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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紐約的塗鴉藝術 

 

現有文獻《塗鴉：紐約的地鐵藝術》、《地鐵藝術》、《噴漆藝術》已經

能夠充分提供 1960年代末至 1980年代中期紐約塗鴉藝術論述之基本範疇，含

括塗鴉藝術簡史、書寫者的行為、塗鴉團體組織、紐約市府對塗鴉藝術的對應

政策、交通局與警方，乃至於輿論對塗鴉藝術的意見與塗鴉藝術家本身的訪談

都有所描述，九○年代陸續也有許多收錄塗鴉藝術的圖錄出版。因此本文除第

一節略述紐約塗鴉藝術簡史以建構時空架構，第二節將就藝術史最基本的討論

對象－藝術作品深入分析，著重於塗鴉藝術的形式風格與圖像意義探究，驗證

塗鴉書寫者的形式特質，就風格形式之演進、光線色彩的處理、和對於物像描

寫能力都將說明塗鴉畫家對於形式要素掌控的精熟程度，表示塗鴉藝術實為對

形式特質有所認知，並著意於風格形式表現的藝術型態，因此能夠進一步探討

塗鴉藝術的風格來源，聯繫六○年代的藝術表現以及風行於視覺設計方面的華

麗字體，甚至屬於青少年文化的卡通、媒體影像等圖像根源。此外本研究仍著

重於塗鴉藝術與紐約藝術世界的關係，特別是與主流藝術界的互動，相較於學

院出身、具有相當思想基礎的哈林以「璀璨的嬰孩」作為他的標誌，因為此乃

凱斯˙哈林直接連結塗鴉藝術的重要因素，第三節將列舉例如傑昂-米榭˙巴

斯奇亞、未來 2000、李˙奇諾斯及其他典型塗鴉藝術家的創作生涯為實例，驗

證前章所述哈林加入塗鴉藝術行列所帶來的複雜性。在詮釋部分則延伸至塗鴉

藝術的社會屬性，將以塗鴉藝術家的身分背景、生活型態、彼此社會交際狀況，

以及塗鴉藝術所處的社會情境，就階層、區域、與地鐵當局對抗情況、和對於

主流藝術世界的消極反叛重新歸納其性質，以塗鴉藝術的群體性探討此處所呈

現的意識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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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塗鴉藝術簡史 

在藝術史上，「塗鴉」（graffiti）一詞源自義大利文的「graffito」或「sgraffito 」

（graffiti為其複數形式），是一種繪畫技巧，一般稱為「刮除法」（或作

scratch），其本意是以石灰用刮的方式在牆面或其他基底材上製造粗糙，但是

細緻的效果，以利將來顏料的附著，作為適當的壁畫基底材；1同時「graffito」

也可指稱以刮除的方式在牆面上書寫文字或圖案，使原本的底色呈現出來，或

是直接在古代牆壁上書寫作畫。這種繪畫方式最早可追溯到埃及的墓室、神廟

壁畫和希臘陶瓶的製作，西元一世紀左右的龐貝城（Pompeii）遺跡與同時期

的羅馬墓室壁畫是「graffito」的典型範例，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許多建築牆面

也應用了「graffito」技巧作為裝飾圖案。2 

隨著十九世紀考古研究的熱潮，相關文獻著作對於壁畫藝術中的「graffito」

技巧也有較廣泛的討論，進而促使塗鴉一詞的概念有了進一步的轉化。從安洪

˙席昂（Aaron Sheon）一篇名為「發現塗鴉」（The Discovery of Graffiti）的

研究回顧中顯示，十九世紀前半的文藝批評界對於塗鴉（graffiti）、兒童畫、

漫畫、原始與民俗藝術、以及大眾出版品特有的美學價值產生廣大的興趣，並

廣泛加以研究討論，當然這是受到當時對於龐貝和赫邱拉尼馬遺址

                         

1 Gardner HALE, The Technique of Fresco Painting（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66）, p. 

13-15. “Over this rough or “scratched” coat of plaster is laid, and when this is dry, the finish coat 

can be put on as on a wall…this wall must now receive one or more coats of plaster before it is 

ready for the fresco painter. Good American specifications call for two preparatory coats, the 

“scratched” and the “brown” coat.” 
2 例如米開羅佐˙迪˙巴托洛姆（Michelozzo di Bartolom）所設計的麥第奇-瑞卡迪宮（Palazzo 

Medici-Riccardi）外牆。Frederick HARTT, History of Italian Renaissance Art－painting, 

sculpture, architecture（New York: Harryn. Abrams, Inc., 1969）, p.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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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rculaneum）考古發現的影響，哈費勒˙加路奇（Raffaele Garruci）於 1856

年出版《龐貝的塗鴉》（Graffiti de Pompéi）一書，將漫畫與塗鴉繪畫連結並

且做一歷史方面的考證，特別是在大眾思想與文化層面；其後的魯道夫˙托普

佛（Rodolphe Topffer）與托馬斯˙萊特（Thomas Wright）在其著作中，均循

著此一研究路線對於「塗鴉」進行討論，加強了塗鴉繪畫與漫畫的關聯性。3 

由此處的資料可知，「塗鴉」（Graffiti）一詞到了十九世紀獲得廣泛的討

論，其意義經由文藝復興時期專門的壁畫技巧，轉化為兒童或業餘畫者在牆壁

上的恣意繪畫行為，甚至就其人物造型轉而指稱類似原始藝術中的繪畫風格，

例如所謂「火柴棒人物」（stick-man）組成的畫面，就是塗鴉的典型。根據牛

津英文辭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十九世紀後半許多學者如威爾

森（D. Wilson）、西蒙（Symonds）、帕理森（Mrs. Palliser）等人在著作中都

有提及塗鴉一詞。 

到了廿世紀前半，人們所熟知的塗鴉已經與兒童、青少年在建築物牆面上

的繪畫行為密不可分，並且隱含了未受繪畫訓練的、亂圖亂畫、甚至有礙觀瞻

之意，以至於時至今日在當代藝術的範疇中，塗鴉藝術（graffiti art）一詞專門

指稱 1960年代末到 1980年代中期青少年在城市建築物和地鐵系統以噴漆或簽

字筆作畫的風潮，地點則以美國紐約為塗鴉藝術的大本營，此即本文研究的範

圍。同時因為當時青少年以紐約的地鐵列車和都市建築牆面為兩類塗鴉對象，

特別是以地鐵車廂為甚，因此也出現以「地鐵藝術」（subway art）指稱此一

繪畫風潮。儘管繪畫的場所有別，「塗鴉藝術」一詞在此一繪畫風潮中已帶有

特定風格的含意，例如絢麗繽紛的字體、強烈的色彩對比與立體感的呈現等，

超越地鐵列車和建築牆面的物理界線，形成一個相當關心風格形式問題的都市

                         

3 Sheon, AARON, “The Discovery of Graffiti,” in Art Journal（Fall 1976）, pp. 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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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其判準可一體適用於同時期的地鐵列車塗鴉與建築物上壁畫是的塗鴉作

品，其意義將不同於文藝復興時期建築物的壁畫，也和廿世紀前半期美國、墨

西哥、和蘇聯的壁畫有所不同。不過檢視當時紐約塗鴉藝術的發展過程，顯然

地鐵列車對於塗鴉者有著莫名的吸引力。4 

依據卡斯托曼所著《塗鴉－紐約的地鐵塗鴉》一書，以及古柏與夏分合著

的《地鐵藝術》圖錄，可以勾勒出紐約地下鐵為主的塗鴉藝術大致面貌。紐約

地鐵塗鴉的形式一般認為可以追溯到 1970年夏季，一位來自華盛頓的十七歲

青少年戴米楚斯首先暗中在鄰居的冰淇淋貨車上書寫「Taki 183」的字樣，其

意為他自取的綽號與他所住的街道號碼作為個人新的名字，隨後擴展到曼哈頓

街區大肆書寫，其地點包含牆面、門階、公共建築，以及特別是當地的地鐵車

站（圖 63），此舉引起紐約輿論的注意與討論，也帶來一群模仿戴米楚斯書寫

方式的跟隨者。 

早期的塗鴉書寫者 Taki 183、Frank 207、Chew 127、Julio 204等人尚未考

慮字體形式美感方面的問題，只要人們可以認得即可。直到愈來愈多的塗鴉者

出現，他們開始關心在風格方面的問題以吸引觀者的注意，並且特別考慮書寫

名字的地點，例如 Soul I將他的名字寫在大樓外牆一半的高度，一般人在正常

情況下無法觸及，彷彿書寫的人會飛一般。這些精心安排都是企圖使自己的作

品成為都會區的焦點，能夠在眾多塗鴉書寫者的競爭之中脫穎而出，「將你的

名字譜成詩歌」（Making your name sing）。 

                         

4 亨利˙夏分與詹姆士˙皮哥夫的《噴漆藝術》中指出，八○年代初期因為地鐵當局大力清除

列車上的塗鴉，因此許多塗鴉者轉而尋求街區中的手球場牆壁作為替代之用。不過在清除地

鐵塗鴉之前就有許多塗鴉者從事壁畫式的塗鴉，也有若干塗鴉者兼從事兩者，例如李˙奇諾

斯。Henry CHALFANT and James Prigoff, Spraycan Art（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Ltd, 

1987）,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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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在塗鴉書寫者將注意力集中在地鐵車廂之時，七○年代初期風格方面

的競爭於焉展開，他們所思考的是如何使字體風格與形式更引人注意，遂加入

簡單的裝飾或小幅度的變化，例如 Kool Jeff將他的「J」畫成一個魔鬼的尾巴，

Cay 161和 Snake 131在他們的名字上方加一頂皇冠，諸如此類，不過文字部

分仍是清晰可讀的。費城塗鴉藝術對紐約也產生若干影響，在卓爾所著〈塗鴉

是公眾也是私人的藝術〉中，透過深入訪談得知許多費城塗鴉藝術家的創作情

況，可見除紐約之外費城也是塗鴉藝術發展的重鎮之一﹔《塗鴉－紐約的地鐵

塗鴉》特別提到來自費城的 Top Cat 126以細長的字型書寫他的名字，使觀者

較難以閱讀，但是華麗的字體卻使他的標誌在紐約的塗鴉字體中格外出眾，吸

引紐約曼哈頓其他塗鴉書寫者的注意進而仿效，稱之為「百老匯式的優雅」

（Broadway Elegant）。5不久布魯克林地區也發展出「布魯克林風格」（Brooklyn 

style），不過隨著七○年代塗鴉藝術的蓬勃發展，塗鴉書寫者逐漸以發展個人

風格為追求目標，同時七○年代早期更寬大的簽字筆問世更直接增進塗鴉書寫

的執行的便利性。 

塗鴉書寫者逐漸脫離僅僅書寫姓名的舉動，開始關注於風格、如何在眾多

塗鴉者之間突顯個人特色的問題，最主要顯示在他們對於名字的大小尺寸與色

彩方面，Stay High等人開始繪製長度及於整列車的文字塗鴉，其他塗鴉者有的

在字形當中繪製色代以製造彩虹般的效果。1972年 Super Kool創作了首件的

列車塗鴉「傑作」（Masterpiece）。6 

                         

5 Craige CASTLEMAN, Getting Up: Subway Graffiti in New York（London: The MIT Press, 

Massachuse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82）, p. 55. “Top Cat’s tags was difficult to read, but that 

seemed to make them stand out and attract attention all the more, and a number of Manhattan 

writers took up his style, dubbing it “Broadway Elegant”.” 
6 依據 Craige CASTLEMAN, Getting Up: Subway Graffiti in New York，「傑作」（Masterpi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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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技術的進步，塗鴉者可以更為便利地創作「傑作」，尤其是藉由噴漆

罐與噴頭的更換得以控制線條的粗細，而有所謂「fat cap」、「skinny cap」。

「fat cap」能夠讓塗鴉者快速書寫較粗的線條，再加上噴霧式噴頭的發展可以

在短時間內繪製大面積的色面。而 Phase II在 Super Kool的基礎上確立了傑作

的典型，以大而複雜的字體書寫他的姓名，並且在文字色彩與造型方面更為仔

細經營，搭配光影效果而創造出「泡泡字」（bubble letter）系列，不久泡泡字

的傑作幾乎成為紐約地鐵塗鴉的典型，其他塗鴉書寫者無不以泡泡字加上星型

閃光作為仿效對象。緊接著「3-D」字體就由 Pistol I創造出來，藉由固定於文

字的某一側繪出輪廓，以產生立體、浮凸的視覺效果。 

在繪畫形式愈趨複雜化之際，地鐵塗鴉的藝術風格逐漸發展成熟且完整，

許多塗鴉者彼此交流，或組成塗鴉團體。此時產生了「風格大師」（style master）

一詞，專指數量上能夠成功地在列車上執行最多塗鴉者，而風格已成為塗鴉者

獲致名聲的途徑，「風格戰爭」（style war）於焉展開，塗鴉者無不在文字的

內容、造型、色彩設計與技術方面絞盡腦汁，從各方面攫取靈感以創造新的形

式相互競爭，希望贏得與其他塗鴉者之間的戰爭並且獲得過往群眾的讚美而一

舉成名。在塗鴉者竭盡所能地開發新的形式風格之下，作品的造型與色彩愈趨

複雜化，所謂「狂野風格」（wildstyle）即是指這時字體交織、結構極度複雜

的畫面風格。不僅如此，隨之而來的是在作品大小方面也一較長短高下，地鐵

塗鴉逐漸從車窗以下書寫名字的範圍，擴張到「從頂部到底部」（top-to 

-bottoms），連同列車窗戶一併納入構圖當中，Riff創作了第一件從頂部到底

部的作品，寬度則佔了半節車箱，吸引了城中許多人的目光；以及橫向延伸到

整節車箱（end-to -end）的作品，1973年底便創造出第一件「整輛車」（whole 

                                                                     

意指書寫於車窗之下，長度不超過車箱側面長度的名字，或以「piece」作為簡稱。詳見後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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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的大面積塗鴉，Flint 707獨自運用鮮豔的色彩繪製 3-D字體，搭配藍天白

雲作為背景，從一節車廂的車頭至車尾皆佈滿了塗鴉者的創作。 

七○年代中期整列車的塗鴉已是地鐵塗鴉的普遍面貌，並且一個好的塗鴉

者除了書寫名字之外同時要繪製背景插圖，最常見的是以卡通人物作為文字以

外的配角，或者描繪室外風景、城市景觀作為大面積的背景；對於以車廂外塗

鴉繪畫為主的創作者而言，能夠創作兩節車箱的塗鴉已是最大極限，如能繪製

整列地鐵列車將是塗鴉最高境界，僅有少數塗鴉者在生涯當中達成此一目標，

且必須以數人合作方式完成。大多數塗鴉者都同意首件「整列車」（whole train）

的塗鴉繪畫是 Caine I、Mad 103、Flame One於 1976年 7月 4日所創作，主題

為配合美國國慶而命名「自由列車」（The Freedom Train）的作品，總共由十

一列車廂組成，其構圖包含各種星條旗圖式的描繪或變形。可惜的是這件塗鴉

巨構上線營運僅只一次，旋即遭地鐵當局送回清洗，目前未有影像資料留存。

其他如 Lee、Mono、Doc、和 Fabulous Five的 Slave於 1977創作的「聖誕列車」

（The Christmas Train）也是整列車塗鴉的著名例子。後來有些塗鴉者甚至不滿

足於一列車而已，創作兩列車以上的系列作，例如李˙奇諾斯創作的「世間即

是地獄」，「天堂即是生活」（Earth Is Hell, Heaven Is Life）二連作，藉由圖

式主題的設計清楚傳達兩列車的對比。 

在地鐵塗鴉風格發展完備之後，仍然出現許多新的形式，往往有著不一樣

的思考方向，例如「拋擲」（throw-ups），意指色彩、形式較為簡陋的名字，

不過 1975年 IN對於「拋擲」卻有不同的意見，他認為塗鴉（getting up）的本

意就是以數量取勝，並且原初的塗鴉是地鐵車廂內書寫名字的舉動，而非七○

年代車箱外繪畫式的表現，因此他刻意藉由簡短的名字，不特別著重繪畫風格

的做法達到他的主張，一時認同者也不少，遂引起七○年代中期塗鴉者對於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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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本身意含的檢討與爭論，有些以車廂外塗鴉為主的書寫者認為只有少數具有

繪畫天份的書寫者才能像他們一樣繪製車廂外塗鴉，對僅只簽名的「拋擲」顯

露不屑和輕視，宣稱「很少『玩具』（toy，塗鴉書寫者對新手的稱呼，在此作

為車廂外的塗鴉書寫者，對於從事拋擲的書寫者不去建立風格的鄙夷之詞）能

夠從事我們所做的」、「就算一百位從事拋擲的簽名者當中，也沒有一為有足

夠的想法和風格能繪製一福壁畫」，著名的塗鴉藝術家李˙奇諾斯認為拋擲是

「一堆破車」（a lot of jalopy），感嘆這代表「塗鴉之死」（the death of 

graffiti），，不過 IN確實帶起一波風潮，直到完成第一萬件「拋擲」的塗鴉，

他被奉為「萬物之王」（King of Everything）。 

七○年代末塗鴉藝術已發展得相當豐富而多樣化，不僅地鐵車廂內外，包

含全紐約街區的公共建築、牆面、路燈基座等皆是青少年喜好塗鴉之處。但是

早在 Taki 183出現引起輿論注意後不久，紐約官方就感到不悅，尤其當時的紐

約市長約翰˙林德賽（John V. Lindsay）對遍佈市區的青少年塗鴉極度不滿，

意志堅定地不斷透過行政與立法機制，以及其他各種可供運用的手段企圖消滅

塗鴉藝術，並且稱其為「塗鴉破壞者藝術」（graffiti vandalism art），1972年

除了塗鴉者本身的風格戰爭之外，紐約市官方對於塗鴉者也展開了「塗鴉戰爭」

（graffiti war），至此林德賽對塗鴉的憤怒將對抗塗鴉的議題提升至政治層次，

在加柏里克的報導性文章〈明亮房間中的塗鴉〉（Graffiti in Well-Lighted Rooms）

中有一段這樣的紀錄，說明當時反塗鴉者的心態： 

塗鴉的出現…「我認為這是竊賊的一種」，紐約藝術家馬克‧蘭卡斯特說，

「是對大眾運輸具有運送人們從一地到另一地的合理意義，這種權利的威脅。

我認為這對很多人而言是恐怖的。我無法將它和恐懼分開，就像是有人在公開

場合拿刀威脅你並搶劫你。如果你搭乘地下鐵就必須具有對暴力的免疫力。塗



 98

鴉的出現增加非法與危險之感，就像闖紅燈，已成為紐約的常態」。這個觀點

也由英國藝術家麥可‧克雷格-馬丁重申：「在地鐵系統作畫是一種恐嚇人們

的舉動。這是令人在紐約感到恐嚇感的一部分」。並且在《紐約時報雜誌》一

篇談論地鐵的文章，作者保羅‧塞羅最近描述塗鴉不外是對公共財產的破壞－

「瘋狂，亂寫，猴子在牆上亂畫」，在同時一位知名的藝術書籍主編宣稱塗鴉

藝術家該被送到勞改營。7 

七○年代塗鴉者就在這種狀態下度過，雖然官方不斷禁止、懲罰、外加許

多預防措施，但是由於許多方面配合不佳，法院對於塗鴉者又多以不起訴處

分，以至於遭警方逮捕的塗鴉者往往一犯再犯，眾多的年輕塗鴉者總能以靈活

的身手，利用警方看守下少數的漏失機會得以突圍而出，創造了當時豐富的塗

鴉文化。七○年代後期紐約官方除了利用大筆經費研發化學藥劑清除列車塗鴉

之外，也似乎缺乏積極的反制措施。新任的紐約市長愛德華˙庫區（Edward I. 

Kuch）對於塗鴉也同樣極思反擊，1981年採用以在地鐵機場廣建圍籬並飼養

                         

7 Suzi GABLIK, Has Modernism Failed（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1984）, pp. 103-104. “… 

the presence of graffiti…”I think it’s a kind of theft,” states New York artist Mark Lancaster, “an 

assault on the right to feel that public transport is a reasonable means for getting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I think it’s frightening to a lot of people. I can’t separate it from fear, from someone 

pulling a knife on you and robbing you in a public space. You have to have an immunity to 

violence if you use the subways. The presence of graffiti increases the sense of lawlessness and 

danger, like driving through red lights, which has become normal in New York,” This view is 

reiterated by the English artist Michael Craig-Martin, who states, “Painting the subways is a way 

of intimidating people. It’s part of a general sense of being intimidated in New York.” And in an 

article on subways in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uthor Paul Theroux recently described 

graffiti as nothing more than the defacement of public property－”crazy, semi literate messages, 

monkey scratches on the wall,” while a well-known editor of art books claims that graffiti artists 

should be sent to work 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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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犬的措施遏止塗鴉者入侵，短期之內確實有所成效，但從許多圖錄顯示

1980-81年間紐約的塗鴉繪畫仍呈蓬勃發展的面貌，印證哈林所說他在紐約所

見，塗鴉者仍能突破官方封鎖成功執行他們的計劃。直到八○年代中期使用更

快速的清洗溶劑去除列車塗鴉，並且紐約警方積極掃除地鐵系統中塗鴉者的聚

集區域，嚴加打擊塗鴉者的偷竊行為，這種屬於青少年的地鐵塗鴉風潮才逐漸

銷聲匿跡。8 

                         

8 對於紐約地鐵塗鴉的結束，有些研究者以警方掃蕩「書寫者角落」（writer’s corner），致使

塗鴉者的社群結構遭到破壞為主要因素，甚至塗鴉者轉向參與正式的畫廊制度也是造成地鐵

塗鴉瓦解的原因，詳見後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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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風格對於塗鴉藝術的重要性 

對於塗鴉藝術的形式風格，卡斯托曼在《塗鴉：紐約的地鐵藝術》已將表

現的形式由簡而複雜分為七種：「標誌」（tags）、「投擲」（throw-ups）、

「作品」（piece）、「車頂至車底」（top-to-bottoms）、「車頭至車尾」

（end-to-ends）、「整節車箱」（whole cars）、「整列車」（whole trains），

分別敘述這些分類的特色並列舉圖片，9這事實上也是塗鴉藝術由六○年代末

發軔以來，依照時間的演進順序，頗為符合藝術史家麥爾˙夏比羅（Meyer 

Schapiro）所指出的風格線性發展歷程。10由於卡斯托曼的分類方式一方面是整

理當時塗鴉書寫者所流通的語彙，另一方面也已經為後續的論著者所採用，因

此本文對此七項形式分類並不作描述。此外就紐約塗鴉風潮原本起源於塗鴉書

寫者以噴漆和簽字筆書寫名字的行為，除了因材料之故造成線性特質以外並無

圖形影像，或者強調視覺與觀看方面的要素，如同前述 IN宣示塗鴉的「本意」

應以數量取勝，其線性文字也是以文字內容為訴求。當然，線條的運用固為早

期塗鴉以及「拋擲」的重要形式特徵，大量書寫於公眾建物牆面以及地鐵車廂

內外，必然給予觀者在視覺上相當震撼，形成一般大眾對於塗鴉的初步印象，

眾多塔基 183的追隨者也以此作為群體溝通的視覺語言系統，是這些青少年集

體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就塗鴉書寫者而言其線條的表現純粹為受工具所限，並

且在以量取勝和躲避警方逮捕的情況下必須快速執行書寫，以至於線性文字是

最簡單快速的必然形式，塗鴉書寫者也未考慮風格形式與裝飾性的問題，這不

                         

9 Craige CASTLEMAN, Getting Up: Subway Graffiti in New York, pp. 26-40. 
10 Meyer SCHAPIRO, “Style,” in A. Lkroeber, Ed. Anthropology Today: Selections, （1962）, p. 

299. “...Parallel to the theorists of cyclical development, other scholars have approached the 

development of style as a continuous, long-term evolutionary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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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們書寫的訴求。是故依照前述七○年代中期紐約塗鴉似乎有兩種趨向，其

一是回歸早期以數量取勝的塗鴉書寫者，或者帶有「復古」意味的塗鴉繪畫；

另外則是愈來愈複雜絢麗的塗鴉繪畫，主要執行在地鐵車廂外部以及街區建築

牆面。這兩種意見雖然偶爾互相批評，在大環境上也還算相容並蓄，塗鴉者當

中亦不乏兼從事「拋擲」式的書寫和複雜的「傑作」的人，視當時狀況而為之，

都是紐約塗鴉文化的主要部分。11本文以藝術史及視覺文化相關現象的角度論

之，則將以塗鴉藝術發展成熟時期的作品為主要討論對象，選錄現有圖錄當中

較具代表性的地鐵車廂與接區建築牆面塗鴉傑作為主要討論對象（紐約地鐵車

廂塗鴉在八○年代後半即已清洗殆盡），較能夠對當代藝術豐富多樣的面貌有

所啟發。 

早期地鐵塗鴉者僅以書寫名字為目的，例如一張 1973年的地鐵列車塗鴉

所顯示（圖 64），其形式尚完全在車廂之下，可以看出數名塗鴉者書寫的名字

長度均不甚長，字體簡單，色彩也僅用單一顏色書寫，再加以深色或淺色輪廓

線以突顯主題，整體效果雖然明確但十分單純；另外由一件 Stay High 149於

1973年的列車塗鴉作品（圖 65），十分簡單地以淺色噴漆書寫名字，再於文

字中央加上較粗的深色線條，除了已具備「從車頂到車底」的形式外，唯一較

                         

11 社會學家理查˙洛克曼（Richard Lachmann）在其〈塗鴉作為一種職業也是意識型態〉（Graffiti 

as Career and Ideology）一文中，以塗鴉者的社會關係為討論重點，指出「簽名者」（tagger）

與「畫壁畫者」（muralist）在基本結構上的不同，簽名者以數量取勝，畫壁畫的聲譽則取

決於其風格，兩者在目標、區域性、學習養成過程、與群體的關係等方面都有所差異，應分

別論之，並且就他的訪談推估，簽名者約佔塗鴉書寫者的三分之二。本文以藝術史的學科本

位為考量，著重於塗鴉與當代藝術史之關係，如洛克曼指稱兩者當中畫壁畫者是與藝術世界

有關聯的，因此本文的研究是以他所謂畫壁畫者，或是具有形式風格要素的塗鴉作品為主要

研究對象，始能呈現塗鴉與當代藝術的關聯性。Richard LACHMANN, “Graffiti as Career and 

Ideology,”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4 (2)（September 1988）, pp.22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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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繪畫性質的是在名字之後的人形圖案，一個僅以線條架構身體的吸煙人

物，頭上有代表煙霧的圓形，此即 Stay High 149的標誌。 

不同於早期塗鴉的簡單構成，在塗鴉者相繼以風格作為競爭主題之後，地

鐵列車塗鴉旋即變得絢麗複雜，代表塗鴉繪畫發展趨於成熟。以剪輯於《地鐵

藝術》的名字塗鴉為例（圖 66），名字絕對是所有塗鴉藝術表現的主題重心，

其構圖已經很少有如同早期塗鴉有如印刷字體般的字型，而再融入作者許多巧

思，例如適度的變形、將文字筆劃延伸再做變化、或者將文字重新拆解組合，

文字彼此重疊也是十分常見的設計手法。大致上塗鴉者對於文字造型的安排都

已相當具有設計水準，形狀雖然變化多端，但是每個文字仍能維持相似的大小

以及相同的造型風格，筆劃粗細、空間間隔也都控制得宜，使得整體視覺效果

協調而勻稱，絲毫沒有生澀之感。而在色彩方面更可發覺塗鴉者的天賦，通常

這些成熟時期的塗鴉繪畫都繪以高彩度之色彩，當然這是以噴漆作為媒材的特

質之一，然而塗鴉者的色彩搭配卻更能顯出色彩在塗鴉繪畫中的重要性。文字

是塗鴉表現的中心，因此塗鴉者會以最鮮豔的色彩表現，同時還流行在文字中

使用類似色做漸層變化的效果，讓數種色彩藉由噴漆自然融合，製造雲霧般的

混色現象，或者使用其他色彩在文字當中繪以斑點、線條、色塊等抽象的塊面

分割。總之如同早期塗鴉文字僅施以單一色彩的做法在此時似乎已是落伍的象

徵了。而後塗鴉者往往會加上線透視前縮法（foreshorting）的效果，或是在文

字後方繪以陰影與投影，也就是前述風行之「3-D」畫法，立體感的表現一向

是塗鴉者所關心的主要效果之一，使文字彷彿突出車體的逼真程度。 

在文字部分完成之後，背景再以適當的圖形繪製，通常較多雲霧般的抽象

圖案，純粹襯托主題文字，也有很多塗鴉者會使用卡通人物造型作為另一表現

重點，或者配合塗鴉繪畫所傳達之訊息設計適當的具象圖式，也有以風景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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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的。最後，再以文字色彩的對比色作為輪廓線，若文字並非低明度色彩，

則輪廓經常以黑色框之，讓文字的色彩效果更形突出，並且在文字的固定一側

經常會以白色線條表現受光面，加上若干光斑，以及塗鴉藝術特徵之一－「米」

字型的閃光作為裝飾，以呈現文字有如金屬光澤般的亮麗炫目。大抵上塗鴉者

繪畫過程是經過詳細的思考與計劃，創作之初已將畫面整體效果考慮周詳，因

而實際繪製時先施以淺色噴漆畫出主要色面，逐漸加深並且塑造出文字、圖案

造型，最後的輪廓線、反光、閃光和其他細小的裝飾圖案必須極為謹慎，小心

翼翼地將畫面整理、修整妥當，才算完成作品。 

試以 Rolieo Dien於 1982所畫的地鐵塗鴉為例（圖 67），畫在灰暗的車體

表面是窗戶以下的形式，作者以圓弧、曲線的造形設計文字，文字當中的 R、

e在筆劃上刻意做了些許改變，使整體視覺效果配合圓潤的文字造型產生高低

起伏的律動，但觀者仍能輕易辨識。文字色彩大致以粉紅色為上半部，下半部

則為黃色，兩色在文字中段自然融合，並且利用白色在紅色、黃色之上製造出

如同雲霧般的暈染效果，再加上黃色的圓圈狀線條或斑點。文字的輪廓，以及

線透視效果的陰影皆使用黑色，配合文字約往左下傾斜的動勢陰影描繪於左下

方，使得文字在強烈色彩明度對比和立體感的營造之下更加突出明顯。文字後

方以暗紅色做背景，包括文字間的空隙皆以暗紅色填滿，外輪廓為波浪狀，如

同雲層包圍文字部分。在文字表面的上方及右側沿著文字輪廓加上白色線條作

為反光，其線條有時間斷而加上點狀光斑，讓文字圓潤飽滿；在陰影部分也有

許多相同方向的白色反光線條，以及背景輪廓線也以白色曲線為之。最後是分

別於文字上下適當處描繪的米字型閃光，彷彿文字正閃耀著光芒。在灰色系為

主的地鐵車廂上這樣的表現的確十分耀眼醒目，作者以圓形、曲線為主要造型

風格，而色彩方面暖色系類似色的應用使作品予人和諧之感，較淺的文字色彩

以暗紅色背景襯托，再加上黑色的陰影與輪廓線，以及白色反光、光斑、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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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應用，所繪製的即是「泡泡字」的典型，強烈的對比和逼真的立體效果達到

短時間即能引人注目的目的。 

再以 Dondi於 1980年創作「死亡之子的復活」（Children of the Grave 

Return）由車頂到車底的塗鴉為例（圖 68），五個字母幾乎佔據整個車廂側板

均勻地排列，包括車窗和車門玻璃都納入畫面構成範圍而加以噴漆，字型由右

上往左下傾斜，筆劃粗細皆相同，使得字體看來工整勻稱。畫面雖非高彩度色

彩組成，但多為高明度的黃色、紅色、綠色，以及背景高明度的藍色與紅色閃

電，文 50樣以黑色作為輪廓線和陰影，整體視覺效果因而明亮，又能因為黑

色輪廓與淺色系的對比使主題更加顯著，而色彩的混色則加入斑點狀的效果，

最後再加上白色反光與光斑。畫面左側是一隻向前伸出的手掌，可以看出對於

形狀的描寫逼真，以膚色為底略施以赭色表現立體感，陰影部份以黑色處理。 

Shy 147與 Kel合作的 1980年範圍在車窗以下的塗鴉傑作（圖 69），主題

只是兩人的名字併排，但是屬於「狂野風格」的形式使畫面非常複雜，也因此

為他們贏得「贏家」（burner）的稱號，12由直線與斜線構成的字型每個字母筆

劃都極度誇張扭曲，在筆劃末端往往作延伸變化處理，例如 S的起首部分繪成

一個代鉤的箭頭，中斷也由向筆劃延伸出一個向下的箭頭，末端增加許多折

曲；Y字末端也延伸出一個箭號。KEL中的 L原本簡單的結構也極度扭曲末端

經過迴旋再形成一個箭頭，並且文字彼此交錯重疊，加上許多延伸、誇張的筆

劃其視覺強度已經足以干擾原本的文字，以致於畫面中除了 147三個數字之外

名字的部分幾乎已無法辨認，配合畫面過多複雜的裝飾效果形成彷若均勻遍佈

                         

12 「burn」在塗鴉者的俚語中即指競爭，而「burner」是車窗之下狂野風格的贏家。Martha 

COOPER, Henry Chalfant, Subway Art（New York: Henry Holt, 1984）, p. 27. “Burn: To beat the 

Competition. Burner: A well-done wildstyle window-down whole car; a burner is a w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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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色彩方面使用高彩度的藍色、黃色、紅色，雖然之間的變化並不大，

但是細碎的高純度色彩配置增加了畫面的複雜度，在藍色的 SHY上面佈滿紅

色、綠色、粉紅色的斑點，KEL三字則有黃色、黑色再加上深紅色為輪廓線，

當然還有許多白色反光和米字型閃光。複雜、重疊讓人難以閱讀的變形字體，

以及鮮豔亮麗的色彩是狂野風格的必要條件，也才能贏得「贏家」的稱號。 

Noc於 1981年創作的「風格戰爭」（Style War）塗鴉傑作（圖 70），主

題文字是 STYLEWAR七字，其中 STYLE是以狂野風格的形式繪製，WAR則

是工整的「直式字體」（straight letter），前者曲線構成又變形，末端延伸成

箭頭的字體令觀者較難辨認，與後者形成對比，即是題目「風格戰爭」的主要

訴求。字體內部以黑色、灰色、以及白色的塊面、線條、斑點交互混雜，原本

應是前縮法陰影部分則換成白色加上橙色斑點，彷彿閃電擊中文字造成的發光

效果。這件傑作背景部分佔了較大的面積，左側有地鐵列車、軌道、以及一座

軌道相關設施，以擬真的手法描寫，使用線透視製造三度空間的立體感，色彩

依照物體固有色描寫，並且在軌道與其設施的陰影部分都施以低明度色彩，表

現出物體在強光之下的光線立體感。右側則是一個類似人物造型的紅色結構

物，依稀可以看出頭部像是包裹了厚重的帽子、頭套、與面罩，身體縮短，細

瘦的腿部而腳上穿著一雙大靴，伸出的右手掌描寫清楚，左手的位置則延伸出

一塊不易辨認的結構，末端另有一個相似的人物造型。這些具體圖式色彩明

確，都以黑色線條作為輪廓使其明顯突出畫面，背景則呈完全的抽象，在畫面

中央深藍色、粉紅色、橙色所組成的色面極為複雜，並飾以許多黑色的線條與

斑點，尤其文字周圍許多細部黑色、灰色斑點構成增加畫面複雜炫目的視覺效

果，堪稱傑作。 

抽象背景構成以未來 2000的作品為例（圖 71），這是一件極為少見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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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為主題的地鐵塗鴉，除了車廂中央偏右處一個擬真的破洞裂紋描寫，畫面

泰半以噴漆營造色彩彼此自然融合的情境，以橙色、紅色系為主，此外就只有

少許明顯的黑色斑點和作者特有的簽名，簽名所佔比例甚小也沒有特殊的色彩

變化，可見該作品並不以名字為主。可以發覺畫面左側由白色過渡至橙紅色的

漸層變化頗為細膩，兩色交界處透出許多綠色、紫色、紅色等斑點，其間彩度、

色相的變化十分細緻，在繪製之時勢必經過不同層次重疊、融合的精心安排，

始能達到這種繽紛的色彩效果。 

以上列舉數件地鐵塗鴉傑作做較深入的形式分析，在現有圖錄中仍有許多

值得關注的繪畫風格，在此不一一贅述。可見在塗鴉藝術步入成熟之際，其特

有的美學觀也逐漸形成，大柢複雜、有變化的構成形式是塗鴉者在設計上所追

求的，在字體的設計上盡可能追求創意而加以延伸變形，不過創新的字體往往

也會造成流行，而引起跟隨者的模仿。在一個畫面當中各個部分都會佈滿圖案

或文字，複雜的畫面構成近乎均勻遍佈的效果。色彩是塗鴉繪畫重要關注的項

目，塗鴉者儘量讓色彩鮮豔亮麗，並且從上述幾個實例都可發現塗鴉者對於色

彩的配置有其獨到之處，他們擁有敏銳清晰的色感運用類似色達到畫面的協調

性，更善於應用色彩對比讓主題鮮豔奪目，諸如補色對比、色彩明度對比的靈

活運用，文字和具象物體多半以黑色線條作輪廓線，都使得地鐵塗鴉在灰暗的

都會景觀中十分顯眼。 

一般而言塗鴉繪畫不似文藝復興時期以來的具象繪畫，以描繪一個特定場

景為目的，但是以文字為主題的繪畫幾乎都有光線的表現，配合文字前縮法的

透視方向而營造自畫面外部而來的光線，以及在文字陰影的相反位置以白色噴

漆繪製的反光，加強了外來光線在畫面中的影響力，頗為類似十七、十八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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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畫家以暗箱（camera obscura）輔助繪畫所特有的「光斑」（圖 72），13 包

括背景也會配合同樣的陰影與反光表現。並且許多塗鴉者常用閃電狀或是爆炸

般的圖式呈現主題（圖 73），是屬於畫面中光源的表現，作者利用純淨的白色

或是高彩度的紅色、黃色、藍色呈現，整體視覺效果營造都能配合形成合理的

光線構成，例如前文提及 Noc的「風格戰爭」塗鴉傑作，原本屬於陰影的部分

因為閃電的關係而使用白色，使文字正面因為黑、灰色系的關係成為彷如逆光

的暗面，更顯出閃電強烈光線的耀眼程度，文字部分因而也成為發光的光源之

一，可見塗鴉者十分熟稔畫面中傳統的光線效果，這種類似逆光的光線色彩處

理也經常可在塗鴉作品中發現，例如 1980年一件 Bus Eric的塗鴉 BUS三字便

是採用這種方式，文字內部使用深綠色與赭色系，背景大部分為黑色，而文字

的輪廓和立體部份以白色處理，使文字呈現發光之感。當然，塗鴉特色之一的

米字型閃光也是重要的光線表現，繪於最表層的閃光塑造主題質材晶瑩剔透的

感覺，也代表主題部分自體光源的展現，是讓畫面能夠明顯引人矚目的關鍵之

一。而塗鴉繪畫中許多細膩的色彩融合表現，類似雲霧狀的處理也都可以察覺

期間有著細緻的光線繞射其中，例如前述未來 2000的作品，紅色、黃色等類

似色在白色的融入之下，以渲染和重疊的方式製造如雲層般的感覺，在這些色

彩彼此的層疊之下高明度的白色、黃色因此代表細緻的繞射光線，如同林布蘭

（Rembrandt van Rijn）作品中背景細膩的光線處理方式。 

從眾多的塗鴉藝術中可以發覺，塗鴉者對於空間立體感的追求是他們一直

                         

13 這種光斑效果在維梅爾（Jan Vermeer）的作品中最為顯著，參見Martin KEMP, The Science of 

Art（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90）, pp. 193-194. D. FINK, “Vermeer’s Use of the Camera 

Obscura－A Comparative Study,” in Art Bulletin, vol. LIII（1971）, pp. 493-505. C. SEYMOUR, 

“Dark Chamber and Light-filled Room. Vermeer and the Camera Obscura”, in Art Bulletin, vol. 

XLVI（1964）, pp. 323-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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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經營的課題，不斷實驗新的方式企圖讓文字和其他圖式達到非常逼真，彷

彿從車體表面突出的錯覺，甚至觀察塗鴉藝術簡史，幾乎就是以空間立體感的

呈現為其發展主軸，傳統上空間幻覺一直是平面繪畫所追求的目的之一，塗鴉

藝術家對於立體、三度空間的效果符合美學家蘇珊˙朗格（Suanne Katherina 

Knauth Langer）將平面藝術視為「空間幻象」的理論，14藉此吸引觀者的注意。

如同光線營造，其空間表現法也是試圖以虛擬的三度空間表現，製造一個合理

的場景，因而十分注重空間感的視覺效果（圖 74）。塗鴉者常用物體重疊的方

式就立即製造出豐富的空間層次，通常文字明確地浮凸於背景之上，文字之間

彼此交織層疊就已顯現其空間屬性（圖 75），在狂野風格的字體當中複雜的空

間感更是達成其目的的必要條件。對於空間立體感的營造塗鴉者經常利用線透

視技法，以主題文字為正面，使用前縮透視法技巧表現字體的厚度，可以觀察

得知由文字輪廓向後延伸許多投射線，整齊地向一假定的消失點匯聚。或許塗

鴉者為強調最明顯的深度空間，地平線及消失點大部份均未出現在畫面上，使

得文字多呈現 45度仰視或俯視效果，文字厚度因而能呈現較大面積。這種深

度空間的畫法十分精準地再現文藝復興時期的線透視技巧，很難想像竟然是發

生在被官方稱為「藝術破壞者」的塗鴉藝術領域，由一群十餘歲的街頭青少年

在極短的時間內所繪，並且這些地鐵塗鴉中包括陰影（shadow），甚至偶有出

現的投影（projection）都能按照線透視的觀念正確畫出，配合投影應有的光線

色彩更加強了物體的空間立體表現。 

至於在線條方面，主要受限於媒材本身的性質，早期純為書寫名字的塗鴉

                         

14 蘇珊˙朗格（Suanne K Langer）一般稱之為符號學美學的代表，他將各類藝術以符號

（symbol）的視之，其著作《情感與形式》一書第五章「視覺空間」（visual space）探討了

視覺藝術中的空間與再現觀念。Susanne K. LANGER, Feeling and Form: a theory of art 

developed from philosophy in a new key（New York: Scribner, 1953）, pp. 6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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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噴漆罐之外簽字筆也廣為使用，因而書寫性的塗鴉文字必然是線條的呈

現，即使後來發展出較寬的筆頭，塗鴉者也在文字之外加上簡單的圖案，一般

而言確實在街頭所見塗鴉是以線條構成，線性是早期塗鴉形式上的特徵之一。

但是在噴霧式噴漆罐盛行之際，街頭、地鐵塗鴉在形式上就未必是以線條為

主，這種噴漆罐的噴頭可以更換，霧狀噴頭能夠在短時間繪製大面積的色面、

漸層等效果，對塗鴉者而言各種繪畫形式可以更自由地運用，不需因媒材之故

有所限制，地鐵塗鴉的傑作往往色面、線條、斑點綜合運用，以創造複雜炫麗

的視覺效果，並不侷限於單一的構成形式。不過許多塗鴉者除了名字和陪襯的

圖案之外會書寫某些「信息」（message），通常為對於作品的短評文字（圖

76），也有其他塗鴉者對於塗鴉作品的評論。這些文字在塗鴉文化中十分常見，

由於是說明、陳述性的文字，幾乎都是以噴漆或簽字筆直接書寫，未做其他裝

飾以清楚傳達文字信息，同時較多的文字要在短時間書寫，以致這些信息文字

完全以線條組成，如同早期塗鴉的名字。這種形式在塗鴉繪畫所佔的比例也不

在少數，因此塗鴉繪畫中線性的形式特質在此仍可發覺，形成塗鴉藝術多半以

線條為主的一般印象。 

藝術的形式必然有其圖像根源，塗鴉藝術呈現出複雜艷麗的風格理應其來

有自，或許和當代藝術中生率藝術、抽象表現主義均勻遍佈的構成類似，色彩

也有些類近六○年代普普藝術慣用濃艷的色感，以及大面積、高純度的色彩對

比。不過就整體風格而言似乎在大眾文化、或是平面設計領域較能發現其風格

的真正根源。如同複雜的文字結構是塗鴉藝術的特徵之一，在菲力普˙梅格

（Philip B. Meggs）所著的《平面設計史》（A History of Graphic Design）中可

以發現，早在十九世紀前半的工業革命時期，印刷字體就對於文字加上立體效

果或陰影造成的三度空間幻象產生興趣（圖 77），甚至在文字當中飾以細緻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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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的裝飾圖紋（圖 78），15似乎為地鐵塗鴉文字找到了最初的典型；而維多利

亞（Victorian Era）晚期的文字裝飾風格，延續至廿世紀初期象徵主義運動

（Symbolist movement）與新藝術（Art Nouveau，在德國則稱為「年輕風格」

Jugendstli）的設計品味，不論在文字或圖案上都呈現極度的裝飾性，使用如植

物般的有機曲線，讓圖形的視覺效果複雜並具有流動感，例如一件約 1900 年

名為「年輕」（Jugend）的海報作品（圖 79），年輕一字就是海報的主題，除

了加上透視效果的陰影描繪外，文字本身內部以女性臉部與頭髮的線條作為裝

飾圖案，豐富了文字的表面的肌理變化，令人十分訝異這樣的表現手法與六十

年之後的紐約塗鴉藝術竟如此類似。這些印刷字體對於廿世紀中的平面設計發

展具有重要影響，其影響所及包括海報、卡片、書籍封面、報紙雜誌、唱片封

面、商店招牌、與商標字體等，相信廿世紀後半的世代也能夠輕易接觸到這些

藝術運動在設計方面的成果。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國 1960年代視覺藝術出現歐普藝術運動（Op art），

以重複的曲線製造複雜的畫面結構，使視覺上產生彷若動態的幻象。其對於平

面設計的影響也造成另一種獨特的文字設計風格，藉由文字的變形使其複雜炫

目，並且帶有動感，最著名的是魏斯˙威爾森（Wes Wilson）1966年所設計的

作品「聯合演唱會」海報（The Association，圖 80），在這張海報之中文字就

是主要的影像，經過極度的扭曲變形，排列也呈複雜的曲線迴旋狀，字體邊緣

塑造成火焰般的尖銳造型，以致文字幾乎難以辨認，卻也達到誇張的動感與令

人迷炫的視覺效果，一般將他的海報稱為「迷幻海報」（psychedelic posters）

風格。 

                         

15 Philip B. MEGGS, A History of Graphic Design（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98）, pp. 

128-129. 



 111

約翰˙巴尼考特（John Barnicoat）的著作《海報簡史》（Posters: a concise 

history）也說明了新藝術運動影響下，美國六○年代的平面設計風格，他更直

接稱之為「嬉皮海報」（Hippy posters），以維克特˙莫斯科索（Victor Moscoso）

為代表，例如他於 1967年設計的「年輕之血」海報（Young Bloods，圖 81），

中央人物圖案內部即是許多文字的構成，在畫面上下端都有延伸扭曲的文字排

列，加上其色彩配置都以高度的補色並置，例如橙色與藍色、紅色與綠色的對

比，以致於觀者幾乎難以辨認這些文字的形體。 

關於這類「迷幻海報」、或「嬉皮海報」的詮釋，巴尼考特直指繼承自廿

世紀初的新藝術與象徵主義，嬉皮海報設計者原本就有有意追求過去經驗，效

法既有的藝術形式，同時六○年代嬉皮文化對精神品質的追求也可比擬十九世

紀末，培拉旦（Sar Joséphin Peladan）對於風行於當世的唯物主義（materialism）

的幻滅，並且著長袍、蓄鬍、吸食迷幻藥同時是象徵主義與嬉皮運動的特徵，

在藝術設計上嬉皮誇張了前人的表現手法，使效果更加突出，也因而受到更多

觀者的注意。16 

梅格則指出六○年代的社會運動，新世代年輕人追求反傳統的另類生活方

式，透過蓬勃發展的媒體傳佈，為這個時期的平面設計提供了精神基礎，前述

的迷幻海報風格即與普普藝術、搖滾樂、迷幻藥等反既有價值的觀念有絕對的

關聯。這些藝術家多為自學，經常為音樂會（通常是搖滾樂）和舞會設計海報，

圖像來源包括了前述的新藝術等，以及最主要為大眾文化的視覺風格。17這一

類型的設計風格特色為波浪造型、複雜扭曲的文字或圖案，搭配高彩度、強烈

                         

16 John BARNICOAT, Posters: a concise history（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Inc., 1972, 

reprinted in 1986）, pp. 57-63. 
17 Philip B. MEGGS, A History of Graphic Design, pp. 40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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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的色彩，以致觀者幾乎難以辨認，彷彿可以類比於搖滾樂對於聽眾的感染

力，甚至迷幻海報的視覺效果，即是企圖以視覺形式達到，或者表現出吸食迷

幻藥之後的幻象，與八○年代狂野風格的塗鴉繪畫是十分雷同的，因此對於塗

鴉藝術的風格品質，無論在繪畫形式本身或是發生的背景文化都有了一個清晰

的脈絡足以解釋。 

紐約的塗鴉除了以文字為主題外，也有許多塗鴉者兼作插圖為作品的一部

份，舉凡人物、動物（或擬人化的動物）、風景、電車圖案等都曾出現過。最

常見的屬人物造型，據《地鐵藝術》的分析塗鴉者的圖式雖然主要來自大眾文

化領域，如卡通、漫畫之類，舉凡米老鼠（圖 82）、唐老鴨（圖 83）、頑皮

豹（圖 84）等都是地鐵塗鴉常見的圖式，但是他們企圖將之提升至較高的層次，

他們由這些來源加以選擇，組合創造出屬於自己的人物圖案，許多人物造型事

實上是代表塗鴉者自己的影像（圖 85）。18從這些人物造型來看，可以發覺塗

鴉者對於卡通漫畫的表現技法相當熟稔，五官表情誇張地描繪，達到一般卡通

漫畫的趣味造型，如同《地鐵藝術》所示，Dondi以「Vaughn Bodé」漫畫中的

人物作為塗鴉圖式，他在短時間內能夠精準地表現出該人物造型，可見塗鴉者

的描寫能力與對於卡通漫畫風格特質的掌控具有相當水準。 

由前文的分析得證，風行於六○年代末至八○年代中期的街頭、地鐵塗

鴉，其風格形式愈來愈趨向精練與複雜，可知塗鴉者深諳視覺形式運作法則，

熟稔媒材特性並具備相當的繪畫技巧，能夠巧妙運用造型、色彩的特性使作品

達到最強烈的視覺效果，實在不像是未受正統繪畫訓練的青少年所為，更何況

地鐵塗鴉的創作環境往往極為惡劣，通常是在地鐵隧道或停車場利用夜間快速

作畫，當塗鴉者在併排的列車之間作畫時視野因而十分狹小，但是卻要創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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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大面積的圖式，塗鴉者根本很難看到繪製中的作品全貌，19而且塗鴉者也必

須對於噴漆技術擁有極佳的掌控能力，許多細節和輪廓線的描寫仰賴手部的穩

定度，稍有遲疑則原本的設計將完全變形，甚至多餘的顏料將嚴重向下流動，

使作品受到難以彌補的毀壞，更何況還有許多細部的描寫與數種色彩的漸層渲

染需要仔細而穩定的手繪技巧，因此塗鴉絕非亂塗亂畫。 

塗鴉傑作具有高度的繪畫性，其原因在於塗鴉文化中風格形式一直是塗鴉

者關注的課題，在彼此間強大的競爭壓力之下以及自我驅策的心理，使得塗鴉

者非常積極地投入形式方面的創造開發。塗鴉者在創作作品之前事實上經過了

相當的思考，在《地鐵藝術》中作者描述了塗鴉者的繪畫技巧： 

創作一件作品要有相當準備。塗鴉書寫者們事先要準備一個速寫本，

仔細地繪出輪廓，畫出人物造型，並且標示出色彩的略圖。塗鴉書寫者必

須累積包括他自己的繪畫，也特邀包含與他一同工作的友人的作品…每個

有理想的年輕塗鴉書寫者都會擁有一本可供他練習創作的速寫本。除了他

自己的作品，也包含其他塗鴉書寫者為他所做的作品，如此他以後可以將

這些作為範本。當然，他會花很多時間觀察地鐵列車…想要學習複雜的狂

野風格是沒有捷徑的，時間的投入是無法取代的。然而，最好的學習方式

是透過對於整個塗鴉藝術，由簡至繁的歷史的理解…有一個可以使風格更

加完美的方法是透過攝影。塗鴉書寫者總會為他們的圖畫拍照，是為了紀

錄也同時作為一個學習的策略。對於列車上的塗鴉作品確實沒有其他正確

                                                                     

18 Martha COOPER, Henry Chalfant, Subway Art p. 80. 
19 紐約地鐵車廂長 60呎（約 18.3公尺），高 12呎（約 3.6公尺），扣除車頂與轉向架所佔

空間，實際繪畫高度仍超過 2公尺，但平行的列車軌道若都停放車輛，其間距僅有 1公尺餘

可供容身。這樣的繪畫面積即使塗鴉者盡其所能快速繪製作品，整輛車的塗鴉約需八小時才

能完成，約耗費廿餘罐噴漆。Martha COOPER, Henry Chalfant, Subway Art 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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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方法，因為它們很少維持足夠長的時間或是停放在適當之處。Dondi

說：「這是我們為之攝影的原因，因為當我們拍照後我們可以看到自己的

缺失，下次我們再畫的時候便能愈來愈完美。」20 

這段文字很清楚地顯示塗鴉者透過速寫本不斷練習，以及利用攝影為自己

的塗鴉藝術追求進步的作為，同時古柏與夏分的附圖也證明了塗鴉者利用速寫

本設計文字輪廓造型，以及使用簽字筆製作色彩略圖的情形（圖 86），可見塗

鴉者對於他們的造型和色彩等風格問題是再三思考、斟酌，不斷練習務必使圖

式達到最佳效果才實際執行，他們的心態不僅是為了使作品能在眾多塗鴉競爭

者之間脫穎而出，其對於塗鴉繪畫的認真態度也堪稱積極而全心投入，非常用

功，儘可能發揮個人的繪畫創造力到極致。這種使用速寫本繪製草圖的情形，

在卓爾的〈塗鴉是公眾也是私人的藝術〉一文中也透過訪談記載了塗鴉者努力

學習的過程，他特別詮釋塗鴉事實上也是私人性的藝術，強調在執行公眾場合

的塗鴉之前，他們風格的發展是建立在紙上的，塗鴉者會準備一本筆記本或者

                         

20 Martha COOPER, Henry Chalfant, Subway Art, p. 32. “It takes a great deal of preparation to creat 

a piece. Writers prepare sketches beforehand, carefully outlining the piece, drawing the characters, 

and noting the color scheme. The writer must accumlate the paint either by himself or by inviting 

friends who have paint to work with him…Every hopeful writer owns a sketchbook in which he 

practices piecing. In addition to his own work, the book contains pieces that other writers have 

done for him, which he can then use as models. And, of course, he spends many hours watching 

trains…there is no easy way to learn the complicated wildstyle, and no substitute for time. Rather, 

the best way to learn is through recapitulating the entire history of graffiti art, from the simple to 

the complex…One method used for perfecting style is photography. Writers always take pictures 

for their work, both as a record and as a learning device. There is really no other way to study a 

piece on the train properly, since it rarely stands long enough or in the right places. Dondi says: 

“That’s why we take pictures, ‘cause when we take pictures we see our own mistakes and the next 

time we go we get better and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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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之為「作品集」（piece book），在上面做很多作品的縮圖。這種作品集或

筆記本不僅作為塗鴉者私人練習的工具，也會在塗鴉者之間流傳，甚至是塗鴉

者互相挑戰的媒介，塗鴉者會將自己的設計併排在別人的作品旁邊以為挑戰，

再請第三者作裁判。21 

除了塗鴉者本身對於造型色彩的自我磨練，他們彼此間同儕的相互交流與

刺激，也是促成塗鴉繪畫風格不斷趨向精練的原因之一。從前文《地鐵藝術》

的描述中得知，塗鴉者之間由於個人的名氣，或是在實際塗鴉創作上的成就而

隱然有類似階級的人際結構，較資深的塗鴉者或可為新進的塗鴉者繪製草圖，

許多塗鴉新手也以獲得傑出塗鴉者的圖式而感到興奮，甚至提供繪畫用具作為

交換條件。22他們會將這種圖式珍藏並且模仿，所以在塗鴉風格的發展方面經

常可見每當某種創新的形式被設計出來，便會帶動一陣時期的流行，這是新進

塗鴉者得以快速進步並融入塗鴉文化的主要因素。實力相當的塗鴉者彼此切磋

砥礪也能夠使塗鴉繪畫不斷更新進步，即使是素不相識的塗鴉者偶然相遇，就

算原本是競爭關係也會基於對塗鴉文化的身分認同，而有所交流，是良性競爭

刺激風格的精進。 

此外，七○年代中期許多塗鴉者聚集成塗鴉團體，擁有共通的名稱，這在

卡斯托曼的著作中已整理分析。23許多塗鴉者藉由集體行動可以獲得互相交流

的機會，這種團體共同練習、工作的創作環境集合了多數人的智慧與創意，自

                         

21 Robert S. DREW, “Graffiti as Public and Private Art,” in Larry Cross Ed. On the Margins of Art 

Worlds,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5）, p. 239. 卓爾的分析舉證雖然以費城塗鴉為主，

但他也表明費城與紐約的塗鴉行為模式是相同的，可以相互參照。 

22 Martha COOPER, Henry Chalfant, Subway Art, p. 33. “Writers sometimes provide paint to a 

master in return for an outline.” 
23 Craige CASTLEMAN, Getting Up: Subway Graffiti in New York, pp. 9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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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能夠引發更豐富的塗鴉繪畫形式。在他們聚會的時候會交換彼此的速寫本以

及所拍攝的塗鴉照片，互相討論並提供意見，當然也會不斷練習自己的圖式，

觀摩其他塗鴉者的設計，發揮塗鴉團體的最大效應。 

由塗鴉繪畫如此精練的形式表現以及他們用功努力的程度，可知塗鴉者必

定以自學的方式研習藝術史知識，藉由各個時期藝術家的圖錄資料，可以很方

便地學習到視覺圖式的各種表現效果。這一點在卡斯托曼的著作中也得到證

明： 

塗鴉書寫者通常對藝術有興趣…他們對於插畫、攝影、書法、印刷、

繪畫技巧的興趣超過很多其他同年齡的人。塗鴉書寫者有時也對藝術史感

到興趣，從藝術書籍與博物館中尋找他們新作品設計的靈感。24 

卓爾的文章中也藉由採訪歸結： 

許多塗鴉書寫者表示他們明瞭他們擁有藝術方面的天賦，並且在求學

階段的藝術課程中開始練習他們的塗鴉風格。塗鴉書寫者一般都了解塗鴉

的歷史發展，並且熟悉較為有名的紐約塗鴉書寫者的作品。25 

                         

24 Craige CASTLEMAN, Getting Up: Subway Graffiti in New York, p. 70. “Writers frequently have 

an interest in art…They take a greater interest in techniques of illustration, photography, 

calligraphy, printing, and painting than many other people their age. Writers sometimes are 

interest in art history, seeking inspiration for new designs of their pieces in art book and 

museums.” 
25 Robert S. DREW, “Graffiti as Public and Private Art,” in Larry Cross Ed. On the Margins of Art 

Worlds, p. 240. “When asked how they go into graffiti, a number of writers said they realized they 

had artist talent and began practicing in graffiti style in art class at school. Writers are generally 

aware of graffiti’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are familiar with the work of the more renowned 

New York wri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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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塗鴉者理應對藝術有著濃厚的興趣才會選擇這種表現方式，雖然不一

定認同主流的藝術世界，但是從這裡可以看出他們對於視覺藝術工作的身分認

同，以及他們對於藝術的看法，因而努力追求藝術類的專門知識，期望塗鴉藝

術也能夠成為視覺藝術的一個門類。 

當然，塗鴉藝術與一般視覺藝術形式方面的關聯如同前述，較為偏向插

畫、設計、或者卡通動畫方面，但是塗鴉者對於正統藝術史的興趣也不容忽視，

例如費得在 1980年創作的「湯廚濃湯」（Cambell’s Soup）列車塗鴉十分明顯

地是對沃荷的普普藝術致敬（圖 87），模仿沃荷重複影像的八個康寶濃湯罐，

從左至右罐頭下半部分別書寫「達達」（Da-Da）、「普普」（pop）、「Fabulous」、

「Fred」、「未來主義者」（Futurist）、「電視派對」（T. V. Party）、「蕃

茄」（Tomato），最後一個未書寫。其中「Fabulous Fred」代表作者，可見費

得對於當代藝術自達達以降至普普藝術的發展內涵知之甚詳，並且這兩個廿世

紀重要的藝術運動都是以打破精緻藝術獨占藝術世界的現象為訴求，作者藉由

自己的名字與這些反（精緻）藝術和藝術大眾化的前輩併排，似乎傳達出費得

對於達達、普普藝術的認同，表示他也是站在反藝術的這一陣營，較之於從達

達以來的藝術運動，費得所代表的地鐵塗鴉則是八○年代的繼承人。至於未來

主義在廿世紀初期也是前衛實驗精神的標誌，費得引用未來主義或許與該藝術

運動同時也代表了當代藝術中表演藝術的發軔，塗鴉藝術的創作過程與公眾性

特質繼承了此一發展脈絡。 

此外前文提到塗鴉者技術進步的一項主要來源是對塗鴉藝術自身的關

照，紐約塗鴉者固然能夠獲得有關塗鴉藝術的第一手資訊，然而以卓爾研究的

費城塗鴉為例，在八○年代紐約以外的塗鴉者可以藉由已出版的圖錄、電影、

和學校間同儕的交流，獲得其他地區塗鴉藝術發展的最新訊息，包括《地鐵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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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噴漆藝術》等書籍，和《狂野風格》（Wild Style）、《披頭街》（Beat 

Street）、《風格戰爭》（Style War）之類的電影，26其中《狂野風格》與《披

頭街》作者分別為查理˙阿席恩（Charlie Ahearn）和哈瑞˙柏拉福特（Harry 

Belafonte），是兩部呈現塗鴉藝術的重要電影，邀請許多當時著稱的塗鴉者實

地拍攝，包括如 Phase II、Blade、Seen、Skeme、Dondi、Kase II等人，並且融

合了音樂方面的繞舌音樂（rap music）和「霹靂舞」（break dancing），因此

就其文化層面而言，正是呈現出紐約新興的嬉哈文化，因此這兩部影片在青少

年次文化領域廣為流傳，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影片中上述的塗鴉藝術先驅幾

乎被塑造成英雄。不僅在美國，世界其他地區的青少年藉由上述書籍、影片，

以及愈來愈多介紹美國塗鴉藝術的展覽，促使塗鴉藝術從紐約傳布到全美各大

都市，乃至於世界各大城市的青少年也在八○年代中期興起一陣塗鴉風潮，並

且將紐約視為塗鴉藝術的聖地，特別是紐約地鐵塗鴉的代表性地位，許多塗鴉

繪畫以紐約自由女神為代表圖像，而畫面中經常出現城市的天際線正是象徵紐

約櫛比鱗次的高樓大廈。 

由上述對於塗鴉繪畫風格及其成因、繪畫養成訓練的探討，可以歸納塗鴉

繪畫具有在形式方面高度的技術性，塗鴉者在實際繪製之前乃是經過不斷的思

考、練習，不斷嘗試許多草圖才定搞，再加上許多經驗的累積和若干的天賦，

最後成功執行才能達到「贏家」或「風格大師」的境地。可是他們對於塗鴉繪

畫的學習歷程如上所述，除了在中學簡單的美術課程之外，完全發生在他們自

己的塗鴉群體環境當中，依靠彼此交流得到其他塗鴉相關訊息，刺激風格的精

進，至多只是塗鴉者本身對於視覺藝術有興趣，而主動找尋藝術史的相關資料

                         

26 Robert S. DREW, “Graffiti as Public and Private Art,” in Larry Cross Ed. On the Margins of Art 

Worlds, p. 240. Henry CHALFANT, and James Prigoff, Spraycan Art（London: Tham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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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自我參考。因此這種自學的方式是塗鴉藝術最主要的特徵之一，塗鴉藝術

的風格養成與正統學院式藝術教育關係是十分薄弱的，其繪畫形式特質的形成

也是在青少年的文化氛圍中獨立發展。在八○年代之前塗鴉藝術很完整地保有

其獨特性，與主流的藝術世界之間也有較為明顯的區隔，整體發生的背景是非

學院出身的特質，與一般對於藝術家、藝術流派的印象是不同的，也不常見於

藝術世界的討論和報導中。 

                                                                     

Hudson Ltd, 1987）,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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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追求個人名聲為最終目的 

查考當代藝術史論著，除了早期的 Taki 183、Frank 207、Chew 127、Julio 

204等人，八○年代以塗鴉藝術聞名的藝術家包括最主要的哈林、巴斯奇亞、

夏夫三人，另外曾見於藝術期刊的有李˙奇諾斯、費得、未來 2000、雷梅爾吉

等人，其他尚有 Crash、Dondi、Lady Pink、Phase II、Revolt、Seen、Zephyer

等，27而在完全以地鐵塗鴉為論述對象的《塗鴉：紐約的地鐵塗鴉》與《地鐵

藝術》中提及的塗鴉者更為廣泛，但是除了上述幾位外其他幾乎不見於一般的

當代藝術論著。 

關於紐約的塗鴉者的身分背景，一般總認為多源自於猶太區和貧民區（例

如阿那森的《現代藝術史》），然則《塗鴉：紐約的地鐵塗鴉》已說明沒有一

定的準則，這些紐約的青少年有些的確來自中下層階級，但是也有不少家長為

教授、醫生、建築師等社經地位較高的階層；關於塗鴉者的族群分類也不一而

足，除了佔大多數的美國黑人、西班牙裔美國人、與白種人外，還包括了華人、

西印度群島族群、烏克蘭人、菲律賓人、多明尼加人、與尼加拉瓜人等。總之，

無論在種族、國籍、或經濟情況方面，紐約的塗鴉者來自於社會各個階層，背

景十分多樣，恐怕不便以特定的身分條件加以歸納。 

然而紐約地鐵塗鴉者的共同點在於年齡，大部分的塗鴉者在十、十一歲時

開始塗鴉生涯，到十六歲時結束，因為十六歲之後即是美國法律上認定的成年

                         

27 此處引用范柏格˙強那森（Jonathan Fineberg）的著作《1940年以來的藝術：存在的策略》

所述，其他當代藝術通論談到塗鴉藝術時幾乎都只論及哈林、巴斯其亞、夏夫（該書在塗鴉

藝術一節後段事實上也是談論前述三人）。這些後來進入畫廊展出的塗鴉藝術家與生存於地

鐵系統的塗鴉書寫者之間的差異，即是第四章將深入分析探討的重點。Fineberg, JONATHAN, 

Art Since 1940: strategies of being,（London: Laurence King Publishing, 2000）, p.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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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若遭逮捕則將有較多的顧慮。只有少數塗鴉者年過十六仍執行地鐵塗鴉，

例如 Butch 2、Slave、Kindo、Wasp、Blade等人，大致上塗鴉者的平均年齡約

在十四、十五歲，以十五歲的人數最多，28換言之塗鴉者的出生年次應在 1960

年前後。也由此可見以這樣的年齡未達美國高中和學院程度，推測在他們青少

年時期的塗鴉階段應該無從接受正規的學院式藝術教育，印證了前述塗鴉繪畫

技術上的養成借重於中學時期的繪畫課程，以及塗鴉者勤奮地自學行為，以致

於塗鴉藝術多被詮釋為未受正式藝術教育的青少年所為。 

由前文分析，歸納得知七○年代的地鐵塗鴉應與新藝術、或者六○年代的

嬉皮海報、迷幻海報在形式風格上一脈相承，但是現有文獻並未提供直接明確

的證據說明兩者的關聯，況且以塗鴉者的年齡為考量恐怕很難直接參與六○代

的嬉皮運動或蓬勃發展的社會民權活動。不過若從兩者文化產生的環境視之，

則彼此在美國社會結構中的相似性卻也值得注意，同樣擁有他們認為的崇高理

                         

28 Craige CASTLEMAN, Getting Up: Subway Graffiti in New York, pp. 67-68. 洛克曼則持否定看

法，指出他所訪談的塗鴉者多在十六歲之前即已停止塗鴉，是因為塗鴉者的學習養成模式及

其觀者的回應使然，資深的塗鴉者在其地盤內吸收新手，並培植其塗鴉技術，當新手的實力

與日俱增，將逐漸吸引該區觀者的注意，進而取代原本塗鴉者的名聲，資深塗鴉者屆時除了

另起爐灶，否則即將結束塗鴉生涯。至於警方所帶來的威脅塗鴉者多半不承認感到害怕，不

是他們停止的理由。洛克曼所撰「塗鴉是一種職業也是意識型態」一文是透過作者訪談塗鴉

者、警方、畫廊等方面寫成，其中有許多觀點反駁卡斯托曼對塗鴉藝術的分析，例如前述對

於塗鴉者的身分背景洛克曼以其訪談所得，認為仍以美國黑人、西班牙裔美國人、波多黎各

人居多，社經地位則多為中下階層。本文採用卡斯托曼的說法是認為他的資料適足以說明塗

鴉文化的多樣性，且洛克曼分為「簽名者」與「畫壁畫者」的方式難免忽略若干跨兩者而兼

有之的塗鴉者。不過洛克曼於 1988年撰文時已觀察到紐約塗鴉在八○年代中期的消逝與轉

型，對於塗鴉者的社群結構和塗鴉藝術與畫廊的關係有精闢的論述，至於和卡斯托曼意見相

左的部分，本文將以視覺藝術本位為考量融入正文，不再一一贅述。Richard LACHMANN, 

“Graffiti as Career and Ideology,”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4 (2)（September 1988）, 

p.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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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而同樣以對於既有社會規範較為消極性的反叛行為表達他們的看法，塗鴉

的行為游走於法律邊緣，塗鴉者聚集的角落也難免令一般通勤民眾望而生畏，

但是塗鴉者創作所需的大量噴漆，卻是自商店偷竊甚至恐嚇而得，使得政府當

局和社會上泛道德論者對於他們的作為難以認同，進而設法加以阻止。 

再者從若干塗鴉繪畫作品的圖示也顯示出塗鴉者與這些反文化、次文化前

輩的關聯，例如一個塗鴉者典型的自畫像（圖 88），長頭髮、戴著太陽眼鏡，

最值得注意的是圓領衫上的圖案是大麻葉的圖形，是否直接表示塗鴉者效法嬉

皮運動特徵之一－吸食迷幻藥物則不得而知，但是現有文獻已指出塗鴉團體中

階級的縱向聯繫除了技術上的指導，也包含金錢和毒品的供給；某些塗鴉者較

具有經濟能力之後，會以能夠購買價位較高的海洛因與古柯鹼為炫耀，29可見

塗鴉者之間確有迷幻藥在暗中流傳；Lady Pink與 Iz the Wiz於 1981創作，紀

念藍儂與其他已故搖滾巨星的列車塗鴉（圖 89），左半部書寫約翰˙藍儂的名

字，中央是披頭四，右側則描繪了一片墓園，墓碑上書寫許多搖滾巨星的名字；

1979年李˙奇諾斯創作一幅「停止轟炸」（Stop the Bomb，圖 90）的列車塗

鴉，創作的訴求已由主題文字明顯地傳達出來，而在「停止轟炸」上方有著美

國與蘇聯的縮寫（U.S.A.，RUSSIA，U.S.S.R.）兩側有較小的文字如「和平，

不要戰爭」（Peace Not War）、「戰爭是自殺」（War is Selfish Death）等。

儘管當時美國對越南戰爭已經結束，這近作品很顯然是對美國與蘇聯冷戰的對

立局勢，以及軍備競賽的不滿，作者的理念符合了先前嬉皮、反越戰年輕人的

主張，六○年代末、七○年代初正是美國對越南用兵的高峰期，紐約亦是為了

徵兵事宜而動員，城市中的青少年勢必目睹國家為了一個目標模糊的戰爭，進

                         

29 Richard LACHMANN, “Graffiti as Career and Ideology,”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4 (2)（September 1988）, pp. 239,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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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如此大規模影響人民生活的行動，以及年紀稍長的一代面臨參與戰爭的不

安，或許同樣的命運將在不久降臨在他們身上，這種反戰心理在美國年輕人心

中蔓延，許多塗鴉者遂藉由藝術的形式傳達屬於他們這個世代的心聲。 

此外在青少年次文化領域，塗鴉也是嬉哈文化在視覺上的代表。30嬉哈文

化產生自七○年代紐約的黑人社區，原本是指黑人、墨西哥人、西班牙或猶太

裔青少年在街頭伴隨音樂的即興舞蹈，而後延伸至這些青少年在街頭的其他活

動，例如打籃球或塗鴉，或者只是無所事事地放音樂閒逛，之後形成七○、八

○年代美國青少年的一種文化，主要包含塗鴉、街舞 b-boy（亦即跳霹靂舞 break 

dancing的舞者）、DJ（現場音樂控制者）、MC（microphone controller，麥克

風控制者）四大元素，結合了娛樂、商業、音樂、與藝術，甚至包括政治，他

們強調的是挑戰、創新、發揮自我個性表現。塗鴉藝術一方面是這些街頭青少

年的喜好與行為之一，另一方面在精神上也有契合之處，街頭、地鐵塗鴉複雜

的結構與絢麗的色彩可比擬霹靂舞誇張的動作，以及舞曲音樂快速強烈的節

奏，塗鴉者勇於挑戰、反抗權威的理念也十分符合嬉哈文化表現自我的精神，

在當時塗鴉的青少年經常也是放著音樂，隨著節奏一邊作畫，一邊舞動身軀，

而對於許多城市青少年首次接觸塗鴉藝術則是在嬉哈音樂會，或者觀看或者觀

看《狂野風格》、《披頭街》、《風格戰爭》之類，融合塗鴉藝術與嬉哈文化

的傳播媒體，可見兩者分別作為視覺藝術與音樂舞蹈方面的代表，具有密不可

分的關係。 

從前面的例子可以從塗鴉作品中的「信息」則可以察知塗鴉者的若干想

法，並且看出創作者與次文化、反文化，以及搖滾樂和當時反戰訴求的關係，

                         

30 嬉哈文化（Hip-Hop）的字源，Hip意指臀部，Hop則是跳躍，所以嬉哈文化原本產生自街

舞，而後擴及其他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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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尚缺乏實際的證據，只能證明 Lady Pink與 Iz the Wiz是搖滾樂的愛好者，

從搖滾樂在六○年代美國年輕人和一般大眾之中的感染力，想必會對同樣以年

輕人為主的塗鴉藝術有著相當的吸引力，就現有的資料視之塗鴉少年普遍上是

愛好流行音樂的，他們在列車停駐場站創作時喜歡攜帶手提收錄音機播放音

樂，並且在當時的文化脈絡中民權運動、搖滾樂、反戰、反文化是彼此息息相

關的，是故塗鴉與這些次文化領域的關聯性未來可再進一步研究查證。 

至此，關於塗鴉者創作的理念已經可見來自新一代年輕人不同於以往的價

值觀，前文已述早在塔基 183出現不久紐約市政府、交通局就視塗鴉者為都市

中的藝術破壞者，極欲掃除遍佈紐約各街區的塗鴉繪畫。然則這些年輕人為何

要塗鴉？儘管紐約市政當局透過立法，警方不斷巡邏取締甚至動用警犬，讓許

多地鐵列車塗鴉尚未離開場站即遭清洗殆盡，塗鴉者在七○、八○年代仍然創

造了豐富的視覺景觀，以 1971年 7月 21日戴米楚斯在《紐約時報》的專訪為

例，他說： 

我工作，我也納稅，這並沒有傷害到任何人…他們為什麼要追捕這些

小夥子？當局為什麼不在選舉期間放出搶劫犯到所有的地鐵車站？ 

我只是在任何我所到之處做這件事。我仍在畫，雖然已沒那麼多了。

你不須為女孩們做這件事；她們似乎不會關心。你是為你自己而作。你不

必為了選上總統而跟著做這件事。31 

                         

31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1, 1971. “I work, I pay taxes too and it doesn’t harm anybody…Why 

do they go after the little guy? Why not the campaign organizations that put stickers all over the 

subways at election time…I just did it everywhere I went. I still do, though not as much. You 

don’t do it for girls; they don’t seem to care. You do it for yourself. You don’t go after it to be 

elected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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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戴米楚斯上述的訪談可見他說明這是自發性的創作活動，似乎強調了彷

若「為藝術而藝術」的理想，他的真實目的是否合於諸多藝術心理與創作動機

理論不得而知，也非此處討論的重點，但是他的言語之中隱含了與市政當局相

抗衡的衝動，塗鴉者宣稱他們的所作所為讓都市景觀更為活潑美麗，是正面、

積極的作為，為什麼要視他們為非法？一位塗鴉者 Daze就說： 

大眾不用為了煩惱塗鴉而浪費時間，他們已經有其他事情要煩惱了。

社會大眾已經了解如果紐約交通局能夠掃除塗鴉，地鐵也不會更安全，或

者使他們有一絲欣喜之情，或是能清除垃圾，或者減少噪音或消滅搶劫犯

和殺人犯。如果紐約交通局真能了解塗鴉，他們會知道這是地鐵所呈現最

好的事物之一。如果這個城市能支持我們，並將我們視為藝術家而非藝術

破壞者，我們將對紐約的美麗貢獻良多。 

李˙奇諾斯也接續這樣的觀點： 

如果他們不清洗列車，每一節車廂將有整輛車的塗鴉，人們會喜歡這

樣。這就像迪士尼世界行駛在路線上，並且成為紐約最重要的景觀，人們

將從各地而來只為了觀賞這些塗鴉。當城市設計地鐵系統時他們做了許多

色彩方面的錯誤選擇，列車塗成銀灰色和藍色看來著實陰沉，必須設法使

它們看來好些。就像我所畫的整列車，這是一列試驗列車，試驗一個新的

設計並且這將使許多人思考。假如地鐵畫的很好，將使許多人感到快樂。

就像你走出你的房子就看到一件很好的作品，他將令你身心舒暢，生動的

色彩讓你感到和它們一樣充滿活力。無論如何我們已經持續不斷地繪製列

車。32 

                         

32 Craige CASTLEMAN, Getting Up: Subway Graffiti in New York, p. 177. “Daze said, “Th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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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塗鴉者藉由在牆上塗鴉這種青少年能力可以做到，卻也不會負擔過多

風險的方式表達他們對法律規範的反對意見（如戴米楚斯所言，當時在牆上的

塗鴉行為在法律上還是模糊處理的狀態），也藉此呈現出他們的勇氣，和對加

諸青少年身上的權威的反抗，亦頗為符合青少年在狂飆期常見的叛逆行為，以

及前述美國在六○年代社會上瀰漫的反對運動，反對傳統的思考方式，反對既

有的社會權力結構，追求自我表現的絕對自由。 

七○年代紐約市政當局不斷設法消除城市中愈來愈多的塗鴉，從諸多的訪

談可知，這些青少年可不會輕易認輸的，普遍上都具有「你愈要禁止，我就偏

要畫給你看」的反抗心態，不斷利用深夜守衛的空檔執行塗鴉的計劃。眾多的

後繼者絕不認為塗鴉是違法的，因此對於紐約市府和交通局的反制塗鴉措施自

然是相當不滿，尤其是在這期間幾位積極消滅塗鴉的市長。Spin 在 1982 年一

件書寫「拋掉庫區」（Dump Koch）的列車塗鴉（圖 91），明顯反映出塗鴉者

                                                                     

doesn’t waste its time worrying about graffiti, they’ve got other things to worry about. The 

public’s got to understand that the MTA could get rid of graffiti it wouldn’t make the subways any 

safer, or make them smell any better, or clean up the garbage, or get rid of the noise or make the 

muggers and bums go away. If the MTA really understood graffiti, they’d know that it’s one of the 

best things the subways have going for them, if the city would back us up and treat us as artists 

instead of vandals, we could contribute a lot to the beauty of New York.” Lee, expanding on this 

point, said: “if they didn’t buff the trains, then every car would have a whole-car and the people 

would like that. It would be like Disneyworld on tracks, and be one of the serious things to see in 

New York. People would come from all over just to look at it. When the city designed the subway 

system they depressing painted silver-gray and blue. An effort should be made to make them look 

good. Like the whole train I painted,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thought it was a test train to try out a 

new design and it made a lot of people think. If the subways were painted nice, it would make a lot 

of people happy. Like you walk out of your house and you look at nice piece and it eases your 

mind. The colors are alive so you feel alive with them. We’ve got keep on painting the trains no 

matter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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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這位以反塗鴉著稱的市長視為寇讎，除了暗灰色車身上十分顯著的白色書寫

標題，右側繪有一個人物頭像，光禿的頭顱加上深深的法令紋，營造出令人莞

爾的表情。此外在八○年代由於新的化學藥劑研製出來，加上庫區市長堅定的

決心，使得地鐵塗鴉的清除工作能夠更有效率，塗鴉者稱這種清洗列車塗鴉的

措施為「剝光」（buff），在八○年代地鐵塗鴉接近尾聲時也有許多塗鴉者表

現出對這種措施的抗議（圖 92），利用最後的時間表達他們的抗議。 

七○年代對於清除塗鴉的溶劑開發尚未達到理想狀況，以至於紐約交通局

防治塗鴉的重點在於預防、逮捕塗鴉者，一旦塗鴉者得逞則列車礙於調度仍必

須上線運轉，能夠看到自己的作品（自己的名字）巡行在紐約市區，一個在中

學就讀的塗鴉者為了執行塗鴉，不惜缺席一週以為創作，等到他再回到校園時

已經是眾所週知的人物，欣喜的心情自是不言可喻的，彷彿在被圍困的環境中

突圍而出，更重要的是這代表他們成功地執行「塗鴉」（get up），在塗鴉者

彼此較勁的環境中贏得比賽，作者因此成為「贏家」（burner），不僅將獲致

其他塗鴉者的羨慕和城市居民的讚美，此後在塗鴉文化圈中地位也將獲得提

昇，進而爭取「大師」的封號。可見既然投身於塗鴉藝術，自然是前仆後繼，

顧不得警方的取締和政府當局種種防範措施，對於反制塗鴉的當權者也自是心

存反抗了。 

塗鴉者要成功執行地鐵列車塗鴉，必須利用深夜攜帶齊全的噴漆罐、萬能

鑰匙等塗鴉裝備，和食物、香煙、手提收錄音機等，到列車收班停放的隧道或

停車場執行他們的計劃。從進入停車場開始，對於塗鴉者而言就是一連串的冒

險行動，他們必須找尋鐵停車場圍籬的破洞，否則就自己剪開鐵絲網鑽進去。

到達列車停放的軌道附近，還得小心穿過軌道密佈以致高低不平的地面，和提

供列車電源的第三軌，他們多半擁有開鎖工具和技能可以打開車門或其他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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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以利繪畫。在執行塗鴉的過程中更需提防的是交通局為遏阻塗鴉所僱用的

警犬和警方人員的追捕，在停車場內執行塗鴉的過程簡直就是一段緊張刺激的

冒險歷程，因此在塗鴉者的詞彙中稱之為「旅行」（travel或 yard trip）。對於

好動、喜歡刺激的年輕人來說這無疑是生活中樂趣的來源，彷彿像一是種充滿

驚奇、有趣的新潮冒險活動，對於青少年有著非常大的吸引力，因而吸引許多

青少年投入塗鴉者的行列而樂此不疲。所以塗鴉者事實上也樂於和警方的追捕

較勁，他們仰賴並且標榜靈活的身手和速度，可以神出鬼沒地讓警方抓不到，

反而塗鴉者很少與警方正面交鋒，不使用非理性的抗拒方式。究其原因，塗鴉

者在心理上顯現出相當的自負，對於所欲反抗的權威體系，他們認為自己才是

最優秀，最聰明的一群，憑什麼要受到學校、社會等方面當權者的束縛？一位

塗鴉者說：「警方很高大、壯碩…我們不想和這些兇手相鬥…我們比他們聰明…

我們知道他們的排班表，所以我們能夠在他們到達附近之前執行塗鴉。我們比

任何人都了解列車停車場與路線的情況…我們知道哪裡可以逃跑、躲藏，以及

如何逃跑」。33塗鴉者不僅以這種挑釁的態度看待權威體系，向警方炫耀他們

的智慧和靈巧，資深塗鴉者也藉由向塗鴉新手展現這些技能（除了上述技巧，

還包括偷東西的功夫），吸引塗鴉新手崇拜的表情，以鞏固他們的地位。 

對於塗鴉者的反叛心理，他們集體式的創作活動，乃至於塗鴉書寫者共同

塑造的文化氛圍也有推波助瀾的作用。紐約的地鐵塗鴉發展到七○年代中期已

非初創時的單打獨鬥型態，如前一節所述塗鴉者之間的交流頻繁，相同理念的

                         

33 Richard LACHMANN, “Graffiti as Career and Ideology,”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4 (2)（September 1988）, pp. 237-238. “The police are big, strong…We don’t want to fight those 

thugs...We’re smart than they…We know their schedule, so we can get up before they come 

around. We know the yards and tracks better than any…We know where to run, hide, how to get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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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鴉者組成團體，而一個城市當中的塗鴉的具有共同的意識型態。當然，成功

地執行地鐵列車塗鴉是他們共同的目標，共同討論彼此切磋，也一同反叛市政

當局的反制塗鴉措施。許多對塗鴉有興趣的青少年在自己就讀的學校，或是居

住的街區附近結識他們的前輩，通常年長二至四歲，進而從有經驗的塗鴉者那

裡獲得塗鴉相關技術和創作的來源，這些高階的塗鴉者也十分樂於吸收塗鴉新

手，對他們很友善，最主要是新進塗鴉者對他們顯示了尊敬，他們的技術及其

地位等於獲得更多人的認可，於是他們會教導新手有關塗鴉的種種技巧，告訴

新人所有他們知道的知識，提供其所需的援助，當然一方面是指導，另一方面

也是自我表現。在新進塗鴉者的生涯之初，負責協助資深塗鴉者的工作，例如

以「拋擲」為主的可以幫忙書寫簽名以增加數量（這類的「簽名者」較不需要

繪畫方面的技巧），以車廂外塗鴉繪畫為主的則由資深塗鴉者構圖，新手從事

上底色的工作，藉由經驗的累積逐漸習得塗鴉者所需的各種技能。數月之後新

進塗鴉者已經熟稔這些技術，若能夠創造自己的風格，建立起自己的名聲，則

可以獨當一面開始吸收另一批新血。可見塗鴉文化當中包含一個具有階級關係

的人際網絡在運作著，流通在這個網絡之間的物質包括影響塗鴉技術的筆記

本、繪畫材料、在列車停車場所需的工具、以及金錢、煙、迷幻藥的報酬，他

們之間的關係包括從屬與競爭的關係，大致上高階塗鴉者對新進塗鴉者是從屬

關係，不同的塗鴉群體，或不同街區、學校的塗鴉者彼此以競爭為主，但也並

非絕對，其人際網絡的維繫仍根據塗鴉者的繪畫技術、如何躲避追捕的「專業」

知識，和塗鴉群體間因競爭而必須對個體提供的保護，他們也分享共有的名

聲，一旦塗鴉新手羽翼漸豐，就有可能會排擠舊有塗鴉者的生存空間，而不同

的塗鴉團體基於對塗鴉文化的認同，也會慕名而彼此交流，因此塗鴉者的人際

網絡是流動的，其階級關係雖然明確，但是數月之間就會有所改變。塗鴉者多

半在法定成年之後即停止塗鴉，也說明了當上述這些塗鴉者所擁有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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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以支撐他的名望時，他可能因此被迫離開這循環流動的塗鴉網絡－退休或

是轉型－多半是利用他們的塗鴉技能從事商業性繪圖工作，也有部分進入畫廊

生態體系，成為專職藝術家，關於這些轉變即是第四章論述的重點。 

然則如何在眾多的塗鴉者之間脫穎而出是他們個別努力的方向，他們非常

在意、追求屬於個人的名聲，以及個人形象，他們甘冒被警方逮捕的風險不斷

從禁錮的環境中突圍而出，與其說是爭取創作自由，不如說是為了享受成名之

後的快感，體驗城市居民注視的目光和其他塗鴉者羨慕的表情，能夠在團體中

出頭是多數塗鴉者共通的心理。成名的方式有三種，前文已分析如果塗鴉的數

量是某路線上的最多者，便可以宣稱是「路線之王」（king of the line），這需

要十分努力，每天不間斷而且成功執行塗鴉（getting up），塗鴉者 Candy估計

一般起碼要有兩百件以上。34一條路線上又可分「車廂內之王」（king of the 

insides）和「車廂外之王」（king of the outsides），這些通常是繪製「拋擲」

的簽名者居多；其二是風格特別鮮明，與眾不同也必然是成名的途徑，再加上

一定數量的整輛車大面積作品便可封為「風格之王」（king of style，或作明星

star、風格大師 style master），這種風格方面的桂冠並不多見，屬於 Fabulous Five 

的李˙奇諾斯是其中之一，最後產生「城市之王」（king of the city），以及前

述 IN的「萬物之王」的封號，同時交通局一段時間之後就會清洗列車上的塗

鴉，塗鴉者本身也不斷有新手加入，因此大家都有稱王的希望，塗鴉者就在這

有趣的環境中，為這些頭銜名稱而彼此競爭著，能夠在團體中闖出名號是他們

最大的目標；第三種方式是透過媒體可以快速成名，媒體不會經常報導地鐵塗

鴉的狀況，因此塗鴉者會掌握各種可以在媒體露面的機會出出風頭，任何新聞

                         

34 Craige CASTLEMAN, Getting Up: Subway Graffiti in New York, p. 81. “You do piece every day 

and you get more than two hundred pieces, then you got f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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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背景中能夠出現他們的作品，是他們可遇不可求的機會，例如偶爾官員乘

坐地鐵視察，乃至列車意外，幸運的塗鴉者作品就會出現在電視新聞和報章雜

誌的圖版上，甚至電視或電影外景需要紐約街景作背景時，他們也會把握機會

呈現作品，將來便可在其他塗鴉者面前炫耀一番，這是最快速成名的捷徑。不

僅如此，他們也希望能夠廣為城市中的居民所知，塗鴉者毫不吝於向過往路人

展現自己，一旦自己的作品得以呈現在地鐵路線、車站，他們會積極地向群眾

推介塗鴉繪畫，也是把握機會讓自己出名。他們的名聲一方面如同前述，作品

的風格及其品質是最大的關鍵，同時也取決於他們所的名字是否具有創意，能

否吸引其他人的注意。總之，塗鴉者會在各方面推銷自己，以期獲得令人滿意

的聲譽，「名聲」幾乎就是塗鴉者追求的最終成就。 

由此可見紐約的地鐵塗鴉者儘管來自不同的背景，但是基於許多共同的理

念、心理想法，而擁有共同的集體意識型態，至此他們在城市的活動幾乎可以

稱得上是有組織性、結構性的行為現象，紐約地鐵塗鴉者以其諸多共同的行為

模式，彷彿是都市社會中一個特有的社群，有他們專屬的傳達方式，形塑他們

特有的文化，進而影響其他城市的青少年模仿，有些塗鴉者形容就像一家人。

他們集結成團體，以合作的方式執行整輛車和整列車的創作。在塗鴉者彼此的

言談間充斥許多俚語，多半是他們自創的術語，以顯示塗鴉青少年的身分認

同，較常見的詞彙整理如下： 

Bite 仿製某一為書寫的的風格 

Bomb 以顏料所繪，色彩豐富的繪畫或標記 

Buff 交通局以各種方式除去地鐵列車塗鴉的措施 

Burn 贏得比賽 

Burner 即是贏家，他所繪製車窗以下，狂野風格的作品極為傑出 



 132

Cap, fat, skinny 為調整噴漆色彩寬度，所使用的可更換式噴嘴 

Crew 較為鬆散的塗鴉書寫者組織 

Def 形容非常傑出 

Ding dong 一種新型的不鏽鋼地鐵列車，當車門關閉時會有鈴聲警示 

Down 在某個團體中，或從事某種行為，相當於口語的in 

Fade 混合色彩 

Flat 舊式平板式車身，是最適於繪畫的表面 

Getting up 成功地在列車上書寫名字 

Going over 一個書寫者將他的名字覆蓋於另一個書寫者的名字之上 

Hit 以顏料或墨水在任何表面上簽名 

Kill 大肆在任何表面上繪畫或簽名 

King 塗鴉者中最好的 

Lay-up 列車在夜晚收班後或假日停放的側線 

Married couple 兩節經常相連的車廂，其編號是連號 

Panel piece 位於列車窗戶之下，兩扇車門之間的繪畫 

Piece 塗鴉繪畫作品，是masterpiece的縮寫 

Piece book 書寫者的速寫本 

Rack 偷東西 

Ridgy 波狀不鏽鋼滾邊的車身，不適合塗鴉 

Tag 以簽字筆或噴漆所繪的書寫者簽名 

Tagging up 以簽字筆或噴漆書寫名字 

Throw-up 一種快速繪製，只有一層噴漆和輪廓線的名字 

Top-to-bottom 一種範圍從車頂延伸到車身底部的塗鴉作品 

Toy 經驗或能力不足的書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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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 形容一個書寫者其作品經常出現在列車上 

Wak 不夠水準或不正確的 

Wildstyle 一種結構複雜，彼此交疊的字體 

Window-down 繪於車窗之下的作品 

Writer 從事塗鴉藝術的人自稱 

藉由這些特殊的溝通語言，塗鴉書寫者們便很快地能夠認識其他同好，塗

鴉者基本上是樂於會見彼此的，哪怕是陌生人或者較為生澀的塗鴉者，也能夠

互相介紹認識對方，試想屬於共同文化氣息的人必定有若干相同的特定動作可

供判別，與一般的通勤者不同，他們來到地鐵車站不是以搭車為目的，並不急

著上下車，而多半在車站逗留、閒逛，似乎無所事事，看著列車一班接著一班

通過車站；所注視的並非以列車時刻、路線、或列車進站與否為主，他們的目

光多逡巡列車側板上的塗鴉文字和圖案，車廂內的塗鴉者亦可從其神情舉止判

斷，同樣是塗鴉書寫者彼此很容易就能認出。於是早在七○年代早期，紐約地

鐵車站中就出現許多稱為「書寫者角落」（writer’s corner）的地方（圖 93），

是塗鴉者會面的場所，當初次遇見對方時，問聲：「你都寫些什麼？」（What 

do you write?）35，隨即報上他們的塗鴉名字，而後便開始打量彼此在塗鴉圈子

裡的地位，如果對方是小有名氣的前輩，階級較低的塗鴉者會顯示其敬意，並

把握機會索取高階塗鴉者的簽名，如果夠幸運，在「書寫者角落」通常較有機

會遇到他們的偶像，要是有名的塗鴉者能夠提攜他們，引薦其他高階塗鴉者，

甚至邀約一趟停車場的冒險之旅，便是莫大的榮幸了；如果同為有名的塗鴉

者，彼此應該聽過對方的名字，一個素未謀面的人能夠聽過自己的名字，看過

                         

35 Craige CASTLEMAN, Getting Up: Subway Graffiti in New York, p. 83. “When writers meet for 

the first time they invariably greet each other with the words, “What do you w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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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作品，對塗鴉者是一種鼓舞，雙方會互相讚美對方，交換彼此的作品，

甚至邀約合作的機會；假使位階相當，則不免會有一場辯論，以他們能夠成功

執行塗鴉的實例為準，爭論誰是「贏家」，誰是「玩具」（toy）。在塗鴉者的

會面中，言談所及除了塗鴉書寫的技術，也會討論其他共同感興趣的話題：他

們也對許多通識學問、民俗常識、和語言方面的問題有獨到的見解，彼此辯論；

此外「書寫者角落」也是他們獲得許多新消息的場所，藉由塗鴉者在此地的聚

集，往往能夠得知這個文化圈的最新動態。七○年代是「書寫者角落」蓬勃發

展的時期，塗鴉者乘著地鐵從一個「書寫者角落」到另一個「書寫者角落」，

互相介紹並交換最新消息，也能夠有機會看到許多不同的塗鴉作品，拓展視

野。由於這種在地鐵路線巡行的溝通方式，使得紐約的塗鴉者形成一個橫向的

空間網絡，聯繫了跨區域的塗鴉者，不論曼哈頓、布魯克林、和布朗克斯等區

的塗鴉者都能夠分享共同的資訊，眾多的塗鴉者因此有更緊密的人際關係，形

塑出明顯的集體意識型態。八○年代初期紐約警方了解這點之後，嚴加打擊「書

寫者角落」，阻斷塗鴉者溝通管道，破壞其社群結構，於是立刻收到比清洗列

車車體還要有效的成果，晚期塗鴉者的交流因而轉移到學校、團體、或者街頭，

若在以往的「書寫者角落」多加逗留，則將有遭到逮捕的危險。 

由此可見「書寫者角落」在地鐵塗鴉文化中的重要性，是其人際網絡得以

架構的關鍵點。早先塗鴉者的團體性多以街區或學校為基本範圍，隨著地鐵塗

鴉的快速發展，他們的活動範圍逐漸由小區域延伸為以地鐵路線為單位，例如

「路線之王」的形成，而後擴及地鐵營運範圍的整個紐約市區，「書寫者角落」

就成為這個廣大面積的基本單位。在這個角落內部包括了縱向的權力結構在運

作，另外藉由地鐵路線本身的便利性，這些「書寫者角落」所擁有資源可以非

常快速地流通到各處，增強了塗鴉文化網絡的緊密度。如此優良的先天環境造

成紐約的塗鴉文化能夠快速發展，形成一個獨立的藝術門類，在七○年代至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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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中期獲得一定的成果。 

從塗鴉者的創作動機及其表現方式而論，原本的塗鴉者多半是未受過正式

學院訓練的青少年，因此他們的創作是如此的直接而強烈，並且他們勇於表現

自我的精神讓他們的作品不帶有絲毫學院式藝術品的矯情，十分類似現代藝術

對原始圖騰的歌頌，以及杜比菲強調生率藝術的特質，再加上塗鴉藝術的圖像

與塗鴉者的生活情境充分顯示了這個時代的實際面貌與庶民文化，傳達出都市

底層特有的美學，部分的評論者著眼於此認為塗鴉藝術乃是對於時代的真誠表

達，例如塞爾的〈追求真實：當代美國藝術的本土化運動〉所揭示，塗鴉藝術

對真實性的追求適足以反映新一代的美國文化，代表的是一種沒有過度修飾，

對所有大眾開放的藝術形式。36 

塗鴉一詞自早期指稱壁畫技巧，至當代藝術中已專門指稱 1960年代末至

1982、83年左右紐約為主的塗鴉繪畫。塗鴉者擁有他們的人際網絡，以建立自

己的名聲為塗鴉的終極目標，並且這層網路是彼此交織、流動、不時有所升降

的。透過這種緊密的社群結構，新進的塗鴉者得以學習到塗鴉必備的種種技

能，已經小有名氣的塗鴉老手則得以抒發其表現慾，鞏固自己的名聲，不同的

塗鴉次級團體在這個網絡中則彼此橫向交流，紐約的塗鴉者因此形成特定的意

識型態。更重要的是塗鴉者幾乎都是未受過正式繪畫訓練的青少年，然而其塗

鴉作品呈現出對形式風格的高度關注。風格的複雜度與獨特性，和能否吸引觀

者的注意是作品優劣的判準，他們能夠憑藉本身的繪畫天賦，和對於正統造型

藝術的興趣，以自學或是透過同儕間互相交流學習的方式使繪畫技巧臻於精

                         

36 Henry M. SAYRE, ”Pursuing Authenticity: The Vernacular Movement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Art,” in Marianna Torgovnick Ed. Eloquent Obsessions: writing cultural criticism, pp. 

10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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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無論文字圖案的造型構成、空間立體效果的營造、以及發光或閃光等各種

光線效果皆可看出必定是經過不斷練習，苦心經營之下的成果，絕非「藝術的

破壞者」或是亂圖亂畫所能辦到。也由此可見，這些塗鴉者與正統的藝術概念

之間似乎有著微妙的關係存在，在充斥科技文明與商業化的廿世紀後半，這層

關係將超越生率藝術和平面設計的層次，也不同於廿世紀前半期若干發生在公

共空間的藝術形式，如社會寫實壁畫等，應視為一個獨立的、具結構性的藝術

運動，甚至可以說是一種風格，具有其特殊的時代性，塗鴉者們互相分享了共

同的意識型態，也因此在看待塗鴉藝術與當代藝術發展的關係之時，將格外有

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