people who recognized himin 

the subway, on the streets, or in the clubs he frequented. The Radiant Child does not represent 

Haring’s entire persona, not the person who made images indicting nuclear weapons, apartheid, 

drug, AIDS, unsafe sex, and other social ills; or the sexually liberated young gay man who made 

hundreds of explicit, homoerotic images. But it represents a universal spirit that was at the core of 

his being and that transcends gender, sexual orientation, race, and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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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爾茲不但說明了「璀燦的嬰孩」圖像發光線條的涵義，更詮釋了該圖像

對哈林而言，所代表的象徵意含，意即哈林的創作觀與世界觀。同時在庫爾茲

的詮釋中也區分了哈林繪畫圖像兩種詮釋路線，一種偏向社會議題以及關於性

別議題的訴求，另一種則呈現歡樂、愉悅、彷彿世界和平這種正面積極的涵義，

頗為符合哈林某些展覽曾分為「兒童青少年區」與「成人區」的做法，也值得

往後的研究者關注於此。再證之以前述哈林作品的圖像詮釋，蕈狀雲中以及模

擬耶穌降生的「璀璨的嬰孩」也許正是暗喻自己的成長背景，象徵戰後新生的

一代，或者代表藝術世界新世代蘊藏的活力與能量，正等待哈林和巴斯奇亞等

年輕藝術家一展身手，因此「璀璨的嬰孩」也就等同於哈林的自畫像，包含了

他的人格特質，也因此更加強了「璀璨的嬰孩」圖像作為哈林個人標誌的意義。

而經常與「璀璨的嬰孩」產生互動的圖像例如四足動物、天使等，則是象徵自

然或精神世界，兩者的並置似乎在說明哈林的世界觀，表達他對於人與自然的

關係。 

然而由於是庫爾茲的文章屬於展覽專輯圖錄，並且理卡在撰文之前就已是

哈林在紐約俱樂部夜總會的友人，兩人的評論顯然不脫藝評家一貫的讚美語

氣，因此在第二章的部分將審視哈林本身的創作觀以及對各類事物的看法，深

入探討哈林地鐵塗鴉藝術的風格特質、意義詮釋、形成背景，也將結合哈林的

生活型態與藝術事業分析兩者直接影響的部分，由「璀璨的嬰孩」延伸至哈林

在地鐵塗鴉時期的藝術觀念和人生價值的分析，將突顯「璀璨的嬰孩」圖像在

哈林藝術生涯的重要性，也是哈林得以連結紐約地鐵塗鴉文化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