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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哈林藝術生涯的重要階段－地鐵塗鴉時期 

 

在第一章透過風格形式分析和圖像意義的探討之後，本章將以哈林於地鐵

塗鴉時期的創作為主體，由「璀璨的嬰孩」延伸比對其他代表性的創作圖式，

探討其形式與圖像意義，從而歸納其風格形式特質之養成背景因素、風格演進

之過程，並描述他在地鐵車站塗鴉時的創作方式和創作環境細節，特別是哈林

作為正統的藝術學院學生，有意識地參酌現代藝術史，乃至符號學（semiotic）

等既有的學術知識，應用在繪畫創作之中的情況。本章試圖以此重建哈林在八

○年代初期的創作脈絡，對照他於 1985年以後的創作形式，彰顯地鐵塗鴉時

期在哈林創作生涯的重要性。 

由於哈林在八○年代藝壇紅極一時，能夠留下堪稱豐富的訪談資料，在這

之中哈林多次暢談他個人對藝術的觀念。因此運用現有藝術家本人訪談資料中

提及許多個人的創作觀點，將可驗證圖像本身意義詮釋問題，指出藝術家有意

學習、在藝術養成教育下形成的思想部分，例如哈林對於人性的關懷、搖滾樂

的熱愛、以及藝術家對於時代的自覺，充分呈現藝術家創作思想並以視覺圖像

為之印證。而後擴及哈林的社會屬性，先就哈林在紐約藝術界的活動闡述，再

延伸至他在紐約的社會生活，留連於夜總會俱樂部的表演形式，以及與流行文

化界人士交遊狀況，具有十分類似普普藝術大師沃荷的生活方式，能夠提供視

覺圖像外延因素分析的基本依據，並尋求圖像與藝術家社會性格之間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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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哈林塗鴉藝術的主題與形式特質 

如依據蘇斯曼的分析，哈林的藝術生涯可分為三期，第一期的特徵是綜合

街頭與俱樂部形式的藝術，轉化為顯著的、公開的、大型壁畫以及看似拙劣的

裝飾圖紋，約為 1984年以前；第二期他稱之為「新表現主義的普普式詮釋」，

使用大眾較能接受的卡通風格，許多是為兒童所作，約為 1984-88年；第三期

是他生涯的最後幾年，除了表現出他對繪畫的野心之外，也對社會以及他所罹

患的絕症做出反映。1古恩在哈林傳記中則切分為 1958-1978，1978-1984，

1984-1986，1986-1990四期，可以察覺以哈林的繪畫歷程而言，1978年自家鄉

科茲坦（Kutztown）至紐約視覺藝術學院就讀對往後繪畫生涯有著決定性的影

響，以及 1980年哈林參加了紐約「時報廣場展覽」（Time Square Show）、1982

年的第七屆「德國卡塞爾文件展」（Documanta 7, Kassel），接著八○年代前

半期是哈林大量從事地鐵塗鴉的階段，此即本章探討的主要時間範圍；地鐵塗

鴉階段之後的時間分期，不同的藝評家依據哈林作品呈現的風格、主題轉變，

或者因為哈林藝術生涯，以及社會生活發生的變化而關注的焦點不一，例如

1985年愛滋病在紐約得到證實，1986年停止地鐵車站塗鴉、成立「普普商店」，

1987年沃荷因愛滋病過世，在哈林的藝術生涯中也是幾件具關鍵性的事件。 

由第一章得知，「璀璨的嬰孩」並非是哈林最初創造的圖像，倘若能透過

                         

1 Elisabeth SUSSMAN, Keith Haring, p. 10. “There are essentially three chapters in Haring’s short 

career. First, Haring synthesized a street and club art and transformed a unique style of drawing 

into bold, public, large-scale painting and kitsch decoration. Second, in his middle phase 

(1984-88), he produced paintings that were Pop versions of Neo-Expressionism and, at same time, 

using his publicly accessible, cartooning style, executed innumerable murals, many of them for 

children. Finally, in the last years of his live, his major works not only summed up his painting 

ambitions but were socially active and angry responses to his imminent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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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哈林其他圖式創作環境的探討，並且哈林塗鴉時期的藝術風格，以「璀璨

的嬰孩」圖像為基準，其線性、平面化的特徵是明顯且具有一貫性的，將有助

於了解「璀璨的嬰孩」對於哈林繪畫歷程之重要性。 

在創作爬行嬰兒圖像的同時，哈林也已經建立了人物、天使、類似狗動物、

蛇、海豚、金字塔、現代科技產物如電視機、電話、電腦、飛碟、原子符號或

原子彈爆炸形成的蕈狀雲等圖式，其表現形式方面一貫在單一顏色的基底材

上，僅以輪廓線表現物形。以數量甚多的人物造型為例（圖 32），與「璀璨的

嬰孩」類似，皆未描繪五官、衣飾等細節，以及文藝復興式的光線與明暗調子，

似乎藉此單純而充分地將表現的意圖集中在人物所呈現的動態，這些人物多半

都帶有某種動態或行為，或跑或跳，手部的動作似乎能夠呈現人物的心緒表

情；亦存在許多特別描繪性器官的人物，正從事著性行為。除了人物、動物、

器物等畫面主題之外，畫面中經常存在類似卡通、漫畫中的線條符號，以強調

人物動態、狗吠、發光等不一而足，能夠加強主題的狀態，以及人物的動作與

心理層面表現。這些人物與其他主題相互搭配之下，或者人物之間彼此的互

動，即能構成富含深刻意義的畫面表現，他的畫面構成時而簡單時而複雜，單

純時只需一、二項圖式搭配以表達強烈的主題訴求，複雜時畫面充滿各式交織

線條，彷若傑克森˙帕洛克（Jackson Pollock）「均勻遍佈」（all-over）式的

構圖，但是在充斥線條、墨水滴流痕跡的構成當中往往包含哈林一貫的圖像造

型，以表達他藉由繪畫所欲傳達的理念。 

因此如同「璀璨的嬰孩」一般，線性、單純、平面性是哈林塗鴉繪畫一貫

的形式特徵，哈林曾說： 

我嘗試儘可能簡單地陳述事情，就像質數一般。只要一條線就能轉換

許多訊息，並且在這條線之中，最輕微的改變也能夠創造一個全然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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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2 

這種以輪廓線表現的手法和表示人物動態，以及發光效果的線條也據信是

受到卡通、漫畫的影響，哈林自述同年時期對華德˙迪士尼（Walt Disney）、

蘇斯博士（Dr. Seuss）、查理˙休斯（Charles Schultz）等漫畫的喜愛，3特別

是華德˙迪士尼的卡通伴隨哈林成長，4其中米老鼠是哈林最愛描繪的題材，

他曾表示： 

米老鼠造型源自於我從小就畫了很多米老鼠…我這樣做部分是因為我

能夠將它畫得很好，部分因為這是一個極富意義的影像。5 

哈林在回憶式的自傳中也提到自己對紙質媒材的興趣，以及 1977年參觀

皮耶˙阿雷欽斯基（Pierre Alechinsky）在匹茲堡的回顧展帶來極大的震撼，主

要在與其十分相似的書法性線條以及回歸卡通造型，以自我描述的方式為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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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tember 1981）, p. 165. “I am trying to state things as simple as possible, like a prime number. 

So much information can be conveyed with just one line, and the slightest change in that line can 

create a totally different meaning.” 
3 John GRUEN, Keith Haring: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 9. “I was really obsessed by Walt 

Disney. And I was really into Dr. Seuss…And I liked the early Charles Schultz, when he first 

came out with Charlie Brown. I used to collect all those comics.” 
4 Francesca ALINOVI, “Interview with the artists,” in Flash Art, vol. 114（November 1983）, p. 29. 

“…because I was grew up with Walt Disney cartoons.” 
5 Barry BLINDERMAN, “Keith Haring’s Subterranean Signatures,” in Arts Magazine, vol. 56

（September 1981）, p. 165. “The Mickey figure came out of drawing Mickey Mouse a lot when I 

was little…I did it partly because I could draw it so well and partly because it’s such a loaded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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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性繪畫風格，提出在進入紐約視覺藝術學院之前的解釋。6 

從早期以紙張作為基底材的作品中可知，這種線性人物造型表現較「璀璨

的嬰孩」為早，以哈林 1978年在匹茲堡首次各展作品，以及為數頗多的平面

繪畫作品作為比對，單色線性的繪畫特徵已十分顯著（圖 33）。不過哈林在此

時的繪畫內容應屬於抽象形式，乍看之下如他所說頗為類似阿雷欽斯基的繪畫

風格，也令人想起另一位美國畫家戴維斯的作品（圖 34），其形式也應用帕洛

克均勻遍佈的構成（圖 35），或者是沃荷所使用重複影像的方式，接近幾何造

型的線條和圖案充斥整個畫面，運用高彩度的色彩構成色塊，並且這些線條構

成的色塊、圖案彷彿像是描繪某種具體事物，但詳察之下應純為抽象型態，在

視覺效果上導致畫面形成一個力場均勻的平面，沒有特定的主題或背景之分；

同年在紐約視覺藝術學院個展裝置藝術，可見一貫的線性風格，然而已經沒有

色彩表現，繪畫的元素更加單純（圖 36）。亦即，哈林廣為人知的藝術風格特

徵－線性、平面性，以及線條組構的各種圖式，是由他原先的抽象繪畫形式演

變而來，哈林自己曾說： 

當我十八歲時，我的作品，主要是卡通構成的，愈發變得抽象並且關

注於自發性的動作。我變得對東方書法與動勢藝術有興趣。當我廿歲時搬

到紐約…雖然我的作品此時仍是「抽象」的，但我開始了解人們回應作品

時極大的差異性。7 

                         

6 John GRUEN, Keith Haring: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p. 27-29. 
7 Keith HARING, Art in Transit（New York: Harmony Books, 1984）, preface. “When I was 

eighteen, my work, which had been primarily cartoon-oriented, became increasingly abstract and 

concerned with spontaneous action. I became interested in Eastern Calligraphy and the art of the 

gesture. When I moved to New York City at the age of twenty…Although my work was still 

“Abstract.” at this time, I became aware of the vast differences in people’s responses to th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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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哈林到了紐約之後，特別是在 1978到 1980年間經過藝術學院的教育

的學習，似乎對他有著關鍵性的影響，致使哈林的繪畫風格產生若干程度的轉

化。此外，從哈林屢次提及對當時紐約地鐵塗鴉繪畫的讚賞，以至於如前述因

為心儀這種藝術形式，而創作「璀璨的嬰孩」圖像以為跟進的舉動，不難發現

紐約的地鐵塗鴉繪畫是影響哈林線性繪畫形式的另一因素，他曾說： 

幾乎就在我1978年初到紐約時，我開始對我所看見在街頭與地鐵的

塗鴉激起強烈的興趣和著迷...塗鴉是我所見過最美麗的東西。這是

1978-79年，對塗鴉的宣戰尚未開始。因此這種藝術能繁盛而達到令人驚

奇的地步，並且這運動確實達到它的高峰。8 

從塗鴉繪畫最初以簽名為目的，以噴漆或簽字比書寫的方式本身即具有強

烈的線性特質，藉由許多線條交錯相疊組成的「畫面」廣布紐約地鐵車箱內外、

車站牆壁、以及市區街頭，深深吸引哈林。哈林對於他的藝術語言是經過思考

的，他雖然深深著迷於這些地鐵塗鴉繪畫，但似乎並不甘於僅僅跟隨這些「塗

鴉書寫者」的形式，因為線性特徵與他原本的藝術表現相仿，遂加強了哈林與

「塗鴉書寫者」藝術表現的共通性，再略加轉化創造屬於自己的「標誌」－「璀

璨的嬰孩」，以融入地鐵的創作環境。9 

人物造型在哈林的地鐵車站塗鴉繪畫中也是隨處可見的圖式之一，儼然成

                         

8 John GRUEN , Keith Haring: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 44. “Almost immediately upon my 

arrival in New York in 1978, I had begun interested , intrigued, and fascinated by the graffiti I was 

seeing in the streets and in the subways…Graffiti were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s I ever saw. This 

being 1978-79, the war on graffiti hadn’t really begun yet. So the art was allowed to blossom into 

something amazing, and the movement was really at its peak.” 
9 此處僅就哈林繪畫中的線性形式特質尋求來源，關於哈林與塗鴉藝術的比較，第四章將有較

全面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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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哈林為人們所熟之的圖像，以其僅使用輪廓線的構成方式，極為單純的造型

色彩，加上來自於卡通漫畫表示動作的線條符號，呈現人或物的動態，一般觀

者很容易就能辨識出哈林的形式特徵，布林德曼在〈哈林的隱藏式簽名〉一文

中將高舉雙手的人物造型，解釋為代表大寫的英文字母 H，即是哈林姓式的字

首。10有趣的是哈林除了少數為特定主題而作的題材外，作品通常並未命名，

以至於這些人物、動物在藝評家也未訂定名稱的情況下，不似「璀璨的嬰孩」

那般具有足以名狀的強烈「標誌」性質，這些處於動態中的人物當然也就沒有

指涉特定的群體、種族，只有在哈林表現性別意識主題時人物的性別是可以分

辨的，不過通常哈林的處理方式並未特別強調男性/女性的差別作為表達的訴

求，因此人物在畫面中代表的或許就是人類，或是指人世，更確切地說，應該

是人類所表現出的種種行為，才是哈林所關注的部分。此外經由前一章節的分

析，得知「璀璨的嬰孩」圖式造型乃經由此種人物演進而來，可知哈林似乎欲

藉由一特定圖式，在地鐵塗鴉繪畫的脈絡中建立屬於自己的標誌，遂逐漸發展

爬行人物的造型，縮短頭部與身體比例的差距而形成適於作為個人標記的「璀

璨的嬰孩」圖像。 

哈林另一具有標誌性質的圖像，是一種造型十分類似狗的四足獸（圖 36），

有著長方形的身軀，連接四條腿，頭部並不明顯，僅描繪兩只三角形的耳朵，

鼻喙的部分較長，以兩個長方形表現上下顎，有短尾。通常此一動物伴隨人物，

或是「璀璨的嬰孩」出現，站立在一旁張口對著主題作吠叫狀，同樣以源自卡

通漫畫的線條表示發聲。也有以此動物為主題，以擬人化的方式描繪手腳，加

上誇張的動態如同舞蹈一般（圖 37）。對於這種四隻腳的動物，一般人以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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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tember 1981）, p. 164. “…a pray figure with arms extended upward can be depicted sim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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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之故多認為哈林所畫即是狗，但是哈林自己解釋了牠的意義，並說明牠與人

物之間的比例關係： 

牠實際上與其說是一隻狗不如說是一種四足獸。這是一種動物生命或

自然的象徵。我們在此時的確全然不了解動物－牠們在想什麼或者牠們是

否會思考。當此動物比人大時，牠表示自然，或是一種掠食者。物體的大

小比例成為一種如同線條或多餘部分一般的工具。這種比例通常能巧妙地

給予事物不同的意義。當動物較小時，它就會成為人類的寵物。11 

對於這種動物造型的形成，哈林曾自述： 

…我所做的是抽象的－沉緬於過去我所畫。但在若干空間我開始製作由

飛行的飛碟照射這些動物形象構成的圖畫，它的類型像是牛或綿羊，但它

們有非常方正的鼻子並且看來確實更像動物的象徵而非特定的動物。12 

即使如此，爾後的藝評家已習於稱其為狗，羅伯特˙羅森布朗（Robert 

                                                                     

as a fleshy letter “H” with a circle signifying its head.” 
11 Barry BLINDERMAN, “Keith Haring’s Subterranean Signatures,” in Arts Magazine, vol. 56

（September 1981）, p. 165. “It’s really a four-legged animal rather than a dog. It’s a basic symbol 

for animal or for natural. We don’t really understand animals after all this time－what they think 

or if they think. When the animal is bigger than the man, it stands for natural, or a predator. Scale 

becomes a tool as much as line or redundancy. The scale is often manipulated to give things 

different meanings. When the animal is small, it could be the man’s pet.” 
12 John GRUEN, Keith Haring: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 57. “What I was doing was abstract－

reminiscent of things I had done before. But on some spaces I started to make these drawings that 

consisted of flying saucers that were zapping these animal figure, which sort of looked like cows 

or sheep, but they had very square noses and really looked more like symbols of animals as 

opposed to specific anim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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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enblum）認為此圖像已需要用大寫字母書寫來強調其重要性，13可見這種四

足獸的造型也亦是哈林另一圖像標誌，純粹就形式的機能而言若稱之為狗，或

許只能說是經過相當卡通化，誇張鼻喙特徵之後的造型。然而哈林之所以提出

澄清，考量這種動物主題在一般畫面上的構成，其意義將相對複雜許多，哈林

似乎有意模糊此一四足獸作為某一特定動物的特徵，以至於採用近乎幾何式的

方形構成動物的身體與口鼻部分，並省略頭部造型。因此哈林所說「作為一種

動物的象徵」應當是恰如其分，他所表現的是動物的集體象徵，也就是動物的

「共相」（archetype）。在哈林的畫面上往往以人物為主題，而動物的角色在

此或可假設代表「自然」，與人為的世界相對。當檢視哈林個人的藝術觀以及

對人類世界諸多議題的看法之後，將可更精確詮釋動物形象代表的涵義。 

在討論人物、動物的造型之後，不能不提到飛碟的主題，在哈林的地鐵繪

畫初期這三者在畫面上有者密切的相關性。哈林的飛碟造型狀似墨西哥帽，出

現在畫面上時經常以光線照射地面的人物、動物、或是金字塔，當然，這裡光

線的表示也同樣以源自卡通漫畫的線條描繪（圖 38）。這種飛碟以光線照射

性行為中的人物、動物的主題，引起人們討論，哈林自己說明飛碟的意義： 

飛行中的飛碟看來像是墨西哥帽，但它們是我憶想傳說中飛碟的典

型。飛碟以帶有能量的光線照射物體，並且隨後能賦予它所照射的物體這

種能量。所以被照射的物體、人物、或動物將擁有這種光線並散發在他們

周身。14 

                         

13 Robert ROSENBLUM, The Dog in Art from Rococo to Post-Modernism（New York: Harry N. 

Abrams, inc., 1988）, p. 103. “…a prominent member of Haring’s cast of characters, the dog, 

whose mythical role in his work almost demands a capital D.” 
14 John GRUEN, Keith Haring: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 57. “The flying saucers looked like 

Mexican sombreros, but they were my archetypal vision of what I thought a mythical flying sau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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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哈林的解釋中，飛碟帶有能量，可以將能量傳給地面上的人、動物、

或其他物體。他接著說： 

我畫了有些人從後方正在與動物性交－該動物當下就獲得了代表力量

的光線。當此人與動物進行完性行為，他的生殖器官將擁有熾熱的力量。

而後，並且將為人群所崇拜。15 

又如第一章的分析，已說明「璀璨的嬰孩」亦是經由飛碟的照射產生光芒，

則哈林在畫面上的意圖已經十分明顯，人、動物、飛碟之間具有能量傳導的關

係，包含許多飛碟賦予「璀璨的嬰孩」圖像光芒的例子，解釋了「璀璨的嬰孩」

圖像周圍光芒的初創過程。而其中飛碟又似乎是人世間能量與力量的最終來

源，它在畫面中的意義高於人物，甚至「璀璨的嬰孩」所代表的「新生」，飛

碟的意義於是不言可喻了： 

很多圖畫是關於權力與力量…飛行中的飛碟表現一種終極力量－未知

領域。16 

對於飛碟這個畫面中能量地位最高的圖像，哈林並非將它定位為神、上帝

                                                                     

would look like. The saucers were zapping things with an energy ray, which would then endow 

whatever it zapped with this power. So these zapped things or people or animals would have these 

rays coming out all around them.” 
15 John GRUEN, Keith Haring: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 57. “I drew a picture of someone 

fucking an animal from the back－the animal that now had the glowing rays of power. After the 

person had fucked the animal, his dick would have the glowing power on it. Then, the dick would 

be worshiped by the crowd.” 
16 Barry BLINDERMAN, “Keith Haring’s Subterranean Signatures,” in Arts Magazine, vol. 56

（September 1981）, p. 165. “A lot of the drawings are about power and force…The flying saucers 

represent an ultimate power－the unknown.” 



 46

之類的涵義（哈林曾受洗），而歸為不可知的領域，顯示哈林所關注的範圍主

要還是在人的世界，或許是已存在世間，至少在宇宙中，人類科學還未能理解

的部分，如同現今人類對飛碟的認識一般，並未加諸神話般的色彩，尤其在這

樣的畫面中主要表現的仍是人物、飛碟、與動物之間的互動，彼此仍處在我們

的這個世界所發生的事情。至於哈林畫面中常出現的電視、電話、電腦、原子

彈符號無疑是現代社會高科技的產物，藉此標誌出他所認為廿世紀的象徵，同

時例如電視機、電話在今日是極其普遍的日常電器用品，象徵了生活中常見的

能量，17也試圖以此說明自己所說藉由繪畫表達日常生活經驗，以及普遍常識。

18 

在逐一查證哈林對各種繪畫母題的解釋之後，若參照哈林在數次訪談以及

他本身的言談所提及，可以歸結哈林的繪畫意涵實際上表達一種人類世界的能

量傳導： 

對我而言，生物學與科技是兩種獨立的能量形式，當它們相對時往往

會產生直接的衝突與對立。自然的，生物的能量是由世界創生時即存在的

主要元素：動物、人類、水、火、性。但是如今這些元素與我們這個時代

典型要素並存，像是電視、電話、擴大機、炸彈、電子設備，這些特別是

廿世紀的產物。所有這些元素並置形成我們所有的經驗。我個人總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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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tember 1981）, p. 165. “The TV and telephone have significance in my drawings just as 

everyday things that have so much power over our lives.” 
18 Francesca ALINOVI, “Twenty-First Century Slang,” in Flash Art, vol. 114（November 1983）, p. 

30. “I work on things that are part of common experience, common knowledge; animals or 

combinations of people and animals, things that go back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time, things that 

appear in classical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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諷刺地混合高科技與自然的人類進化。19 

自從我們誕生之後無時無刻都在運用經驗：不同的感覺，不同的感嘆，

不同方向的力量與能量不斷地在你周圍組成與再組成它們自己。20 

類似的陳述，大衛˙法蘭哥（David Frankel）在他對哈林的詮釋中也是歸

結「能量」是哈林主要表現的價值，認為哈林的生活及充滿能量，並且他藉由

藝術方面積極的工作，將這種自身的能量徹底呈現。21 

而對於能量更進一步的解釋，最主要的能量是生物學與科技，事實上就是

哈林繪畫圖式的兩大類型。而哈林在紐約感受到豐富的街頭文化時，指稱這種

能量就是所謂「嬉哈文化」（Hip-Hop），以及「電力」，22法蘭哥則以後現代

的觀點補充對人們或藝術家有影響力的能量尚包括金錢與能源，並強調八○年

                         

19 Francesca ALINOVI, “Twenty-First Century Slang,” in Flash Art, vol. 114（November 1983）, p. 

28.. “ For me, biology and technology are two independent forms of energy that together are 

always in direct conflict or confrontation. Natural, biological energy is that produce by the primary 

elements which have existed righ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animals, human beings, water, 

fire, sex. But now these elements coexist with other factors typical of our epoch such as television, 

the telephone, amplifiers, bombs, electrons, which are specially twentieth-century products. All 

these elements put together form our total experience. I’m personally always very ironic when I 

combine high technology and natural human evolution.” 
20 Keith HARING, Keith Haring Journal（New York: Viking, 1996）, p. 15. “Every second from 

birth is spend experiencing: different sensations, different interjections, different directional 

vectors of force/energy constantly composing and recomposing around you.” 
21 David FRANKEL, “Keith Haring’s American Beautify,” in Elisabeth SUSSMAN Ed., Keith 

Haring, p. 58. “Energy must have been a primary value for Haring…If Haring’s life embodies 

energy－he worked ceaselessly－his art pictured it.” 
22 John GRUEN, Keith Haring: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 90. “See, there was this incredibly 

raw energy in the air…and the energy was called Hip-Hop.”  p. 120. “There is so much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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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哈林的能量是團體聚會與俱樂部生活。23因此不論由哈林本身或是藝評家的

詮釋來看，哈林的能量是由他所處的時代與環境產生，特別是來自現代的、當

下的、街頭或大眾文化，亦即來自於哈林真實生活層面的文化氣息。 

同樣是能量的傳導，在人與人之間則成為溝通，布林德曼認為特別是經

由電的作用，例如現代生活中的電視、電話等傳播媒體，24在哈林的抽象繪

畫遇到瓶頸之際，因而轉向具體圖像表現時，即體認到人際間溝通的重要，

是他對於藝術創作內在的需求，成為爾後繪畫關心的議題之一，25因為具象

的圖式、符號具有約定俗成的意義，觀者容易理解，進而能夠引發想像與詮

釋。而現代社會的人際溝通，資訊媒體扮演決定性的角色，在哈林的繪畫語

言中這些電子媒體圖式除了象徵日常生活的物件之外，同時也將他對於溝通

的訴求利用電子媒體本身在人類社會中的功能表達，特別是在當代由於電

視、報紙具有傳遞文字、影像的特性，也就能傳達人們的語言和思想，造成

人們對於世界認識與觀看方式的革新，哈林試圖以此攫取他認為廿世紀後期

的時代精神。 

綜合以上對哈林在八○年代初期繪畫形式與主題的探討，並對照哈林實際

                                                                     

it’s electric.” 
23 David FRANKEL, “Keith Haring’s American Beautify,” in Elisabeth SUSSMAN Ed., Keith 

Haring, p. 58. “People are thinking partly of the energy of money, which is remembered as being 

everywhere back then, the blood and gasoline that powered the growling art-world machine in the 

era B. C….Another eighties energy was party and club life, and here too Haring was expert.” 
24 Barry BLINDERMAN, “Keith Haring’s Subterranean Signatures,” in Arts Magazine, vol. 56

（September 1981）, p. 165. “One of the major themes I notice in the drawings is communication, 

especially through electronics.” 
25 John GRUEN, Keith Haring: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 56. “…（abstract drawing）wasn’t 

really communicat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More than anything, I wanted to communicate!” 



 49

作品，可知哈林在紐約視覺藝術學院階段的作品仍以抽象繪畫為主，依其自傳

所言，1980 年夏季因感到繪畫遇到瓶頸而嘗試以具象物體作為繪畫主題，實際

上在他初到紐約的時候，即為充斥街頭、地鐵的塗鴉繪畫所吸引，自然而然誘

發加入街頭塗鴉的內在動機： 

在 1980年夏季，我的生活和我的藝術達到完全瘋狂的狀態...我製作

了我最早的街頭作品。26 

首先出現的是飛碟與動物，同時表現為飛碟以其光線照射動物或性行為中

的人物，此時留存許多以紙為基底材的作品。是年冬季開始從事地鐵塗鴉，約

屬於類似象形文字的形式風格，隨後為了建立屬於自己的標誌而以狗、爬行嬰

兒作為主要圖像，年底出現由飛碟照射嬰兒，使嬰兒周身圍繞發光線條的圖

像。在此同時，哈林的創作媒材出現重大轉變，一次在時報廣場車站他發覺地

鐵車站中裱貼在廣告看板上，用以暫時遮蓋看板以等待下一則廣告的黑色紙

張，以其表面略為粗糙的質感，非常適於使用粉筆作畫，並且粉筆具有乾淨、

經濟便宜、快速方便的優點，只須將粉筆帶在口袋即可，哈林對於粉筆的特性

感到非常高興。27於是哈林藉由搭乘地鐵的機會尋找這種空的廣告版，隨即用

粉筆迅速繪製他的塗鴉繪畫，有時看板的一半以貼上廣告，哈林會在另一半繪

製相關意義的圖畫，例如在一部描寫海地軍事強人「阿敏」（Amin）的電影海

報旁，哈林畫了一個人站在一堆傾頹的人群上，影射現世許多政治、軍事方面

的權力乃是建立在對於一般百姓的壓迫上，與電影主題直接相關（圖 39）。令

                         

26 John GRUEN , Keith Haring: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 56. “During the summer of 1980, my 

life and my art went totally berserk…I did my very first street piece.” 
27 Barry BLINDERMAN, “Keith Haring’s Subterranean Signatures,” in Arts Magazine, vol. 56

（September 1981）, p. 165. “Chalk is a great medium－clean, economic, fast, just stick it in your 

po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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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訝異的是，這些廣告看板僅為暫時性的裝置，不久即會被替換，但哈林的最

初的塗鴉卻經過一周之後仍未被清理或遮蓋，可以確信這樣的形式在地鐵車站

中是十分醒目的，因此加強了哈林對此一創作方式的信心，在仍然有工作的情

況下（Mudd Club）積極投入地鐵車站看板塗鴉，在開始創作地鐵塗鴉一個月

後，好友陳廣其（Tseng Kwong Chi）28自願為之攝影以為紀錄，通常哈林完成

一天的塗鴉之後以電話通知陳廣其，再按照哈林經過的路線逐一拍攝，哈林在

訪談時曾表示 1980-85年間所創作的地鐵塗鴉粗估至少五千件以上，陳廣其為

之拍攝記錄的約有四千餘件，291984年彙集部分照片出版《流動的藝術》（Art 

in Transit）圖錄。1986年哈林完全停止地鐵的塗鴉繪畫。30 

地鐵車站廣告看板上的塗鴉繪畫，其主題持續為哈林先前創作如飛碟、爬

行嬰兒、與狗的圖像，並未如一般「塗鴉書寫者」大肆簽名，在建立「璀璨的

嬰孩」圖像之後，即採用該圖像作為替代。這些塗鴉作品的形式組成並不複雜，

僅用白色粉筆描繪輪廓線條，加上哈林一貫快速、果決的作畫方式，這些圖畫

都可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其目的是為了避免遭到警方逮捕，以及哈林希望他

的塗鴉繪畫能夠給予觀者最大的易讀性。31因為在紐約大都會運輸管理局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設置的廣告看板上肆意作畫，顯然是

                         

28 陳廣其（?-1990），出生於香港，之後學習攝影，曾發表「當東方遇見西方」為題的系列作

品，是哈林在紐約的好友，1990年哈林過世後兩週也因愛滋病過世。 

29 Jason RUBELL, “Keith Haring: The Last Interview,” in Arts Magazine, vol. 65, no. 1（September 

1990）, p.58. “The only way we’ll actually be able to relive those（subway drawings） is through 

photographs. Through Kwong-Chi…Like 5,000 photographs…We have maybe 4,000, 3,000.” 
30 John GRUEN, Keith Haring: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 148. “By now（1986）, I’ve stopped 

drawing in the subways completely…because the subway drawings were disappearing.” 
31 Keith HARING, Art in Transit, preface. “The drawings are by necessity quick and simple. This is 

not only for easy readability but also to avoid getting arr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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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當局所允許的，因此哈林塗鴉時必須盡其可能地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即使

被警察發現，以哈林使用的粉筆的便利性，隨手丟棄即可湮滅證據。但是在塗

鴉的歷程中哈林仍不免被抓，通常警察會開立十元（美金）的罰單，算是十分

輕微而且如同違規停車一般不會留下紀錄的罰鍰，也曾經有警察將哈林銬上手

銬，帶回警局的紀錄。32哈林作品形式上的單純，與他所要的畫面易讀性有著

直接的關聯，除了因為哈林在學校階段囿於抽象繪畫的侷限，企求進一步的突

破，在此時他體認到藝術品「觀者」的重要性，或許是基於哈林本能地希望群

眾、其他塗鴉者，甚至主流藝術世界的欣賞與認同，他的藝術範疇加入了「觀

者」這一部份，亦即，希望觀者能夠很容易地看懂畫面中的元素，了解哈林傳

達的涵義，並且能夠由觀者做出進一步的詮釋。他說： 

所有的圖畫都使用具有普遍「可讀性」的影像。它們通常由流行文化

中得來靈感。33 

是故哈林在建立屬於自己的塗鴉繪畫風格和創作模式後，這些在地鐵車站

中的塗鴉繪畫以觀眾的易讀性為考量，畫面中的圖像多半是前述幾種圖式的變

換組合，主題以能量，時事等人類世界相關議題為主。哈林自稱每兩週便創造

新的圖像元素，有時甚至從一處車站至下一個車站即能畫出不同的圖像，一日

能畫三十至四十幅作品，34不過在快速作畫的考量下也存在若干形式十分相似

                         

32 Keith HARING, Art in Transit, preface. John GRUEN, Keith Haring: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p. 83-84. 
33 Keith HARING, Art in Transit, preface. “All the drawings use images that are universally 

“ readability”. They are often inspired from popular culture.” 
34 John GRUEN, Keith Haring: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 70. “…every two weeks, I’d add new 

elements. Sometimes, from station to station, I’d invent new drawings. Often, I’d do thirty or forty 

drawings in one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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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構圖，顯示哈林試圖以數量達到引起群眾注意的效果，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

要不被巡邏的警察逮獲，恐怕不容哈林在作畫的當下多花時間思考，如此才能

使地鐵車站充斥佈滿他的塗鴉作品，營造哈林所要的街頭、地鐵塗鴉氛圍。同

時可以發覺，很明顯這些地鐵塗鴉繪畫缺少哈林在畫廊展覽常見性行為的主題

表現，很可能因為在地鐵車站的公眾空間，哈林為達到觀者的普遍認同，因而

隱匿這部分的議題，僅以大眾普遍能接受的圖像為主，站在追求圖像「可讀性」

的立場，哈林對這些地鐵車站塗鴉畫面的經營也是遷就呈現的空間環境的做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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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兼具時代精神與人文關懷的藝術觀 

前文引用許多哈林本身自述畫面圖像意含的訪談紀錄，自己解釋作品中傳

達的訊息以及回憶在地鐵車站塗鴉的過程，當然一方面當代藝術家由於資訊、

媒體的便利，以哈林在八○年代走紅國際的態勢必定能夠留下充足的訪談資

料，更值得探討的是，這表示哈林對於他作為一位藝術家的身分有相當的自

覺，意即，哈林有意朝向他所認為的藝術家（特別是指塗鴉藝術家）身分認同

努力經營，包括繪畫創作乃至於社會生活的範疇，都可以發覺哈林極其聰明地

塑造他所冀求的藝術家模式，以區別其他哈林較不欣賞的的藝術領域，並透過

諸多訪談機會，以及哈林本身留下的文字紀錄，用語言再將他的藝術語彙包裝

成能夠通達不悖的體系。與其說是為了在八○年代藝壇迅速成名，或者真是為

了藝術創作的崇高理想，至少以哈林紅遍全球，和藝評家詮釋的統整性來看，

哈林的策略運用是極為成功的，因此了解哈林對於許多圖像的解釋之後，應當

檢視他最基本的藝術觀念，再進一步將哈林的藝術經營策略置入當時的藝術發

展脈絡之下，探討哈林與整體藝術世界的互動情況，將能更客觀全面地了解透

過「璀璨的嬰孩」圖像，背後蘊藏的時代意義。 

從哈林的繪畫歷程來看，1978-80這兩年在紐約視覺藝術學院就讀階段，

對哈林的繪畫思想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坐落於 23街的紐約視覺藝術學院成

立於 1947年，自詡在變動的時代中奠定基礎，在創立的初期正是電視與電腦

開始起步發展的時候，因此無論藝術或科技領域的革新學校都非常注重，並

融入學校課程發展架構。早年紐約視覺藝術學院以培育卡通、插畫畫家為主，

五○年代積極擴充納入人文、科學、廣告、攝影以及一般美術（fine arts），

而成為真正藉由不同學科培育藝術家的視覺藝術學院。 

由於該校以培育藝術家為主旨，標榜主動掌握時代發展與變動趨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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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他們的教授群皆為專職、且現任的視覺藝術領域工作者感到自豪，因此課

程設計始終走在學生需求之前，在六○年代就已規劃了許多革新性的課程諸

如電視藝術（Television Art）、電影及錄影藝術（Film and Video Art）、動畫

（Animation）、室內設計（Interior Art）、平面設計（Graphic Art）、藝術治

療（Art Therapy）、以及電腦藝術（Computer Art）等。 

佐證哈林自傳中所提及，在他的求學期間紐約視覺藝術學院分為五個科

系，哈林就讀的是美術系（Fine Art Department），他在此兩年間修習基礎課

程，包含素描（Drawing）、繪畫（Painting）、雕塑（Sculpture）、表演藝術

（Performance Art）、錄影藝術（Video Art）、前衛電影（Avant-Garde Film）

等，以及藝術史（Art History）、符號學（Semiotics）、美學（Aesthetics）、

藝術理論（Theory Art）等理論性課程，哈林的表現十分積極，成績多數為 A，

特別是在素描繪畫與錄影藝術方面的實作，延續他之前以紙張為基底材的創作

形式執行了許多個人計劃，其中以 1978年校內的空間裝置最為著名，以一個

新人之姿就製作了佈滿整間教室的繪畫裝置，充滿他之前的線性風格。 

紐約視覺藝術學院標榜師資皆為當時的藝術工作者，的確哈林所接觸到的

教師大部分都是紐約藝壇小有名氣的藝術家，其中最著名的當是觀念藝術代表

約瑟夫˙柯瑟斯（Joseph Kosuth），哈林曾參與他的「理論藝術工作室」（Theory 

Art Workshop）課程，而凱斯˙蘇尼爾（Keith Sonnier）在該校擔任表演藝術

與多媒體藝術課程，其他例如也是表演藝術的西蒙˙佛蒂（Simone Forti）、教

授藝術史的柯尼˙貝克里（Connie Beckley）等師資陣容也都是當代藝術的一

時之選。35 

                         

35 有關哈林在紐約視覺藝術學院求學期間的科目及任教教師，當時校長珍娜˙席格（Jeanne 

Siegel）在訪談中曾詳述，收錄於 John GRUEN, Keith Haring: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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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的課程與哈林在這段時間的創作歷程相對照之下，可以發現哈林必

然是相當認真學習，配合在學校所學而應用到個人創作上，例如哈林對於實驗

性電影與錄影藝術的製作，以及當時七○年代末期正是美國藝術界表演藝術風

行之時，大部分的前衛藝術家都由最低限藝術、後繪畫性抽象等六○年代的藝

術運動轉向對表演藝術發生興趣，哈林於是反映在課後光顧夜總會、俱樂部的

表演形式中，他應用了視覺藝術界當中表演藝術的方式執行許多諸如詩歌朗

誦、即興表演的活動等，而平面式的繪畫是哈林一直持續的創作方式，學校則

提供他一個更能發揮所長的展演空間。值得注意的是在紐約視覺藝術學院的理

論課程，在柯瑟斯領導之下想必哈林對於藝術範疇本身會有更深的體認，從哈

林的創作歷程來看他似乎是一位相當聰明靈活的人，對藝術方面的抽象性思考

頗有見地，並且會反省、檢討自身對於藝術的價值觀以及對於藝術世界諸多現

象的看法，況且在中學時期他就會對藝術史和當代的藝術資訊主動學習，這些

課程能夠更強化哈林作為一個藝術工作者的內在涵養與素質。理論課程當中，

符號學給與哈林較大的啟發，在當時符號學是風靡於國際間的學術思潮，特別

是藝術創作領域大量引進符號學理論，應用符號學對於語意的探討方式，解釋

或創作視覺符號與意義的指射關係。其中對於視覺藝術影響較大的符號學學者

為義大利的安伯特˙艾柯（Umberto Eco）與法國的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哈林在就學期間研讀過他們的符號學理論，最直接的表現是他在

1980年左右有著一系列以報紙、雜誌廣告標題文字，從新組合或稍作改變的作

品，彷若「字謎」一般，甚至哈林將這些作品影印貼在城市中的路燈基座，或

                                                                     

36。以上列舉為在當代藝術文獻中能夠查詢者，例如蘇尼爾以錄影藝術與過程藝術（progress 

art）見長；佛蒂是羅伯˙摩里斯（Robert Morries）之妻，是「賈德森舞蹈劇場」（Judson Dance 

Theater）的舞者，與福魯克薩斯（Fluxus）極有淵源；貝克里也是表演藝術為主，特別聲音

的表現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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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文字意義放置於最明顯且具有相關意含的位置，例如「為了解救人質，教

宗被殺」（Pope Killed For Freed Hostage）、「群眾在教宗祝禱時逃開」（Mob 

Flees At Pope Rally），並附上一張教宗拭淚的新聞照片（圖 40），顯見哈林對

於語言文字與視覺符號意義的運作方式的熟稔，始能創作出這類作品，也富含

柯瑟斯觀念藝術的影響。 

在這段正式藝術高等教育期間哈林的創作經過了平面的抽象繪畫、錄影藝

術與表演藝術、而後轉向紐約時興的地鐵塗鴉，這顯然一方面表示哈林對於藝

術創作的熱愛，利用學校完善的環境積極而自發地向藝術的過去作歷時性的回

溯，也同時對於當下發生的藝術現象作共時性的反應，另一方面也顯示學校專

門的教育促使他進一步思考本身的創作問題，對他往後的創作生涯奠定堅固的

思想基礎，可見哈林的藝術創作是極具智性的思考與判斷行為，誠如紐約視覺

藝術學院的宗旨是為專職藝術家作準備的教育理念。哈林日後在公共空間進行

塗鴉，因此也能夠視為如同表演藝術範疇中，帕洛克動作繪畫（action painting）

概念的延伸，他始終實踐藝術家走入群眾，以及利用表演的方式進行創作這些

表演藝術的特質；錄影藝術的影響導致哈林的創作經常能夠結合音樂、動畫或

其他媒體；觀念藝術和符號學對於視覺符號與意義的指涉關係也一直是哈林圖

像中引人深思的特點，更加強了他對於視覺語言的思辨能力。 

從畫面形式探究哈林的觀念，得知哈林表達的主題是以人的世界為主，試

圖從世界/生命創生的議題出發，以能量傳導的觀念再融合代表時代、科技的圖

像以顯示人際之間的溝通。而主要地，不論是在畫廊展出或是地鐵車站塗鴉的

作品，哈林藝術觀念中最根本的還是對人性的關懷，儘管他的繪畫圖像中經常

出現代表科技的符號，哈林本身也是現代科技的擁護者，他認為作為一個當代

的藝術家，對於人文精神負有顯揚人性，反抗我們文化中「非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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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humanization）的部分。36所以儘管哈林在成名之前，甚至之後都有著許多

反社會、反禮教的行為，他仍然呈現對社會人群積極關懷的態度，如同「璀璨

的嬰孩」在積極的一面表達出對新生命的讚美（如庫爾茲所說），他對於人性

的詮釋主要在於利用藝術作為人們溝通最好的媒介，所以他訴求繪畫語言的易

讀性，使圖像能夠淺顯易懂，彷彿在哈林的藝術範疇中存有一種世界一家的理

想景象。除此之外更利用視覺藝術的傳達力量，哈林經常表現出對社會中弱勢

族群的關懷，直指社會中仍存在的不公義，例如對於美國黑人的問題，以及對

愛滋病的肆虐做出控訴。可見哈林所說的「非人性化的部分」，可以解釋為社

會中許多對弱勢族群的壓制或忽視、資本社會下人的價值為金錢所異化、以及

傳統禮教中不合時宜的約束部分，他的繪畫圖式中常見一個人形舉起手臂將手

掌遮住臉部，即象徵對於社會不公益的漠視（圖 41）。哈林對於這些議題往往

都有獨到的見解，藉由繪畫他對人性做出自己詮釋。 

從哈林的創作和生活型態視之，哈林的人格特質十分容易與人相處，他不

斷地需要群體的認同，積極參與許多同體之間的活動，在人群之中也能夠泰然

自若。特別是他相當喜歡兒童，早在哈林十二歲時父母生下克莉斯汀˙哈林

（Kristen Haring），即使當時哈林以進入青少年時期較為叛逆的階段，他相當

疼愛這位小妹，或許哈林對爬行嬰兒的圖像就從這裡有了最初的記憶。哈林成

名之後，只要時間行程能夠配合，他總是積極參予關懷兒童的藝術贊助活動：

1984年哈林在愛荷華（Iowa City）恩斯特˙霍恩小學（Ernst Horn Elementary 

School）擔任類似駐校藝術家的工作，與從幼稚園到六年級的兒童一起繪畫；

1986年慶祝紐約自由女神像一百週年活動，哈林應「城市小子」（Citykids）

                         

36 Keith HARING, “Keith Haring,” in Flash Art, vol. 116（March 1984）, p. 24. “I think the 

contemporary artists has a responsibility to humanity to continue celebrating human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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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之邀設計十層樓高之自由女神旗幟，哈林與其他參予的兒童、青少年共同

完成這幅巨作，在哈林風格的圖像周圍佈滿兒童塗鴉的線條圖案（圖 42），這

些兒童包含各個種族、膚色。哈林與兒童相處能夠非常融洽，他認為他似乎具

有帶給兒童歡樂的能力，或許他本身的面貌對兒童充滿趣味，行為就像一個孩

子，並且藉由最簡單的線條，哈林就能帶領他們共同從事藝術創作，他在國內

以及其他國家經常運用整捲的紙張，讓兒童圍坐在四周，哈林先畫一個開端，

而後兒童們用簽字筆或原子筆塗鴉。在作畫的同時哈林會放音樂，一但音樂停

止每個人就要換一個位置，當音樂再響起時便開始繼續繪畫，這樣的畫面將充

滿令人意想不到的趣味。哈林認為他之所以喜愛兒童的原因是兒童有無窮的想

像力，他們能夠以最自由與最真誠的態度表達他們心中的想像，他們擁有最好

的幽默感，並且他們擁有能夠引領他們接觸這個世界的直覺，這種直覺能力使

他們能夠感受來自另一個人的能量。37這裡再次提到能量的觀念，顯見「璀璨

的嬰孩」代表的能量是由新生的嬰兒所散發，在哈林的詮釋中，兒童是最能夠

象徵新的生命，他們的活力也就是能量。 

而生長在美國這個融合世界各個民族的國家，哈林以其白人身分卻擁有許

多其他民族友人，特別是在紐約這個大量接受外來移民的城市，哈林的交遊圈

包含黑人、波多黎各與拉丁美洲人、華人等，例如陳廣其、巴斯奇亞、L.A. II，

                                                                     

opposing the dehumanization of our culture.” 
37 John GRUEN, Keith Haring: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p. 113-114. “What I like about children 

is their imagination. It’s a combination of honesty and freedom they seem to have in expressing 

whatever is on their minds－and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a really sophisticated sense of humor. Also, 

children have incredible instincts which get them through the world－they can sense the energy or 

karma that comes from another person. I found out that I can make any kid smile. It’s probably 

from having a funny face to begin with－and looking and acting like a kid. And kids can relate to 

my drawings, because of the simple 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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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哈林的同性友人皆為白種人以外的族群。與其說在紐約這個社會高度開放

前進的都市，原本外來移民就佔了較高的比例，不存在、或者不容許明顯的種

族主義，事實上哈林在他的意識中就已相當認同黑人等有色人種的文化，他曾

宣稱相較於白種人，與有色人種相處較能令他感到自在，哈林從小就已經聽聞

白種人對有色人種所做出的許多罪孽。在八年級時哈林做了一篇關於印地安人

傑洛尼莫（Geronimo）的報告，這是哈林心目中的英雄之一，藉此他了解到白

種人對印地安原住民的迫害，並且哈林也關心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加州美籍日人

的遭遇，美國如何將他們搬遷至集中營，乃至於後來的民權運動。哈林強調他

從一開始就對有色人種的文化感到親切，遠甚於白種人的文化，如同作家布萊

昂˙吉森（Brion Gysin），哈林甚至認為他生錯了膚色，認為他的精神與靈魂

都較接近有色人種。38不難看出哈林對於白種人過去的歷史有著強烈的不滿，

透過文字，影像的傳播使哈林從小就得知諸如此類種族方面不平等的現象，逐

漸形成他對於社會以及藝術表現中的訴求之一，例如地鐵塗鴉中有著一個人右

手背在背後拿著十字架，左手卻以武器刺殺另一人的圖像（圖 43），彷彿十字

架的出現代表一種偽善，尤其在美國傳統社會中基督教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八

○年代保守主義的復興更加強了宗教在美國的勢力。1985年一件以畫布為基底

材的作品《麥可˙史都華：美國對於非洲》（Michael Stewart: U. S. A. for Africa）

描寫非洲黑人受到的壓迫（圖 44），除了畫面中央的黑人主角雙手被手銬銬住，

                         

38 John GRUEN, Keith Haring: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 88. “I’m always comfortable with 

people of color－much more than with white people. It isn’t something I specially look for, but 

from the time I was a little kid, I had this tremendous guilt about what white people have done to 

people of color. I mean, in eight grade I had done a report on Geronimo, who was one of my 

heroes, and I was appalled at what we did to the Indians. And I learned about the Japanese in 

California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how we put them in camps. And the whole Civil Rights 

movement…well,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I felt a much greater affinity to the culture of peopl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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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部被另一雙手極力拉長，並從左側伸出代表金錢的綠色手掌，左腳被另一人

的腳採住，這些從畫面外伸入，對黑人凌虐的手腳以其顏色似乎象徵白人，此

外畫面中存在三個以手遮臉的黃色人物，畫面下方則是被滾滾泥流淹沒的人

們，僅剩手掌伸出，包含各種膚色。同年在法國波爾多當代美術館（Musée d’Art 

Contemporain, Bordeaux）裝置作品《十戒》（The Ten Commandments）（圖

45），表現出對於人群之間存在壓迫的控訴，以及對現世誘惑的勸戒。1986

年「普普商店」成立時隨即為「非洲緊急救助基金」（African Emergency Relief 

Fund）籌畫一次義演，援助衣索比亞飢荒，並設計「解放南非」卡片，企圖引

起人們對種族隔離政策的反省，39顯示哈林對世界其他族群，特別是黑人的重

視與關懷，如同他所說，他的許多圖畫是關於權力與力量。 

以哈林的生活型態以及成長的時代背景而言，童年時期正值美國六○、七

○年代社會劇烈變遷的時代，黑人、婦女民權運動（Civil right movement）、

美國原住民意識、大學校園反叛運動、和針對越戰徵兵的反戰運動形成高潮，

並形成反文化（counterculture），或者「反美國」（Anti-America）思想，透

過訊息的流通很快在美國各大城市串聯，可以想見以哈林青少年的叛逆時期很

容易對這些如火如荼的社會運動耳濡目染，與其他許多美國青少年一樣，並以

他自己的社會價值判準進行擇取，關注於白種人所製造出的不合理現象，帶動

了他對有色民族的文化認同心理。在這樣的時空環境之下，形塑出哈林的價值

觀和藝術基本理念是可以直接連結的，以至於由此發展出的七○、八○年代新

世代的文化氛圍，例如「嬉哈文化」、「龐克」（Punk）哈林身處其中也就有

                                                                     

color than to the culture of white people.” 
39 John GRUEN, Keith Haring: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 125. “The first is for African 

Emergency Relief Fund, to help curb the famine in Ethiopia…I also create my Free South Africa 

post…It was conceived to make people aware of the problems of aparth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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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脈絡可循。 

因此哈林在本質上具有世界一家的理想，試圖透過藝術跨越國家、種族，

顯現追求人道主義、世界和平的涵義，1986年哈林應「查理檢查站博物館」

（Checkpoint Charlie Museum）之邀繪製柏林圍牆，40畫面長 350呎（圖 46），

哈林配合柏林圍牆本身的意義而設計一連串的橫向人形，彼此手腳相連，並且

畫面使用德國國旗的黑、紅、黃三種色彩，極其簡單而明顯地說明這件壁畫作

品所表達的意義在於「以人們的團結對抗這堵圍牆的立意」41。 

1981年人類首度發現、定義愛滋病（後天免疫不全症，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簡寫為 AIDS），1986年紐約的社交圈得知愛滋病獲得證

實的消息，42哈林自知是罹病的高危險群，1988年年中經檢驗確定罹患愛滋

病，這段時間哈林創作許多關懷愛滋病，宣導安全性行為的繪畫作品（圖 47），

                         

40 柏林圍牆是冷戰時期最具代表性的建築物，1961年建成，分隔東、西柏林。在八○年代初

期西德境內的部份已有塗鴉者逕行創作，1985年左右已充斥許多塗鴉繪畫乃至例如喬那森

˙波洛夫斯基（Jonathan Borofsky）等前衛藝術家作品。柏林圍牆於 1989年拆除。參見 Cleve 

GRAY, “Report from Berlin” in Art in America（October 1985）, pp. 39-43. Hermann Waldenburg, 

The Berlin Wall Book（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Ltd., 1990）. 
41 John GRUEN, Keith Haring: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 153. “…the chain obviously 

representing the unity of people as against the idea of the wall.” 
42 Gray NASH, Julie Roy Jeffrey, The American People, vol. 2（New York: Addison Wesley 

Longman, Inc., 1998）, p. 1100. “The discovery of AIDS in 1981complicated the process of 

growing up. The sexual revolution of the 1960’s had brought a major change in sexual pattern. ”相

關文獻另可見 James KINSELLA, Covering the Plague: AIDS and the American Media（New 

Brunswick, N. 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9）, Robin WEISS, ed., Confronting AIDS: Update 

1988（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8）. 對於愛滋病疫情在哈林的生活圈中

爆發，哈林有如下的描述：John GRUEN, Keith Haring: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p. 131-132. 

“By this time－1985－things have seriously changed in New York, and in my live, because the 

horror of AIDS had come to light. It totally changed people’s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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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出他從驚恐到接受，勇於面對的心理，利用他所擅長的藝術語言表達對其

他相關人員的關懷。這樣的結果當然也是六○年代美國社會性革命（sexual 

revolution）必須承擔的後果之一，尤其年輕一輩性觀念開放與道德價值的崩

解，以及同性戀化暗為明，43哈林身處複雜的性關係中勢必受到愛滋病爆發的

衝擊。唯哈林在繪畫中表現對愛滋病的關懷是在 1985年以後的事情，較沒有

出現地鐵塗鴉繪畫中，這裡僅以此顯示哈林對於社會弱勢群體的關注。 

作為一個廿世紀後期的藝術家，哈林認為藝術必須與時代結合，他一再強

調他是成長於「太空時代」的世代，44他所採用的方式其一是在畫面上使用可

以代表現代的圖像，另外是直接使用現代的媒體進行創作，例如電腦。因此哈

林試圖將社會上所關注的事件和議題融入繪畫主題，主要是前述對弱勢族群的

關懷，或是暗諷社會中的不公義等方式。另外在他的繪畫符號中經常出現例如

電視、收音機、電腦、原子符號等電子產品和代表現代科技的事物，當然以現

代科技作為強調哈林所處時代表徵是最直接而便利的表達方法。如同前文分

析，電子媒體在哈林的圖像語言中是溝通的象徵，尤其電視之於美國，在廿世

紀已經是具有文化指標作用的物品，提供歷史學者查考美國近現代文化史的另

一途徑。自從二次大戰後商業性的電視產業迅速發展，到了五○年代包括新

聞、國會開會、球賽轉播、乃至兒童節目等都已相當豐富普及，電視已經與政

治和公眾事件密不可分，45美國民眾透過電視藉由畫面影像的傳遞可以知道發

                         

43 關於美國六○年代性革命的分析，參見 Daniel M. SM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78）, p. 453. 
44 Francesca ALINOVI, “Twenty-First Century Slang,” in Flash Art, vol. 114（November 1983）, p. 

28. “I’m also a child of the space age－I was born in 1958 when the first man was launched to 

space.” 
45 Gray NASH, Julie Roy Jeffrey, The American People, vol. 2, p. 1000. “…in the 1950’s, television 

soon became entwined with politics and public affairs.”此外關於電視在美國近現代文化史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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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國內外的各種事件，形成在認識論（epistemology）上一種新的變革，不

難想見電視的普及化對社會大眾有著何種程度的重要意義，足以作為廿世紀現

代科技的表徵之一。 

至於電腦，是繼電視之後另一種革命性的科技產品，哈林早在八○年代初

期就學習使用電腦繪圖，或者編排動畫，最明顯的例子即是 1982年顯示在時

報廣場電子看板上的「璀璨的嬰孩」圖像。在白南準（Nam June Paik）於六○

年代末開創錄影藝術並運用電腦作為創作媒材之後，電腦已進入視覺藝術創作

領域，哈林對於電腦繪圖的態度是樂觀其成，藝術家可以多方嘗試、利用，電

腦是一種純然「替代」的意義，如同畫在紙上一般。46哈林一件 1983年設計的

電腦圖像（圖 48），可以看出其主題與形式風格與當時他的繪畫作品是十分相

近的，亦即哈林在技術層面使用電腦僅是創作媒材的不同而已，並且較偏向畫

在畫布上的作品，似乎哈林僅是藉由將電腦作為一種可以替換油彩與粉筆的媒

材，來繪製他一貫的圖像，以此宣示藝術家應用電腦的目的，此外在學校從事

錄影藝術也能證實他樂於應用科技，以結合時代的觀點。 

哈林的塗鴉繪畫中經常出現原子彈爆炸的蕈狀雲，他的童年時期正值美國

與蘇聯等共產國家的冷戰時期，在軍事方面代表人類尖端科技的核子武器圖

像，適可作為哈林繪畫中時代的象徵物，並且傑佛瑞˙戴奇（Jeffery Deitch）

觀察到哈林位於賓州的家鄉距離三哩島（Three Mile Island）僅五十哩，47以此

                                                                     

響，另可見 Christopher BROOKEMAN, American Culture and Sociaty Since the 1930’s（London: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84）, pp. 124-133. 
46 Paul GARDNER, “The Electronic Palette,” in Art News, vol. 84（February 1985）, p. 69. “There is 

a sense of displacement…I find it just as interesting as drawing right on paper.” 
47 三哩島位於賓州哈瑞斯堡（Harrisburg）附近，1979年因壓力控制閥故障導致冷卻液外流，

輻射外洩至空氣並污染水源，數千居民撤離，是當代著名的核能意外事件。Gray NASH, Ju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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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哈林對於現代科技過度濫用而感到恐懼，48而哈林則於 1982年設計反核主

題的卡片，在紐約中央公園（Central Park）一次反核宣傳中發送給人群，49可

以證明哈林對於反核環保意識的支持，並且說明了哈林塗鴉繪畫中原子彈爆炸

的蕈狀雲中，爬行嬰兒所代表的新生意義。 

綜合前述哈林認為藝術應發揚人性的觀點，他視藝術與科技乃是一種相輔

相承的關係，基本上電腦與終端機只有在數字和理性的世界中運作，人類的經

驗則是非理性的，但是藝術家不用以排斥或恐懼的態度面對現代科技，現今的

藝術家就應與五十年前，或者廿年前的有所不同，應當節由藝術表現呈現出當

代的特質。因此他認為科技本應為人性服務，不能本末倒置，今日的藝術家要

利用百年來科技進步的成果，並且要應用得有創意，50儘管現代科技，尤其是

電腦以及人工智慧的發展改變了許多既有的觀念，但是人的本質仍是不會改

變，也是無可取代的，他說： 

我們依循固有的思想，但是在其間科技已改變了世界並經由我們溝通

的系統延擴至任何地方。 

                                                                     

Roy Jeffrey, The American People, vol. 2, pp. 1060-1064. 
48 Jeffery DEITCH, “The Radioactive Child,” in Keith Haring: Paintings, Drawings and a Velum

（Amsterdam: Stedelijk Museum, 1986）, p. 15. 
49 John GRUEN, Keith Haring: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 129. “I had already done an 

antinuclear poster in 1982, 20000 of which I handed out free in Central Park during an antinuclear 

demonstration.” 
50 Keith HARING, “Keith Haring,” in Flash Art, vol. 116（March 1984）, p. 24. “Computers and 

word processors operate only in the world of number and rationality. The human experience is 

basically irrational…This doesn’t mean that technology shouldn’t be utilized by the artist, only 

that it should be at the service of humanity and vice versa. I think any artist now ha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technological advances of the past hundred years and use them crea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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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差別是現在你為科技所控制並且你不知道如何逃脫這種科技的

控制，因為你無法界定它，人因而弱化。51 

特別是在藝術活動方面，人的特質是創造，哈林認為這是機械所無法取代

的，因此機械對他而言只能是設計用的工具，機械無法「創造」藝術，52符合

前文說明哈林僅以電腦作為媒材方面一種替換的工具性目的，足見在以藝術結

合時代的訴求之下，哈林仍宣稱要以人性、人的本質作為前提，如同「璀璨的

嬰孩」所代表的積極意義。只是在地鐵車站塗鴉的環境之下，繪畫媒材受到先

天的限制，對於時代意函的掌握僅能藉由畫面的圖像傳達，無法真正運用現代

科技的的成果。 

對於藝術反映時代，哈林宣稱其藝術最終所追求的是「真實」（reality），

藉由前文述及的繪畫主題內容，可得知哈林所強調的真實乃是近可能地貼近人

們的日常生活、普遍經驗、以及當下發生的社會現象，特別是社會中佔大多數

的普羅百姓，甚至青少年，而非群體中菁英份子的觀點，他表示地下鐵的環境

是一個最真實的場所，即是著眼於此，並且在哈林眼裡紐約地鐵乘客包含各種

階層、年齡、種族、性別的人們，呈現出人們各式各樣的活動，因此是最能夠

顯現真實意義的環境。53此外哈林認為作品的真實性是由快速的作畫態勢得

                         

51 Francesca ALINOVI, “Twenty-First Century Slang,” in Flash Art, vol. 114（November 1983）, p. 

28. “We hang on old ideas, but meanwhile technology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and creeping in 

everywhere through our systems of communication…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at now you are 

controlled by technology and you don’t know how to escape this technological control because 

you don’t have the means to define it. Man is weak.” 
52 Francesca ALINOVI, “Twenty-First Century Slang,” in Flash Art, vol. 114（November 1983）, p. 

28. “Machines have no personality, so they can’t create. They can only produce programmed, 

calculated art, but they can’t produce art by themselves.” 
53 Keith HARING, Art in Transit, preface. “There is something very “real” about the subwa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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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54可見藝術家心緒的直接表現也是他所謂的真實之意，希望藉此免除作畫

時的猶豫和過多的雜念。 

雖然哈林以作為一位塗鴉藝術家自居，不過檢視其創作歷程，他十分具有

自覺意識地向正統的藝術史看齊，年輕時不但主動查考藝術史著作以理解現代

藝術發展過程，並且關注於藝術家風格特色，積極地學習。高中階段他接觸到

羅伯特˙亨利（Robert Henri）所著《藝術之精神》（The Art Spirit），哈林宣

稱對他的藝術具有決定性的影響；高中階段最後一年他聆聽了地景藝術（earth 

art）大師克里斯多（Christo）的講座，其中讓觀眾參與藝術品的觀念刺激哈林

對於藝術品與觀者互動的理念。而對於廿世紀前半期現代主義藝術家，他曾說： 

我感到必須去了解其他藝術家在做什麼的強烈需要。我花了很多時間

在圖書館並找到杜比菲（Jean Dubuffet）。我很訝異於杜比菲的影像和我

的是何等相像，因為我也從事這種交織的小的抽象型態…然後我開始對史

陶德˙戴維斯（Stuart Davis）非常有興趣…並且我開始連結傑克森˙帕洛

克（Jackson Pollock）…保羅˙克利（Paul Klee）和亞爾芳索˙歐索裡奧

（Alfonso Ossorio）與馬克˙托貝（Mark Tobey）－並且隨即注意到藝術

中的東方觀念，那確實影響了我。55 

                                                                     

and people who travel in it.” 
54 Paul GARDNER, “When Is a Painting Finished?” in Art News, vol. 84（November 1985）, p. 90. 

“I feel a heightened sense of reality when I’m working－that’s why it is important that each 

painting be finished quickly, or the power of the moment is lost.” 
55 John GRUEN , Keith Haring: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 28. “…I felt strong need to get to 

know what other artists had done. I spent a lot of time at library and came across Dubuffet. I was 

startled at how similar Dubuffet’s images were to mine…And I became very interested in Stuart 

Davis…And I began relating to Jackson Pollock…Paul Klee and Alfonso Ossorio and Mark 

Tobey－and suddenly seeing the whole Eastern concept of art, which really affected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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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提到的杜比菲、戴維斯、克利當是指對哈林早期繪畫中的抽象色塊和

楔行文字般的圖案，以及輪廓線的使用具有相當的影響，尤其杜比菲生率藝術

（art brut）的觀念近似哈林得自於兒童繪畫的啟示，而戴維斯除了形式上的類

似之外，偏向世俗性和都會場景的繪畫主題也是哈林所感到高度興趣的；帕洛

克和托貝則是相關於哈林的書法性線條（圖 49），以及均勻遍佈的畫面構成，

當然，不要忘了眼鏡蛇藝術群（Cobra）的阿雷欽斯基（圖 50），他的線條與

源自卡通的圖式對哈林有很大的啟發。再加上哈林經過兩年正式藝術學院的教

育，得以接觸並應用當代藝術最新最前衛的媒材和觀念，可知哈林已經相當熟

稔現代藝術的發展，並且依照他已經逐漸成形的繪畫風格加以選擇，也就是屬

於平面、線性的一類，配合普普藝術延續至八○年代的創作理念，似乎哈林極

其聰明地洞悉了當未來藝壇的走向，發現最低限藝術（minimal art）和觀念藝

術的侷限，而選擇了最有利的方式，因此在紐約求學期間在主題上捨棄了原本

的抽象繪畫，進而逐一創造出哈林特有的，相關於人類世界的圖像語言。哈林

的創作歷程因此實際上十分貼近一個正統藝術家所應具備的條件，藝術學院的

教育、對於藝術史積極的認知，他了解作為藝術家的過去歷史，並策略性的加

以做最適於自己創作模式的應用。 

但是哈林本身的叛逆性格造成他一直有意自別於主流藝術世界，他曾表

示： 

因此在 1984 年…我知道愈來愈多的紐約藝術批評我－批評界似乎厭

惡我，博物館方面忽視我，藝術世界一般的看法都鄙視我所做的。 

事實上，我感覺我仍在藝術世界之外。 

…在 1989年即將進入 1990年時，在美國藝術的權威組織中仍存在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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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作品的反對－來自美國博物館領域。56 

在哈林的觀念裡，藝術世界的運作包含了藝術家、藝評家、畫廊經濟制度

與官方博物館，並且在他的創作歷程中十分在意繪畫作品販售、收藏的機制，

往往在訪談文字中表達他對於藝術世界運作的意見，他非常不滿於藝術往往由

少數菁英份子掌握了詮釋的權利，卻又將這種影響力擴及到一般大眾。而此處

所指較不能接受哈林的，檢視當時的紐約藝壇可歸類為以蘇荷（SoHo）區為主

的畫廊（相對於東村的新興畫廊而言）以及哈林指明的美國博物館領域。八○

年代初期的國際藝壇，若干廿世紀前半即已成名的藝術明星仍有法蘭西斯˙培

根（Francis Bacon）、大衛˙霍克尼（David Hockney）、威廉˙德˙庫寧（Willem 

de Kooning）、法蘭克˙史帖拉（Frank Stella）等人，再加上有點置身現代主

義之外的具像畫家巴爾圖斯（Balthus）與路西安˙佛洛依德（Lucian Freud），

甚至畢卡索才過世不久，對於藝術界仍具有影響力；六○、七○年代已形成門

類的藝術運動如觀念藝術、地景藝術、最低限藝術、以及沃荷代表的普普藝術，

代表藝術家雖然在藝壇上仍十分活躍，但藝術運動本身已逐漸步入尾聲，至少

在八○年代未能在開創出新的格局。七○年代是藝術界探討、運用媒材和媒體

最為豐富，以及表現方式最多樣的時期，影響所及如錄影藝術（video art）、

表演或行動藝術（performance art）、身體藝術（body art）、裝置藝術（installation）

等表現模式仍為八○年代新興藝術家所採用，但是時序進入八○年代後畫壇興

                         

56 John GRUEN , Keith Haring: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123. “So 1984…I realize more and 

more that New York’s art puts me down a lot－the critics seem to resent me, museum pay no 

attention to me, and the art world in general kind of looks askance at what I’m doing.” p.124: 

“Actually, I feel I’m still outside the art world…” p.193: “…in 1989 and going into 1990, there’s 

still resistance to my work from the American art establishment－from the American museum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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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繪畫領域的復興，在美國尤其以歸類為新表現主義（Neo-Expressionism）

的藝術風格較為突出，在程度上似乎較能受到畫廊和博物館的青睞，代表藝術

家是沙勒（圖 51）、史耐伯（圖 52），以及義大利 3C－法蘭西斯科˙克里蒙

特（Francesco Clemente）（圖 53）、山特羅˙奇亞（Sandro Chia）、恩卓˙

古奇（Enzo Cucchi）、德國的安瑟姆˙基佛（Anselm Kiefer）（圖 54）等畫

家，1981年倫敦皇家學院（Royal Academy）的「繪畫中的新精神」（A New Spirit 

in Painting）展覽即呈現這樣的面貌。哈林在這種背景下逐漸進入藝術世界，

雖然他與若干年輕藝術家有所來往，例如克里蒙特，但是哈林似乎希望自己能

夠定位為塗鴉藝術家的身分，而十分有意識地自我區隔於美國的藝術圈，以八

○年代前半期紐約藝壇的發展。哈林的發跡的確是一個異數，紐約的地鐵塗鴉

原本僅是當代藝術發展中甚少受到重視的現象，特別是塗鴉行為本身的反社會

性與塗鴉者所處的次文化領域，讓多數人接觸塗鴉繪畫時多了一層顧慮，哈林

卻從塗鴉藝術切入主流的藝術世界，他既不是主流藝術世界和博物館領域的寵

兒，也不是僅依靠塗鴉繪畫的特性達到紅極一時的名氣，可見哈林藝術網絡具

有的複雜性，這是他對於當代藝術具有自覺意識，以及十分敏銳的觀察力。 

在 1982年第七屆德國卡賽爾文件展當中，哈林已經能在新一代的藝術家

之中受到矚目，該展覽象徵現代主義的傳統再度改變與革新，策展的主旨宣告

了美國執掌二次大戰之後的藝術霸權在此告終（尤其是形式主義 formalism徹

底結束），宣稱藝術應該回歸過去的文化，包含早先的哲思、神話、歷史、和

藝術本身，或者藝術在如今也能反映當下社會上在心理、文化、政治意含上的

缺失。57在這樣的訴求之下歐洲的新表現主義藝術家最受重視，佔了最大的比

                         

57 Noel Frackman, Ruth Kaufmann, “Documenta 7: The Dialogue and A Few Asides, ” in Art 

Magazine, vol. 70（October 1982）, p. 91. “Art must look to the cultural past－to earlier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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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然而哈林以美國年輕一輩的藝術家獲得青睞，一方面說明了哈林的藝術語

言符合上述展覽主旨，因而得以看出哈林切入藝術世界的路徑；另一方面也說

明了哈林的觀念中彷彿一直認為美國藝壇始終對他懷有敵意，致使他往後的藝

術生涯對歐洲較為重視，覺得歐洲對他的接受程度較高，較為友善，因此八○

年代後半哈林在歐洲安排了許多大型的計劃，如 1985年波爾多當代美術館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Bordeaux）個展，1987年漢堡（Hamburg）的

「Luna-Luna」，1989年比薩（Pisa）的聖安東尼奧教堂（Saint’ Antonio）壁畫

等。 

哈林會有這種想法，原因有以下幾點：首先，他認為在地鐵車站的廣告看

板上作畫是當局所不允許，必須隨時躲避警方的逮捕，並且讓一般人對於已習

慣是商業廣告的地方，換上哈林自己的塗鴉繪畫因而讓大多數人在視覺上感到

不適，以至於一般人視哈林為「藝術的破壞者」，這一點也是同樣存在於塗鴉

畫家的現象。其次是哈林在 1982年春天與湯尼˙沙法紀（Tony Shafrazi）簽約，

成為哈林的經濟畫廊。沙法紀在紐約藝壇也是一位特立獨行的人物，一向以代

理年輕的前衛藝術家著稱，當時旗下尚有夏夫、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

唐納˙貝屈勒（Donald Baechler）、羅尼˙卡卓（Ronnie Cutrone）等人，他於

1974年曾經以反越戰為由在紐約現代美術館（Museum of Modern Art）對畢卡

索的畫作《格爾尼卡》（Guernica）噴漆，因此為他在紐約藝術世界塑造了極

具爭議性的形象。哈林因此認為作為沙法紀的經濟畫家，在藝術圈中將會被歸

類為如同沙法紀一般的離經叛道者，遭到社會大眾的非議，畢竟絕大多數的人

們無法接受破壞畢卡索畫作的行為。再者，哈林成名之後經常為商業產品代

                                                                     

mythology, history, poetry, and even art for enlightenment. Art can also act in the present to 

expose the ills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in a psychological, cultural, or political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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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1986年自行創立「普普商店」販售繪有他所設計圖像的商品，絲毫不避諱

地將過去認為藝術與商業區分的關係合而為一，這些商品都十分明顯地以哈林

所設計的視覺圖像為主要訴求，圖像本身或者是哈林已建立的藝術家名聲儼然

成為商品最主要的價值來源，因此這種以藝術價值等同於商品價值的做法，自

然不為竭力維護藝術純粹性的傳統藝術觀點所接受。而他的藝術乃至於生活也

與搖滾樂，通俗文化領域密不可分，繼承了普普藝術的精神，當然也繼承了普

普藝術的批評。 

1980-86年間的地鐵塗鴉，無疑是哈林繪畫生涯中最重要的時期，他在生

前最後一次訪談時說： 

我認為這是（地鐵繪畫）我所做過最重要的事情。這是五年來的作

品，數以千計的繪畫，並且當我回顧時對於我能如此長時間的從事這件

事感到難以置信，因為我做這件事正是我想去做的時候。58 

因此地鐵塗鴉繪畫中的圖像不但是哈林日後繪畫創作的原型，其公眾空間

的特性也等同於哈林其他大型壁畫的創作形式，例如在地鐵車站塗鴉的同時，

1982年在休斯頓街（Houston Street）就創作了以「三眼人」為主題的壁畫（圖

55），1986年的柏林圍牆，以及在紐約不只一件的「Crack Is Wack」壁畫（圖

56）等，更重要的是如前文所述哈林的人生哲學與藝術觀，乃至於他對於藝術

界運作的看法、以及藝術與商業的關係等，相較於哈林之後以畫布作為基底材

的作品，地鐵塗鴉無疑地最符合他的訴求。哈林於 1982年在湯尼˙沙法紀畫

                         

58 Jason RUBELL, “Heith Haring: The Last Interview,” in Arts Magazine, vol. 65, no. 1（September 

1990）, p.58. “I think it’s (subway drawing) the most thing I ever did. Yeah, it’s five years of work,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drawings and when I look back I can’t believe that I did it for so long 

because I did it way past the time when I would have ha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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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個展之後可謂逐漸進入畫廊展演機制（圖 57），59也開始出售作品，僱用經

紀人，彷彿成為了他所鄙夷的藝術世界的一部分。尤其先前他強調對於紙張作

為基底材的偏好，此時卻宣稱因為經濟較為寬裕而可以大量使用畫布和油彩、

壓克力顏料作畫，60畫面形式追求的快速、線性、和單純，也由鮮豔的色彩、

較為複雜的構圖取而代之。人的觀念是可以隨時空環境而改變的，相形之下更

能顯得在地鐵車站塗鴉五年有餘的期間，這些黑底白色線條的繪畫對哈林而言

是如此「真實」，終其一生他視塗鴉繪畫為最重要的事，當然也是哈林最具代

表性的藝術形式，最能夠實踐他的藝術理想。並且，哈林每每以塗鴉藝術家自

居，在訪談中屢次對紐約的塗鴉繪畫多所讚美，對塗鴉書寫者懷抱敬意，61並

且積極與塗鴉藝術家交往、對話，可見因為心所愛好而希望能夠同樣以這樣的

身分為定位，頗為成功地讓當時的藝評論述將哈林歸為塗鴉藝術或者東村藝

術。 

                         

59 哈林生涯首次個展於 1978年在匹茲堡，1981年在紐約的Westbeth Painters Space、P. S. 122、

Club 57分別舉辦個展，但相較於湯尼˙沙法紀畫廊，這些場所是自由提供年輕藝術家發表

作品的場所，展覽不拘形式，也無經濟制度，並非哈林所認為「藝術界」的畫廊機制。詳見

第四張。 

60 John GRUEN , Keith Haring: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132. “I no longer feel inhibited about 

using canvas, because I now（1985） have the money to buy it as though it were paper.” 
61 例如哈林絕不將其他塗鴉者的文字圖畫抹去或以 “backgrounding” 的方式掩蓋。Keith 

HARING, Art in Transit, preface. “When there are graffiti “tags”（signatures） on the black panel 

before I arrive, I usually draw around and in between the signatures. I would never draw over 

other people’s ta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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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緬懷六○年代 

 除了杜比菲、戴維斯等人，對於哈林影響最為重要的藝術家菲沃荷莫

屬。在哈林的回顧性自傳中他強調早在高中階段就注意到沃荷的普普藝術，而

哈林首次與沃荷的接觸是在 1983年於「樂趣畫廊」（Fun Gallery）個展之時，

雖然哈林對於沃荷原先存有敬畏之心，但很快地由藝術以及生活方面的相似性

彼此成為很好的朋友，並且哈林視沃荷為當代藝術史和文化領域中最為重要的

關鍵性人物，例如他在 1985年所創作的「安迪鼠」（Andy Mouse）系列（圖

58），將米老鼠的身體接上沃荷的頭部，背景則採用類似沃荷作品的重複影像，

可見哈林的用意是結合美國在六○年代大眾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圖像－米老

鼠，以及最為熟稔大眾文化領域並身處其中的藝術家－沃荷，以此顯示哈林的

藝術理念也選擇了走向大眾文化這一途徑。 

由於哈林對沃荷的敬意與兩人的密切關係，哈林的藝術相當程度地繼承了

普普藝術的精神，兩者的繪畫形式都偏向單純與平面性，更重要的是他強調繪

畫主題應以人們的日常生活和既有經驗為主，符合普普藝術通俗化，大眾化的

表現訴求，例如畫中經常出現的電視、收音機、電腦等代表現實生活日用品的

圖式，同時也是普普藝術消費文明的代表物件﹔而哈林畫面中常見來自卡通、

漫畫的圖式與表現手法，則更為明確地反映美國大眾文化中普遍存在的視覺影

像，普普藝術中以卡通漫畫表現風格聞名的羅伊˙李奇登斯坦（Roy 

Lichtenstein）也是哈林景仰而與之交遊的藝術家，不僅在形式上有著共通之

處，李奇登斯坦的繪畫常以敘述性的方式加諸畫面意義，例如 1963年的《轟》

（Whaam）（圖 59）討論有關暴力的問題，暗喻正義戰勝邪惡的結果，這種

對於社會現象的訴求也正是哈林的藝術中經常呈現的主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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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林初到紐約時對塗鴉藝術的孺慕之情是不言可喻的，除了在藝術創作上

直接挪用塗鴉藝術的方式，他也十分積極地與紐約塗鴉藝術家交往，最主要的

是以「SAMO」塗鴉聞名的巴斯奇亞，在哈林的畫歷中其重要性幾乎是僅次於

沃荷的藝術家。除了線性以外，兩者的藝術表現形式不盡相同，然而巴斯奇亞

的圖像中經常包含對於黑人歷史文化的讚頌，與哈林藝術中所傳達的世界觀是

相吻合的。當八○年代初期哈林尚在為原本抽象繪畫尋求突破時，「SAMO」

的標記已廣為出現在紐約曼哈頓街頭，這正是哈林為紐約豐富絢爛的塗鴉繪畫

所著迷的時候，並且巴斯奇亞所使用的「SAMO」對哈林而言應用了他此時所

關注的符號學觀點，他認為這是具文學性的塗鴉，不僅止於為了書寫名字或是

畫一個形式上的標記，而像是一首短詩，一篇短的陳述。62在一次偶然的機會

哈林遇到巴斯奇亞，「SAMO」的作者，此後兩人就有較密切的來往，他們的

關係奠立在繪畫創作方面，偶爾互相討論作品與藝術問題，以及生活型態上同

樣的街頭氣息、搖滾樂、吸食迷幻藥與俱樂部的基礎上。巴斯奇亞也是隨後步

向畫廊展出方式的塗鴉藝術家，如同哈林基於自身的創作自覺強調他與其他藝

術家在藝術表現方面的不同，哈林也表示在他們開始成名、陸續參加展覽之

後，藝術表現就呈現愈來愈不同的面貌。可以肯定以巴斯奇亞的性格、塗鴉藝

術、生活型態對哈林有著一定程度的吸引力，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對於塗鴉藝術

家的敬意，但是在紐約的藝術環境中這種關係卻也暗示了一種競爭意味。63其

他著名的塗鴉藝術家如李˙奇諾斯、未來 2000、費得等人哈林也與他們有所來

                         

62 John GRUEN , Keith Haring: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 52. “It was the first time I saw what I 

would call a literary graffiti, one that wasn’t done just for the sake of writing a name or for making 

a formal mark. These were little poems, little statements.” 
63 John GRUEN , Keith Haring: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 54. “After 1981, when we both 

started to exhibit more…we were forced into a competitive thing.” 



 75

往。1980年的「時報廣場展覽」64哈林和許多塗鴉藝術家皆有參與，之後彼此

的關係更為密切。是年哈林的工作是負責「Mudd Club」的展覽空間，這是一

個在紐約以年輕人為主的夜總會，許多塗鴉藝術家留連於此。1981年以哈林為

主，加上費得和未來 2000共同策劃一次在Mudd Club的塗鴉展覽，名為「超

越文字」（Beyond Words），依據費得所說，哈林的構想是辦一場完全為塗鴉

藝術的展覽，藉此希望人們了解塗鴉是超越文字的，不只是標誌，塗鴉藝術家

希望建立如同畫家一般的地位。65這次的計劃與其說是展覽，不如說是一次紐

約各地的塗鴉者聚會，在Mudd Club裡裡外外不拘形式地大肆塗鴉，最終導致

畫廊主人與鄰居的不滿而收場。66除此之外哈林自 1982年底透過未來 2000的

介紹認識十四歲的塗鴉者安格爾˙歐提斯（Angle Ortiz），當時以 L.A. II或

L. A. Rock作為他的標誌，哈林大為讚賞，即邀約成為他在工作上的合作夥伴，

例如 1982年在湯尼˙沙法紀畫廊的首展就已經融入 L.A. II的塗鴉，而後共同

裝置 1983年在「樂趣畫廊」的展覽，同年在日本與英國的展演計劃 L.A. II也

都隨行參與，至今仍留下許多哈林與 L.A. II共同合作的作品，在哈林特有的造

型以及均勻果決的線條之內，充滿 L.A. II隨機、任意的曲線（圖 60）。可知

在 1980至 83、84年間哈林與街頭塗鴉者的來往是十分密切的，之後哈林本身

創作型態逐漸步入畫廊展出的方式，紐約的塗鴉環境也漸入尾聲。 

除了巴斯奇亞、李˙奇諾斯、未來 2000、費得等塗鴉藝術家，夏夫是哈林

                         

64 時報廣場展覽由「合作計劃」（Collaborative Projects）主辦，將在第四章詳述。 

65 John GRUEN , Keith Haring: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 66. “It was Keith who had the idea of 

having an all-graffiti show at the Mudd Club…the point of the show was to make people realize 

that graffiti went beyond words－that it wasn’t just tags－that graffiti artists were also trying to 

develop as painters.” 
66 該次展覽的情形參見John GRUEN , Keith Haring: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 73-74. 



 76

自紐約視覺藝術學院以來的摯友，其關係不僅在創作方面的討論，在許多生活

方面也具有十分密切的關係。 

哈林原本交遊的範圍以下城和東村的塗鴉藝術家為主，透過費得、未來

2000等年輕藝術家的介紹哈林進而認識上城的塗鴉團體「黑人藝術家」（Soul 

Artists），前述的「超越文字」展覽更結合了全紐約的塗鴉藝術者。除此之外

與哈林關係較密切的年輕藝術家另有新表現主義的克里蒙特，以及前文提到專

門為哈林的地鐵塗鴉作紀錄的陳廣其，是一位在八○年代以東西方文化相遇為

表現主題的華裔攝影家，同樣在東村的文化背景下生活，1990年哈林過世一週

後他也因愛滋病去世。在哈林逐漸成名之後，自然有較多的機會與主流藝術世

界的藝術家接觸或合作，尤其八○年代中其以後哈林的活動範圍已經不限於美

國本土，許多計劃在歐洲、日本等地進行，除了前述幾位知名的普普藝術家，

例如霍克尼、傑昂˙唐格里（Jean Tinguely）等藝術家都多少有所接觸。以哈

林 1982年在湯尼˙沙法紀畫廊首次個展為例，以一個藝壇新人之姿開幕時就

有李奇登斯坦、鮑伯˙羅森柏格（Bob Rauschenberg）、蘇˙勒維特（Sol Lewitt）、

理查˙瑟拉（Richard Serra）、克里蒙特67等知名藝術家，由此即可看出哈林在

八○年代紐約藝術界的人際關係，在藝術創作方面大抵與普普藝術家和紐約的

塗鴉藝術家有最密切的來往，其次是經過七○年代觀念藝術、最低限藝術、裝

置藝術等流派而能夠持續創新的藝術家，以及若干如同哈林在八○年代逐漸嶄

露頭角的年輕藝術家。他們彼此的互動，包含私下互相拜訪工作室觀摩作品、

談論藝術問題、和展覽會場的接觸聚會是最常見的方式，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

                         

67 John GRUEN , Keith Haring: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 85. “All these artists came! There 

was Roy Lichtenstein and Bob Rauschenberg and Sol Lewitt and Richard Serra and Francesco 

clemente.”其中勒維特與瑟拉一般歸類為最低限藝術家，八○年代之後分別從事裝置、錄影、

公共藝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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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藝術家在俱樂部、夜總會的派對（party），這種聚會形式成為他們文化氣

息最主要的特色。 

誠如阿那森所著《現代藝術史》指出，在 1980年代之前，未受正式藝術

教育訓練的塗鴉書寫者，主要來自布朗克斯（Bronx）與布魯克林（Brooklyn），

就已經與主流的、曼哈頓（Manhattan）為主的藝術家和藝術學校學生有所接觸，

而這種交流主要發生在東村一帶小型的實驗性夜總會，68除了上述的Mudd 

Club，其中最著名的為 Club 57，這裡原本是一座波蘭教堂的地下室，可供社

區居民集會，而後轉變為附近年輕人夜晚聚集之處。1980年代東村由於廉價的

房屋租金以及特有的文化氣息，吸引許多紐約視覺藝術學院學生來此賃居，他

們進而成為 Club 57的常客，在此這些藝術學院的學生能夠回味他們孩童時代

的事物，聽著自動點唱機播放的新浪潮搖滾樂（New Wave rock），或是以從

前電視綜藝節目的表演方式在舞台上作即興演出，也能夠在有限的空間中佈置

他們的展覽，通常是來自大眾文化領域或早期卡通的符號象徵的啟發，以當時

流行的符號學方式呈現。 

哈林到了紐約，尤其是搬到東村之後，很快地融入了當時如雨後春筍般成

立的俱樂部、夜總會環境，包括Mudd Club、Club 57，以及在東村以地下音樂

著稱的 CBGB，這是一個充滿各類實驗性搖滾音樂的酒吧，夜間有紐約頂尖的

地下樂團駐店表演，另有 Hurrah、The Danceteria等。哈林在此時幾乎每晚都

                         

68 Harvard H. ARNASON, History of Modern Art（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Ltd. 1989）, p. 653. 

“Not until the 1980s, however, did the underground world of self-taught writers, mainly from the 

Bronx and Brooklyn, come into direct, interactive contact with the above-ground, 

Manhattan-based realm of so-called “mainstream” artists or art-school students. The interface 

occurred primarily in the small experimental nightspots of New York’s East Village, such as Club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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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臨這些場所，對他而言這些夜總會不僅是跳舞、飲酒，也包含狂歡、磕藥性

行為、與即興藝術表演，夜總會中各式各樣的人們和特有的七彩光線吸引著哈

林，尤其許多夜總會擁有頗具實力的 DJ（deejay）控制全場的音樂效果，能夠

帶動夜總會人們熱絡的氣氛，哈林在此時生活已充分融入這些音樂和影像之

中。在展覽方面，1979年哈林參與 Club 57的集體演出，1980在 Club 57參加

聯展和表演，1981則舉辦個展，當然這些展覽的性質和形式與一般畫廊展覽十

分不同，具有即興、實驗性的特質，大部分也加入了表演的成分，而前文提到

哈林塗鴉繪畫的濫觴，也是從 Club 57的展覽開始的。在這段時間 Club 57成

為哈林生活的重心，與他一起的另有夏夫、約翰˙薩克斯（John Sex本名為 John 

Mclaughlin）、卓˙史鐸（Drew Straub），四人在這樣的環境中是不可分開的

朋友，其中薩克斯也是紐約視覺藝術學院的學生，再加上隨後認識的陳廣其和

巴斯奇亞，這幾位對藝術充滿熱情的年輕人構成了俱樂部、夜總會文化氣息的

主要核心成員，1981年「璀璨的嬰孩」作者理卡，在這時也是以詩人的身分出

入於這些派對中。1982年哈林在有名的「樂園車庫」（Paradise Garage）舉辦

裝置藝術展覽，這是一間迪斯可（disco）舞廳夜總會，並且在當時提供每週六

晚上為同性戀者的專屬時間，哈林發現國王街（King Street）的這一處娛樂場

所，自然受到吸引而經常留連於此。這次的裝置藝術哈林以整捲的紙張作為創

作媒材，繪製複雜交錯的黑色和白色線條。「樂園車庫」對哈林等年輕藝術家

而言是繼 Club 57、Mudd Club之外另一個重要據點，在年輕的塗鴉藝術家與普

普藝術大師合流之後，八○年代中期這些藝術界人士如沃荷、李奇登斯坦等人

也都經常參與俱樂部、夜總會的派對，並藉這些場所舉辦藝術方面的計劃，因

此象徵新的、屬於紐約年輕人的藝術形式在此地醞釀著。 

在當時夜總會的文化氣息中，同時存在一位八○年代至今紅遍全球的女藝

人，被喻為流行音樂天后的瑪丹娜（Madonna Louise Ceccone）。在流行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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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中，以舞曲為代表的瑪丹娜在 1984年以後確立其國際巨星的地位，69然而

在她成名之前，1979年開始作為一名舞者，八○年代初期就曾在「樂園車庫」

演出，哈林也指稱 1983年左右瑪丹娜就處在東村的特殊環境中，因為男友的

關係而在「樂趣屋」（Fun House）表演。在東村嬉哈文化、地下音樂、俱樂

部夜總會的環境之下，哈林在遇見沃荷的同時也聽到了瑪丹娜的歌曲，進而認

識瑪丹娜，此後瑪丹娜也曾主動出席、參與哈林的派對和表演計劃，並且在服

裝方面應用諸如「璀璨的嬰孩」之類，哈林創造的圖像（圖 61）。對此，瑪丹

娜提到了彼此的相似性，他們都來自黑人、西班牙裔為主的社區，來自社會的

中下階層，他們的觀眾與聽眾因此會是同一族群。哈林從街頭藝術起家，是屬

於地下的、帶有反文化色彩的領域，而在大眾文化佔有一席之地，瑪丹娜也是

如此，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們同樣不被主流的藝術世界所接受，特別是當他們從

反文化的角色竄起，將本身的藝術作品藉由商業化的經營策略而逐漸走紅之

際，就極為容易被歸類為商業畫家與流行歌手，遭到輿論的限定乃至於藝術評

論者的非議。瑪丹娜更認為她與哈林除了生涯、社會背景的類似外，哈林的視

覺藝術與瑪丹娜的音樂在主題上都具有諷刺、政治意含的共同點，同樣引起了

藝術菁英份子的忌妒與敵視，他們的個性也具有崇尚自由、擁抱人群的諸多相

似性。70 

                         

69 1983年出版首張個人同名專輯在美國十分成功，1984年的「宛若處女」（Like A Virgin）

專輯則奠定她國際巨星的地位。Charles T. BROWN, The Art of Rock and Roll（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92）, p. 269. 
70 John GRUEN , Keith Haring: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p. 91-93. “Keith’s work starts in the 

street, and the first people who were interested in his art were the people who were interested in 

me. That is, the black and Hispanic community－I’d say people from lower income and 

background…I watched Keith come up from that street base, which is where I came up from, and 

he managed to take something from what I called Street Art, which was an underground 

counterculture, and raise it to a Pop culture for mass consumption…Another thing we hav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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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已經可以看出以普普藝術家和哈林等年輕藝術工作者為主的視覺藝

術領域，在這樣的環境之下與流行音樂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眾所週知沃荷本

人大力支持「地下天鵝絨」（Velvet Underground）樂團，並參與演出，與六○、

七○年代重金屬搖滾樂先聲「滾石」（Rolling Stones）合唱團也有合作關係，

對於其他未具知名度的地下樂團也是不吝於贊助。71事實上，1958年出生的哈

林正是隨著搖滾樂興起而成長的世代，從小喜歡音樂，青少年時期從親戚那裡

接觸到「披頭四」（Beatles）、「鐵蝴蝶」（Iron Butterfly）、「滾石」、「死

之華」（Grateful Dead）等搖滾樂團的音樂，因此哈林年輕時對於搖滾樂就已

有了初步的概念以及強烈的熱愛。高中時期最喜愛的樂團應當是「死之華」，

除了參加他們的演唱會之外，1976年一次自助式的長途旅行哈林以販賣圓領衫

賺取旅費，上面的圖案正是他自行繪製「死之華」的標誌，據他描述是一個骷

髏頭上插著一把閃亮的匕首，匕首上有他的小型線描圖案，72對於一個對繪畫

有興趣的年輕人而言，會將樂團標誌融入自己設計的圖像販賣，可見他對於該

樂團的喜愛程度。以哈林對流行文化的關注，除了早已熟識的瑪丹娜之外，透

過普普藝術家的聚會結識約翰˙藍儂（John Lennon）的妻子小野洋子（Yoko 

Ono），八○年代小野洋子也是活躍於紐約文化界的重要人物；以及歌手麥可

˙傑克森（Michael Jackson），和影星布魯克˙雪德斯（Brooke Shields）等人，

1984年與雪德斯有過合作計劃。 

                                                                     

common was the envy and hostility coming from a lot of people who wanted us to stay small.” 
71 關於沃荷與流行音樂的關係，參見 Van M. CAGLE, Reconstructing Pop/Subculture: Art, rock, 

and Andy Warhol（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1995） 

72 John GRUEN , Keith Haring: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 25. “On one batch of T-shirts I made 

the logo of the Grateful Dead, which has a skull with a lightning bolt through it. Within the space 

of the lightning bolt were my little line drawings.”  



 81

在實際繪畫作品方面，哈林著名的圖像之一是一個胃部中空的人形（圖

62），他曾解釋這是由於 1980年藍儂遭到槍殺，對於喜愛搖滾樂的年輕人而

言，甚至全美在當時的確是極大的震撼，因此每每哈林描繪此圖像時都會憶起

藍儂之死。73此外，哈林在繪畫過程中一直存在結合搖滾樂與視覺藝術的企圖，

他曾經在展覽會場放入 deejay器材，作為空間裝置的一部分；作畫時他經常同

時播放音樂，隨著音樂的旋律和節奏進行繪畫，當描繪黑色輪廓線時哈林會放

非常重、節奏強烈的搖滾樂，而填入色彩之時音樂則轉為柔和抒情，像是小提

琴一般。74由此得知哈林對音樂，特別是搖滾樂的愛好是十分明確的，在繪畫

創作當中偶有融入關於音樂方面的啟示，評論者也往往將音樂作為詮釋哈林繪

畫藝術的特徵之一，例如庫爾茲注意到哈林的藝術與爵士樂（jazz）、藍調（blues）

和搖滾樂發展歷程的類似，哈林繪畫中即興、自動性的部分與爵士樂手的即興

演出具有相似性，並且兩者同樣在美國受到廣大的歡迎，成為美國文化的表

徵，但是在起初的發展階段都無法獲得藝術主流社群的認同，卻獲得歐陸的青

睞；75同樣屬於來自社會中下階層的弱勢族群的藝術形式，甚至在種族、政治

文化觀點都與美國的有色人種例如美國黑人、西班牙人和猶太族群有所連結，

因而如同夜總會一般遭受藝術菁英份子的否定，但以其受歡迎的程度和足以代

表時代風格的形式品質，最後能夠進入主流的藝術世界。76 

                         

73 John GRUEN , Keith Haring: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 69. “This image of a man with a hole 

in his stomach came after I heard of John Lennon’s assassination.” 
74 John GRUEN , Keith Haring: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178. “When he（Haring） made the 

black outlines, the music he played was very heavy rock music－pounding and very rhythmic. 

When he painted in the colors, the music was much more lyrical－violin and such.” 
75 一般咸認哈林首次在正式美術館的個展，為 1985年於法國波爾多（Bordeaux）當代美術館

（Musée d’Art Contemporain），以及 1985-86年在荷蘭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市立美術

館（Stedelijk Museum） 

76 Bruce D. KURTZ, Haring, Warhol, Disney, pp. 14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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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哈林對音樂方面的喜好，可以發現其音樂風格是由搖滾樂轉向流行

音樂，正好是美國通俗文化自六○至八○年代轉變趨勢，乃至於他所提到的紐

約嬉哈文化，也是隨著流行音樂領域衍生的產物。因此透過以上的分析可知雖

然哈林以年輕藝術家之姿活躍於八○年代，然而其心理以及文化背景的養成卻

直指六○年代的美國文化，如同他對於紐約塗鴉的孺慕之情，進而仿效，在自

傳中就認為諸如披頭四、滾石、死之華之流是六○年代的文化表徵，是大多數

美國人的喜好，他自己便是其中之一，也印證了阿那森指出的，在這種怪異的

懷舊氣氛中，紐約視覺藝術學院的學生也開始逐漸孕育反最低限藝術、反觀念

藝術的想法，這些經由塗鴉書寫者的出現而得以實現的想法，不僅受到新浪潮

音樂（new wave music）的影響，也希望能夠藉由與藝術學院學生的接觸而達

成。77 

因此 1958年出生的哈林，在他童年時期經歷的六○年代，以及正值青少

年的七○年代面貌為何，對於他的藝術發展必然有決定性的影響。六○年代是

美國近代史上一個相當特殊的時期，經過五○年代在較為保守、孤立的政策，

美國國力在戰後逐漸逐漸復甦，一般人民享受了所謂「美好時光」的生活，然

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與蘇聯代表的共產主義國家對立的國際局勢儼

然成形，同時許多促成社會變動的因子正在醞釀著。1960年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當選美國總統，年輕、開放、積極、充滿活力，在他主政時期以

及之後數年中美國社會快速轉型，國內的民權運動（Civil rights movement）達

到頂峰，最主要為黑人民權運動，另外也包含女性主義的萌芽、學生運動、美

                         

77 Harvard H. ARNASON, History of Modern Art, p. 653. “In this “funky-retro” atmosphere, the 

SVA crowd also began to hatch anti-Minimalist, anti-Conceptualist ideas, ideas that took on real 

substance when the graffiti writers showed up, attracted not only by the New Wave recored but 

also by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the art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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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原住民及其他有色種族爭取平等權利的行動不斷在美國各地上演。而在他執

政的六○年代初期大幅增加美國對越南作戰的規模，不斷徵兵卻又無法立即結

束戰爭，影響美國政治、經濟、乃至於社會和諧、民眾心理甚鉅，以年輕人為

主的反戰抗議活動於是與民權運動、學生校園革命合流，在六○年代末全美各

地不斷上演大規模的抗議衝突，這股風潮直到七○年代中期黑人爭取公民權獲

致成果、最後一批美軍自越南撤退，美國社會才逐漸回復保守的傳統價值。78總

之六○年代是美國歷史中內容最豐富，變化最複雜的時期，無論在政治、經濟、

文化、或社會方面，改革開放是普遍現象，各種約束都告瓦解，對於一般民眾

或是向哈林這樣的青少年，有著相當的影響。 

以哈林當時僅是不足十歲的年紀，父母是參加過二次大戰的傳統家庭，應

當尚無能力判斷這些社會現象所代表的價值，遑論參與這些活動，文獻上也並

未記載，但重要的是六○年代是美國電視事業普及化的時期，超過四分之三的

美國家庭擁有電視機，並且自五○年代中期美國的電視與政治就有著密不可分

的關係，政治人物的演說及其他重要政治活動往往是電視媒體關注的焦點，而

甘迺迪總統又是最善於利用電視轉播造勢者。79哈林自述童年時期就是個電視

兒童，雖然主要接觸的是卡通、影集之類，但是無可避免大量接受充斥於媒體

的時事影像，再加上廣播以及《生活》（Life）、《看》（Look）等雜誌，以

至於在各種媒體的報導下生活中必然經常接觸例如黑人爭取民權、學生與民眾

的示威抗議、流行音樂歌手和樂團表演的影像，以及 1963年甘迺迪總統遭刺

殺、1969年尼爾˙阿姆斯壯（Neil Armstrong）登陸月球等媒體大幅報導的事

                         

78 關於美國六○年代的民權運動歷史，可參閱 Kermit L. Hall, ed., Civil Liberties in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 Garland, 1987）、Jeannine Swift, ed., Dream and Reality: The modern black 

struggle for freedom and equality（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1）等。 

79 Gray Nash, Julie Roy Jeffrey, The American People, vol. 2, pp. 100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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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當然也包含六○年代蓬勃發展的廣告業積極透過視覺媒體推銷產品，帶來

消費文明的印象。凡此種種六○年代錯綜複雜的歷史影像，充斥在哈林的童年

生活中，成為他往後的人格特質以及價值觀的背景因素。 

就文化史的角度而言，除了普普藝術，音樂在六○年代的文化中扮演了不

可或缺的角色，特別是此時為搖滾樂風靡全美，甚至世界的時代，1964年披頭

四的美國巡演造成轟動，開啟了自艾維斯˙普利斯萊（Elvis Presley）之後美國

本土另一波搖滾熱潮，其他許多來自英國的搖滾團體或個人相繼將因國的搖滾

概念帶入美國，之後不僅在音樂本身，無數的美國青少年以披頭四等搖滾樂手

的服裝造型，乃至於行為作為模仿對象，影響這一個世代的美國年輕人至鉅。

這股搖滾樂風潮在美國六○年代更顯多樣化，結合了美國本土的鄉村音樂，以

及以代表美國黑人文化的藍調（blues）音樂，到了六○年代末由於電吉他的廣

泛使用與演奏技巧的開發發展出重金屬音樂（heavy metal），和其他多種搖滾

樂形式，節奏更加強調，聲音更加吵雜而更有感染力，1969年八月在紐約舉行

的伍茲塔克搖滾音樂節（Woodstock Festival）達到最高峰，大約四萬左右的年

輕人參與這場不拘形式的搖滾盛會，多為十六到三十歲的青年，而參加的樂手

包括吉米˙漢崔克斯（Jimi Hendrix）、「死之華」、「傑佛遜飛船」（Jefferson 

Airplane）及其他數個地下樂團，這些也都是哈林在青少年時期所喜愛的音樂

風格。 

搖滾樂至此已不僅只是單純的音樂風格，六○年代的年輕人是搖滾樂的主

要支持者，同時很多也是參與學生運動的大學生，他們關心時政，明確傳達出

反越戰的想法，這當然不是政府當局和衛道之士所樂見的，以至於搖滾樂的風

潮與學運、反戰等活動彙合，也包含前述在視覺藝術方面與沃荷代表的普普藝

術有著直接的關聯，而形成了「次文化」或「反文化」的範疇，對於美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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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不僅只是一些社會運動，而是對於傳統價值的徹底顛覆，例如傳統上十分

強調的家庭和宗教方面，以及傳統道德觀念，當時的年輕人觀念開放，追求絕

對的和平以及更為自由的理想，象徵一個截然不同於他們父母的新的世代。於

是繼承五○年代「披頭世代」（Beat Generation，或譯為「垮掉的一代」、「被

擊垮的一代」）的遺風，80六○年代代表反文化的「嬉皮」（hippies）於焉在

美國形成。 

原本嬉皮追求心靈內在的平和與宇宙的終極意義，視之為一種哲學性的思

考，並且如同「披頭世代」學習東方宗教和冥想，也會藉由迷幻藥物達到超脫

的境界。而後六○年代越戰對於嬉皮運動有著直接的催化作用，許多自稱嬉皮

的年輕人藉由非暴力手段追求理想的和平與愛，相信藉此可以改變既有的資本

社會。於是年輕人聚集於舊金山，距離學生運動大本營柏克萊加州大學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 Berkley）不遠的海特˙阿什柏利區

（Haight-Ashbury），形成一個類似共產制度運作的嬉皮社區。此時嬉皮運動

的特徵包括吸食 LSD和大麻等迷幻藥、反戰、性愛自由等；喜好搖滾樂與藍

調音樂；他們的裝扮也別具特色，多穿著寬鬆的手染服飾或圓領杉和牛仔褲，

特別是男子多留長髮並且蓄鬍。嬉皮在六○年代末已成為全美各地次文化或反

文化運動的代表，也結合 1969年的伍玆塔克搖滾音樂節，在會場年輕人可以

恣意活動，吸食迷幻藥。在披頭四、以及滾石合唱團流行美國之際，從他們的

                         

80 「披頭世代」（Beat Generation）原為美國在廿世紀中期一群具社會影響力的作家，始於 1944

年而在五○年代中期受到廣泛注意。他們反對權威及社會傳統，進而創造一個新的生活方

式，對六○年代的諸多抗議活動和嬉皮運動提供一個典範。人物方面以傑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艾倫˙金士柏（Allen Ginsberg）等為代表。參見 John TYTELL, Naked Angels: The 

lives and literature of the beat generation（New York: McGraw-Hill, 1976）、David BURNER, 

Making Peace With The 60’s（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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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曲中就已經指涉對迷幻藥物與性愛的讚美，而上述 1965年成立於舊金山的

「死之華」樂團，其音樂風格屬於北加州迷幻搖滾（Acid Rock），在表演時

就刻意營造迷幻感覺，許多台下的聽眾在聆賞音樂的同時也直接吸食 LSD等

迷幻藥。在嬉皮運動達到高潮的年代，不少人因為吸食藥物過量致死，1970

年過世的樂手漢崔克斯就是一例。81 

儘管七○年代初期舊金山海特˙阿什伯利區的嬉皮運動因為暴力衝突遭

到政府的強制驅散，然而嬉皮運動已在全美各地成型，許多地區成立小型的嬉

皮公社。哈林在自傳中提到十五歲就接觸迷幻藥，整個高中時期持續有吸食迷

幻藥的習慣，並且飲酒、留長髮，讓他的父母頭疼不已。1975年的夏季哈林離

家至紐澤西（New Jersey）州長灘島（Long Beach Island）度過一個放蕩不羈的

暑假，推測這種聚集了年輕男女的處所即是嬉皮公社的遺跡。82可見六○年代

的反文化運動仍在七○年代的青少年生活中蔓延，只是或許由公開轉入地下，

例如嬉皮運動的理念，加上當時迷幻藥依然不難取得，許多正值叛逆期的美國

青少年依然繼承了六○年代嬉皮的諸多作為；並且在他們的文化氣氛中搖滾樂

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特別是「死之華」樂團在嬉皮運動中的影響力，造就了

七○年代一批對於「死之華」極度支持的青少年跟隨者，形成當時特有的次文

化現象。哈林藉由充斥於各種媒體的影像文字和搖滾樂的歌詞了解嬉皮運動的

內涵進而認同、仿效，同時他也是當時「死之華」的樂迷之一，磕藥、蓄髮等

行為都是模仿嬉皮以及「死之華」的表現，並且表示了對於反文化族群的自我

認同。「死之華」對於當時青少年文化的影響不僅只於此，該樂團流浪式的巡

                         

81 當代藝術史論著較少提及嬉皮運動對主流藝術家的影響，除哈林外，就屬以沃荷為首的若

干普普藝術家對有關嬉皮的事蹟較有興趣，一般認為嬉皮運動對視覺藝術的影響主要在設計

方面。 

82 John GRUEN , Keith Haring: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p.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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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和生活型態，使得七○年代早期許多「死之華」的樂迷都效法他們的偶像，

過著波希米亞式的流浪生活，以販賣繪有「死之華」骷髏標誌的圓領衫和金屬

飾品為生，形成當時特有的青少年跨州旅行風潮。對照哈林 1976年從賓州家

鄉越過俄懷俄、芝加哥、威斯康辛、到明尼亞波利的自助旅行，即是這種文化

與生活方式的實踐。83檢視哈林的訪談資料發現，即使當時的時空環境已非原

本的嬉皮運動的模式，也早已失去嬉皮原先精神層次的探求，哈林在言談中卻

屢次認為自己這段時間的身分就是嬉皮，所作所為就是嬉皮的事情，由此可以

看出他對於嬉皮運動的價值觀，對他而言不僅僅只是模仿而已，更是對於這樣

一個已逝去的文化環境的強烈渴望。 

八○年代美國逐漸重拾傳統價值，保守主義在政治上獲得多數的支持，歷

經先前平等權、參政權等民權運動獲致成果，社會相對較穩定與繁榮。然而在

青少年次文化方面仍然有新一波來自英國的影響藉由各種管道滲入美國，只是

相對於社會表層趨於穩定，這一波的次文化與反文化運動並未成為社會主流思

潮。其中最主要為「龐克文化」（punk）和「新浪潮」（New Wave），搖滾

樂仍是重要媒介。「龐克」原本是指具有反社會行為的青少年，例如自五○年

代以來英國的「泰迪男孩」（Teddy boy，意即不良少年），或是七○年代倫

敦的一種服飾風格，總之，比起嬉皮運動，龐克更具有超越法律的性質，強烈

地反傳統與反對既有的建制，在搖滾樂領域則成為一種風格，稱為「龐克搖滾」

                         

83 這種跨州旅行的風潮肇始於披頭作家凱魯亞克的文學作品，特別是 1957年所著《在路上》

（On the Road）一書，提供整個六○年代反文化運動諸多面向的思想基礎：Jack Kerouac, On 

the Road（New York: Viking,1957）。有關「死之華」樂團的歷史與文化，可參見 Paul 

GRUSHKIN, Cynthia Bassett, and Jonas Grushkin, Grateful Dead: The official book of the dead 

heads（New York: Quill, 1983）、William RUHLMANN, The History of Grateful Dead（New York: 

Gallery Book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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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nk rock）；「新浪潮」最初是指五○年代末歐陸一種電影形式，而後專指

流行於七○年代末，八○年代初期的一種搖滾樂風格，稱為「新浪潮音樂」

（New Wave music），在八○年代中期也成為一種時尚，並且很快地影響紐約

的視覺藝術領域，可以 1980年時報廣場展覽與 1981年在 P. S. 1畫廊的「紐約

新浪潮」（New York New Wave）展覽為代表，由此更加強了在此一脈絡之下

視覺藝術與搖滾樂的相關性。事實上在視覺藝術領域「新浪潮」所指正是包括

哈林的紐約年輕藝術家，多在紐約的另類空間（alternative space）展出。可見

哈林對龐克與新浪潮也感到興趣，就像他在自傳中提到 1977年某天在地上發

現一張字條，上面寫著：「GOD IS DOG」，另一面則是「JESUS IS MONKEY」，

讓他感到新浪潮與龐克時代的來臨而興奮，84顯示他對於龐克與新浪潮文化精

神的認知和進一步的認同。而八○年代的嬉哈文化是哈林另一個嚮往的文化現

象，哈林認為嬉哈文化包含繞舌音樂（rap music）、deejay、電子音響效果、

以及街舞，而在視覺上的代表即是噴漆塗鴉藝術，主張塗鴉藝術可比擬此等音

樂。85事實上以時間先後論之哈林對於這些青少年流行文化，特別是流行音樂

引起的潮流都存在著高度的興趣，並且往往都能緊跟著流行遞嬗的腳步，形成

他的人格特質之一，並且在創作上清楚呈現。 

從「璀璨的嬰孩」圖像出發，可以發現哈林以一個視覺藝術學院學生的身

分，運用他本身在藝術創作方面的天賦，加上對於藝術世界敏銳的判斷力，直

接連結了以塗鴉藝術為主的紐約前衛藝術圈，並且上溯至六○年代的普普藝

術，許多藝評家歸結哈林的藝術來源包括卡通、塗鴉藝術、東方書法、象形文

                         

84 John GRUEN , Keith Haring: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 28. 
85 John GRUEN , Keith Haring: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 90. “It（Hip-Hop scene） also 

included break dancing and spray graffiti, because the graffiti scene was really the visual 

equivalent to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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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原始藝術、以及高科技領域，可見哈林對於作為一個藝術家的身分相當認

真執著，正規的學院教育更有助於他快速掌握藝術界的訊息並且作出適切的回

應，也提供他一個更能發揮所長的展演場所。而他視覺語言的內在精神，從以

上諸多證據的分析均指向美國六○年代的文化，舉凡黑人、有色人種、與美國

原住民的民權運動、反戰、反核、環保運動等政治社會運動，卡通、電視等科

技文明帶來大量消費的視覺文化，和次文化、反文化範疇的搖滾樂與嬉皮運

動，構成了哈林繪畫語言基本的描述對象，儘管這種「怪異的懷舊心理」或許

是哈林刻意造成的，卻也是二次大戰後新生一代共通的文化現象，在他們逐漸

長大成人的七○與八○年代暗中蔓延著，似乎在某種程度上欲彌補他們無法親

身參與的遺憾。所以即使像「璀璨的嬰孩」一個簡單的圖像，背後也代表了哈

林對於六○年代文化的詮釋，暗喻了最主要的，如同大衛˙柏納（David Burner）

在《六○年代》（Making Peace With the 60’s）一書所揭櫫，六○年代美國許

多有志之士為追求世界和平與社會公平正義的理想，無論在種族、性別、或階

級等方面所做的努力，以及實踐自由主義（liberalism）在美國政治與社會上的

理念，形成這一段美國文化史上變化劇烈，素材也最豐富的時期，象徵了兩個

世代的分野。86 由是，「璀璨的嬰孩」所象徵的「新生」在這樣的歷史環境看

來，便格外具有時代上的意義，也似乎就是哈林本身新世代的象徵。 

 

                         

86 David BURNER, Making Peace With the 60’s, pp. 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