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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塗鴉藝術的轉型 

 

透過前文對於哈林在塗鴉時期的個人活動資料，以及紐約地鐵塗鴉藝術

形式分析與文獻考證，本章試圖將兩者進行排比並著重哈林在 1982年以後聲

譽日隆，對於塗鴉藝術造成的影響，亦即塗鴉藝術後期所產生本質方面的改

變，主要在於塗鴉者的身分背景呈現複雜的變化，如同《街頭藝術》宣稱八

○年代起有所謂學院出身藝術家跟進的舉動，就創作者身分而言已非原本塗

鴉書寫者的型態，本文將敘述創作者人際網絡的變動，探討創作群體意識型

態的轉變；此外藝術家進入畫廊展演機制銷售作品甚至藝術相關商品，標誌

出原本塗鴉藝術標榜的「公眾性」、非主流的特質，以及視覺影像與觀看行為

的互動關係發生變化，可見塗鴉藝術乃是一種新的溝通方式，是非主流創作

者展現的管道，並強迫都市大眾觀賞；同時表現的媒材也隨著地鐵塗鴉的銷

聲匿跡逐漸轉為傳統的油彩、壓克力顏料，將著重社會因素的制約或者經濟

層面解釋其因果關係。總結塗鴉藝術後期轉變，可見由於哈林等藝術家藉由

街頭、地鐵塗鴉切入主流藝術世界，因而與主流藝術世界產生密切互動，特

別是哈林以其在八○年代藝術世界的影響力，將代表個人標誌的視覺影像附

加上商品性質出售，對於藝術與商業之關係又進一步轉化。哈林以地鐵車站

塗鴉、和普普商店的經營方式作為視覺影像呈現管道，與一般使用畫布、在

畫廊展售的方式殊異。對比於當時活躍於國際藝壇的學院藝術家，卻也呈現

新興的塗鴉藝術家自覺式地區別於主流藝術世界，顯示出不同類型的群體意

識型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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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追求藝術家的身分認同 

在 1980年代哈林已是國際知名的藝術家固無疑問，並且多歸類為塗鴉

藝術領域。整理九○年代以後的當代藝術通論著作，闢有專門單元討論塗鴉

藝術的包括阿那森《現代藝術史》、路西-史密斯《八○年代的藝術》、強那森

˙范柏格（Jonathan Fineberg）的《1940年以來的藝術：存在的策略》（Art Since 

1940: strategies of being）等，三者都在章節起始處略述紐約地鐵塗鴉梗概，

阿那森提到紐約視覺藝術學院學生跟進的現象，路西-史密斯注意到地鐵塗鴉

在七○年代的發展狀況，范柏格則整理了較著名的地鐵塗鴉者名單，也以李

˙奇諾斯的作品為例。然而在簡短的介紹文字之後，深入介紹的塗鴉藝術家

代表又不免以巴斯奇亞、哈林、與夏夫為主，而在阿那森的著作中，「充斥佔

用的八○年代：從新表現主義到新抽象」（The Appropriating Eighties: from 

Neo-Expressionism to Neo-Abstraction）一章將夏夫歸類為「卡通畫家」

（Cartoonists），應是較為精確的陳述。 

然而在第三章的分析中得知，原本紐約塗鴉藝術所指似乎並非上述這些

藝術家，而是以李˙奇諾斯、費得等人為代表，真正在地鐵列車上作畫的塗

鴉者。兩者的差異在於哈林等人能夠藉由相關於塗鴉藝術的創作方式進入主

流的藝術論述，更確切地說是他們能夠妥善積極地經營其藝術創作生涯，憑

藉其對於當時藝術環境的敏感度成功切入藝術界。當然，始終執著於地鐵列

車塗鴉的塗鴉者似乎就沒這麼幸運，或許受限於媒材與繪畫方式，這些塗鴉

者在藝術界所能掌握的資源比起哈林等人顯然少了很多，以至於在正式的當

代藝術論著幾乎名不見經傳。但是塗鴉者一旦回到自己的工作室作畫，或者

在畫布上繪畫，即使是用噴漆的方式保有其風格，對於原初的地鐵塗鴉藝術

而言已經意味著一種轉型，與原本塗鴉藝術的理念遂產生若干距離。於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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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鴉藝術發展成熟的八○年代，部分塗鴉者逐漸步入一般的藝術家、畫家的

創作模式，或視覺藝術相關行業，例如平面設計或者媒體動畫等。在《塗鴉：

紐約的塗鴉藝術》有一段文字記載： 

雖然很多塗鴉書寫者表示要追求一種藝術生涯，只有少數真正唸過

藝術學校，而更少人依然順利的以藝術家為業。一個較為著名的例子是

Bama，他唸過紐約普拉特研究所（Pratt Institute），今日是一位製作電視

廣告公司的動畫師。 

有些塗鴉書寫者開始於藝術相關的行業。Tracy 168為商店繪製塗鴉

風格的標誌；Lee（李˙奇諾斯）、Slave、Spin、與 Caz最近以 1500美元

受委託製作格林威治村「珍稀服飾批發商店」（Unique Clothing 

Warehouse）室內壁畫；許多其他塗鴉者以為其他年輕人繪製夾克與牛仔

服飾上的設計和名字營生。 

雖然大多數塗鴉書寫者希望專門在列車側板上製作作品即可，有些

也在畫布上繪畫並且企求人們視其為正式的藝術家。許多曾加入「塗鴉

藝術家組織」（Nation of Graffiti Artists，簡稱 NOGA）和其他塗鴉團體的

塗鴉書寫者如今不僅用噴漆和簽字筆在畫布上繪畫，也已使用油彩和壓

克力。1 

                                                 
1 Craige CASTLEMAN, Getting Up: Subway Graffiti in New York, p. 71. “Although many writers 

talk of pursuing a career in art, only a few actually attend art school, and fewer still manage to 

make a living as artists. One notable example is Bama, who attended the Pratt Institute in New 

York and today is an animator for a company that makes television commercials. A number of 

writers have stared art-related business. Tracy 168 paints graffiti-style signs for stores: Lee, Slave, 

Spin, and Caz recently were paid $ 1,500 to paint murals in the interior of the Unique Clothing 

Warehouse store in Greenwich Village; and many others earn money by painting designs and 



 140

在《街頭藝術》中也整理了包括 Crash、Daze、Noc 167、Bear、A-One、

Toxic等原本的塗鴉者，如今已成為紐約藝壇的新星，與蘇荷、東村等地的

畫廊簽約展售作品。2 

可見從以上的紀錄中得知，許多曾經混跡於地鐵系統的塗鴉者如前一章

所分析，對於藝術有著濃厚的興趣，並且有自己的主見，而積極追求作為一

個藝術工作者的身分認可。他們涉入的紐約藝術領域一方面包括具有商業目

的的設計部分，另一方面也不乏以純粹繪畫為主的塗鴉藝術家，李˙奇諾斯

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他於 1983年一件以噴漆畫在畫布上的作品《社會之

子》（Society’s Child，圖 94）描繪一個正在注射毒品的青年，身上披著星條

旗，背景則顯現一個近似融溶的自由女神雕像，暗喻社會底層的犧牲者。從

形式上觀之，整體風格僅有背景色彩融合的效果仍保有作者在街頭、地鐵塗

鴉繪畫的特徵，主題部分幾乎與一般油彩表現無異，邊緣頗為整齊而沒有噴

漆常見的色彩暈染、擴散效果，也沒有塗鴉者慣用強調主題的對比色輪廓

線，以及白色反光和閃光；未來 2000也是一位以地鐵塗鴉出身，而後活躍

於紐約藝壇的塗鴉藝術家，一件 1983年名為《環遊世界行動》（World Tour 

Action，圖 95）的作品，其主題藉由畫面上若干象徵圖式呈現，例如太空梭、

鐵塔、座標、繪有經緯線的地球等。同樣以噴漆為媒材，可以看出畫面形式

仍保有噴漆顏料的特性，主題多以簡鍊的線條勾勒，是未來 2000一貫的作

風，尤其背景部分許多色面的融合渲染，製造出雲霧般的效果，加上黑色、

                                                                                                                                      

names on jackets and jeans for other young people. Although most writers prefer doing their work 

exclusively on the sides of trains, a number also paint on canvas and seek recognition as serious 

artists. Many writers who joined NOGA and other graffiti organizations now paint on canvas not 

only with spray paint and markers but with oils and acrylics.” 
2 Allan SCHWARTZMAN, Street Art（New York: Dial Press, 1985）, pp.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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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的斑點，與作者早期的塗鴉風格仍十分相似；其他如 A-One、Noc 167

等塗鴉藝術家的作品，皆應用了噴漆繪畫的技巧執行畫布上的繪畫，連同光

線色彩效果也等同於地鐵塗鴉的形式，並透過畫廊展售作品（圖 96）。可見

如同哈林的藝術生涯中塗鴉階段對他有相當的啟示，在他後來晉身國際級藝

術家之時，塗鴉階段開發出的圖像和繪畫形式會持續出現在後期作品中，所

以儘管李˙奇諾斯、未來 2000等塗鴉者以畫布為基底材的作品，分別呈現

不同的創作方向，畫面中塗鴉噴漆的元素仍持續出現在畫布上，甚至可以說

他們能夠晉身主流的藝術世界展出作品，乃是憑藉其在塗鴉繪畫的成就所

致，以他們在塗鴉時期所創造的風格為切入藝術主流的基石，未來 2000對

於在「樂趣畫廊」的展覽曾說： 

這個想法（指在畫廊展出作品）是在三夾板上塗鴉，是將地鐵塗鴉畫

在不會被清除的物件上：將只會掛在牆上。那是轉變的時刻，試著去感受

在畫廊被觀賞的經驗。這是塗鴉書寫者首度被提攜到地面上。很快地這表

示我將有機會成為一個藝術家－不只是一個塗鴉書寫者…我視繪畫

（painting）為對於發生在列車上之事的證明，一個紀念品。很顯然，沒有

人能擁有一列真的列車，雖然幾年後有些博物館可能買一輛。3 

未來 2000作此表示一方面闡述了他對畫布上作品的價值觀，是對於地鐵

塗鴉因為無法保留而不得不然的紀錄，隱含了強調地鐵塗鴉的價值卻也不排

                                                 
3 Suzi GABLK, Has Modernism Failed?, pp. 109-110. “The idea was to make graffiti on plywood, 

to do the subway stuff on something that wouldn’t be moving: it would just sit on a wall. That was 

the moment of transition, trying to capture the experience to be looked at in a gallery. It was the 

first time graffiti writers were brought above ground. Suddenly it seemed there was an opportunity 

for me to become an artist－not just a graffiti writer…I see painting more as a documentation of 

what goes on in the trains, a memento. Obviously, nobody can have an actual train, although in a 

few year’s time some museum will probably buy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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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畫布上的作品；另一方面也表達出對於成為藝術家的渴望，同時這樣的說

法也是為他在藝術市場的前景所做的策略宣示，調和他作為街頭、地鐵塗鴉

者以及畫廊藝術家的雙重身分。到了九○年代塗鴉繪畫的風潮已過，未來

2000成為電影導演，距離他作為一個藝術家的理想似乎又轉換為另一種方

式。 

在當代藝術史中，塗鴉藝術代表畫家居次的是巴斯奇亞，1960年生於

美國紐約，父母為波多黎各籍，他們並且具有黑人與西班牙裔血統。4以這樣

的身分背景從事塗鴉藝術，顯然比起哈林要「純正」許多，同時巴斯奇亞並

未就讀正式的藝術學院，和一般塗鴉者一樣對繪畫有興趣，由自學的方式展

開其藝術生涯。巴斯奇亞從事塗鴉繪畫的時間約從 1977年，也就是十七歲左

右開始，與哈林類似，他在八○年代初期即進入畫廊展示的機制，1981年就

與畫商阿妮娜˙諾塞（Annina Nosei）簽約。1977年巴斯奇亞和他的同學，

也是塗鴉者艾爾˙迪亞茲（Al Diaz）共同創作了了一個戲劇人物名為

「SAMO」，原意為「同樣的老東西」（same old shit），以銷售虛偽的宗教維

生（圖 97）。此後巴斯奇亞與迪亞茲展開了「SAMO」計劃，以「SAMO」

為名在紐約地鐵 D線、蘇荷區、與東村一帶的建築物上塗鴉，很快地這個名

稱在紐約隨處可見，引起許多青少年的注意，藝評家也開始關注和討論，1978

年十二月《村聲》（Village Voice）雜誌一篇菲力浦˙法利克（Philip Faflick）

的文章報導了「SAMO」塗鴉，之後不久因為巴斯奇亞與迪亞茲意見不合而

終止了「SAMO」計劃，「SAMO死了」（SAMO is dead）開始出現在蘇荷區

的牆上，他的街頭塗鴉只持續到 1980年。 

                                                 
4 有關巴斯奇亞的生平其藝術風格分析，參見 Richard D. MARSHALL, Jean- Michel Basquiat

（New York: Abrams Inc.,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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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奇亞的「SAMO」塗鴉是用噴漆或簽字筆直接書寫，通常除了

「SAMO」這幾個字母外，還伴隨了許多字句，偶爾也兼作些許插圖，主要

是巴斯奇亞經常使用的圖像例如人物骨架、皇冠等（圖 98）。他的塗鴉形式

完全以線條為主，直接書寫文字，並不加上任何裝飾性的效果，即使是圖案

也以線條呈現，應屬所謂「拋擲」或「簽名者」的形式。重要的是在文字意

義方面，巴斯奇亞的書寫文字往往帶有某種含意，理查˙馬歇爾（Richard 

Marshall）讚美如同充滿智慧的哲學詩作，是觀念藝術，例如「SAMO是一

個心靈純淨宗教的極致，完全沒有政治或虛偽的哲學」、「SAMO拯救了愚人」

等，5傳達出某種特殊的信息，不同於一般塗鴉者僅僅書寫簽名而已。此外巴

斯奇亞在此時期還創作了「TAR TAR TAR」的塗鴉書寫文字（圖 99），乍看

之下像是毫無意義的狀聲詞，但實則為多重語意的象徵，這三個字母一方面

其本意是焦油，黑色的意向象徵了他的種族意識；另一方面卻也正是「藝術

－ART」字母的倒裝，他在這時候應用了字謎一般的創作手法，並且刻意選

擇了「藝術」這個字，以塗鴉的方式向外界表達文字及其概念的雙關性，顯

示出他對於藝術觀念的關注與深思，再加上使用語言文字這種符號學的表現

方式，十分類似學院出身的哈林在同時期的街頭文字拼貼，甚至以時間上而

言，哈林也曾表示這是受到巴斯奇亞和傑尼˙豪瑟（Jenny Holzer）等藝術家

使用語言文字作為創作媒介的啟發。6 

可見巴斯奇亞雖然未受過正式藝術學院訓練，但是對於藝術創作的自我

期許、對藝術潮流的敏感度、和對於自身藝術生涯的經營比起一般主流藝術

                                                 
5 Richard D. MARSHALL, Jean-Michel Basquiat, p. 235. “The writings consist of witty 

philosophical poem: “SAMO as an end to mindwash religion, nowhere politics, and bogus 

philosophy,” “SAMO saves idiots.”” 
6 John GRUEN, Keith Haring: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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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不惶多讓，他的創作也是充滿高度的思辨力，是精心思考設計下的成果，

因此廿歲左右就已快速成名，成為紐約藝廊的常客，只是 1980年起他結束了

遊蕩街頭的生活，有了固定的住所，經濟情況也逐漸改善，遂終止了街頭塗

鴉的創作方式。至於他之後的創作多以畫布、紙張、木板為基底材，使用油

彩和壓克力為主要媒材，僅有部分作品使用噴漆或簽字筆，這些為數不少的

繪畫作品是巴斯奇亞除了「SAMO」之外，給予人們一般的作品印象。由於

之前的街頭塗鴉幾乎純粹以文字書寫為主，主題是「SAMO」計劃，顯見和

後來在畫布上的繪畫殊異，這些油彩和壓克力作品具有較高的繪畫性，可以

看出利用粗獷的筆刷效果營造色面，雖然有些作品仍保有線條的特性甚至書

寫文字，不過諸如色彩的使用以及較多的圖像構成，明顯地和「SAMO」計

劃是屬於不同的創作階段。 

由此觀之，一般以巴斯奇亞作為塗鴉藝術的代表之一，就他在八○年代

以後以畫布上的作品而言恐怕是因為畫面上充斥即興式的線條筆觸，粗糙而

未經過學院繪畫式的修飾，許多畫面中的圖像也呈現隨性的不規則扭曲、變

形、和簡化，彷彿像是非洲原始藝術或史前洞窟壁畫的造型風格，應是取其

塗鴉相關於原始藝術和生率藝術之意，這個部分是與紐約的地鐵塗鴉截然不

同的（更何況這段時期佔了巴斯奇亞創作生涯的大部分）。因此有些評論者歸

結巴斯奇亞不同於塗鴉繪畫：他的身分背景來自於社會中間階級的最邊緣；

他擁有相當智性的求知慾；並且他擁有顯著的平面繪畫天賦。7馬歇爾也指出

巴斯奇亞並不認為他是真正的塗鴉藝術家，主要因為他並沒有以鮮豔的色彩

在地鐵列車上噴漆，他對於塗鴉的定義遠比地鐵的噴漆繪畫寬廣，而是包含

許多想像的、正統藝術定義之外的、以及兒童、流浪者、原始或原住民族創

                                                 
7 Edward LUCIE-SMITH, Art in the Eighties, p.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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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出的形式，8也因此許多後來的藝術評論者再詮釋巴斯期亞的藝術表現時，

多關注於他繪畫圖像中的原始藝術質素、自傳式呈現、黑人意識、與大眾文

化層面。 

比起其他典型的紐約塗鴉者，巴斯奇亞雖然也是從街頭噴漆文字的塗鴉

開始，但是他對於藝術潮流顯得更有智慧與敏感度，他在八○年代的創作模

式也較一般的塗鴉者更為開闊，無論畫面意涵或是表現的技術層面都更能切

合當時的繪畫藝術走向，以至他在廿歲出頭就迅速成名，所以巴斯奇亞與紐

約的塗鴉者是有顯著差異的。然而如同哈林，巴斯奇亞也是在紐約看到許多

繽紛的塗鴉繪畫感到神迷，在七○年代末他就已經結識許多紐約的塗鴉者，

包括李˙奇諾斯和費得等塗鴉藝術家，1979年結識哈林和夏夫，此後與哈林

始終維持不錯的友誼，彼此景仰相互推崇，同時他也認識了沃荷，共同執行

過若干計劃。 

在八○年代初期巴斯奇亞與哈林、費得、未來 2000、夏夫等人已是往來

密切的朋友，同樣也都混跡在下城、東村一帶的俱樂部和夜總會，即使巴斯

奇亞顯得似乎較缺乏哈林的活躍和健談，在當時他也已經常在Mudd Club、

Club 57等地即興表演，與這些俱樂部組織的 DJ、MJ交遊，完全融入嬉哈文

化的環境中。不只如此，巴斯奇亞對黑人歷史意識的關注是十分強烈的，反

映在他對於源自於黑人文化的爵士樂、搖滾樂的喜好，1979年巴斯奇亞和幾

位友人成立「葛雷樂團」（Gray），他在樂團中負責演奏單簧管與混音器，樂

團風格傾向爵士、龐克、與綜合流行曲風，也就是所謂「噪音音樂」（noise 

music）。他的作品中經常出現的人物圖像或敘述大部分是黑人運動家或樂

                                                 
8 Richard D. MARSHALL, “Jean- Michel Basquiat and his subject,” 收於吳健主編，《尚米榭巴

斯奇亞》（台北：民生報，民 86），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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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其中巴斯奇亞最崇拜的是新爵士樂的創始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

以及被奉為電吉他之父的吉米˙漢崔克斯（Jimi Hendrix），巧合的是他們除

了在黑人音樂中擁有傑出的成就和傳奇性的音樂生涯，兩人先後於 1955年和

1970年因服用藥物過量過世，他們都是在生前有服用海洛因、LSD等毒品的

習慣。而巴斯奇亞在紐約街頭的日子便開始嘗試迷幻藥，1988年廿七歲時因

為吸毒過量致死，很顯然他也深為這兩位黑人音樂偶像的生活方式所吸引，

進而模仿。由此巴斯奇亞與六○年代的嬉皮前輩有了理念上的聯繫，搖滾樂、

迷幻藥、反主流的思維是他們共同的文化特質，在這方面巴斯奇亞似乎比哈

林更為強烈，是直接的身體力行。 

至於哈林在視覺藝術學院的同學夏夫，雖然在八○年代初期與哈林、巴

斯奇亞、以及其他許多紐約東村和下城一帶的塗鴉者交情匪淺，可以說是屬

於同樣的文化氛圍，約在 1980年哈林認識了許多塗鴉者，雖後夏夫也結識了

他們，才因此繪製了若干塗鴉繪畫，是他創作生涯中短暫的塗鴉時期。9在他

當時的繪畫創作型態就不是以公共空間的壁畫為主，單憑數量就無法以此歸

類為塗鴉者，在他少數的戶外壁畫紀錄中，也缺乏類似哈林足以讓觀者易於

辨識的固定圖像，更沒有塗鴉者典型的文字簽名。而夏夫的圖式來源多為卡

通和玩具得來的造型靈感，通常畫面中充滿曲線構成，類似植物般的造型或

是帶有五官表情的類生物體，色彩運用鮮豔的對比色和許多螢光色，是夏夫

的繪畫特徵之一。雖然紐約的地鐵塗鴉也是充斥高彩度的色彩對比，和許多

源自於卡通漫畫的人物造型，並且夏夫繪畫中常見扭曲、膨脹的類生物造型

與塗鴉繪畫中的「泡泡字」存在風格上的相通之處，但是夏夫的繪畫風格顯

                                                 
9 Gerald MARZORATI, “Kenny Scharf’s Fun-House Big Bang,” in Artnews（September, 1985）, p.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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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延續了他在紐約視覺學校所學的商業插畫、以及照相寫實的繪畫技法，他

對於噴畫的技術是相當熟稔的，以至於在他的塗鴉繪畫中較少塗鴉者常見的

純粹線性筆觸表現，色面處理較為平整，造型也較為明確，整體所呈現的繪

畫性較一般的塗鴉繪畫高出許多，更何況畫面不是以文字作為主體，視覺效

果就與地鐵塗鴉相去甚遠。所以對於夏夫的定位誠如路西˙史密斯所稱，不

能算是塗鴉藝術家，僅能稱之為與塗鴉藝術相關的，或是卡通畫家較為合適，

10或者說夏夫很早即脫離了塗鴉繪畫的行列，後來的藝評家在詮釋夏夫的繪

畫表現時多注意到了他與塗鴉藝術的相關（當然這是以文化背景和夏夫的生

活環境為考量）、其繪畫表現延續六○年代普普藝術的精神，並且他所呈現三

度空間中的豐富想像力，讓人聯想到如同馬克思˙恩斯特的神秘造境，是故

以超現實主義在廿世紀後半的復甦解釋。11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轉型則發生在塗鴉者本身，有些塗鴉者組成較小型

塗鴉團體更為正式的組織，試圖將原本的地鐵塗鴉轉向社會較能接受的藝術

表現形式，此舉並能培養塗鴉者本身的藝術才能，最主要的，這種正式組織

隱含了能夠將塗鴉導向合法化的意義，並且使其成員能認同他們作為一個正

式藝術家的身分，鼓勵塗鴉者創作塗鴉風格的畫布上作品，或使用其他媒材

創作，使他們獲得藝術收藏界與一般大眾的認同。雖然有些塗鴉者並不喜歡

論及他們在藝術交易市場上的成功，但是他們在許多塗鴉者朝向學院學習，

或者以藝術為職志的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2早在 1972年，雨果˙馬丁尼

茲（Hugo Martinez）就組織了「塗鴉藝術家聯合會」（United Graffiti Artists，

                                                 
10 Edward LUCIE-SMITH, Art in the Eighties, p. 67. Art Today, p. 308. 
11 Angela VETTESE, “Europe and America: two aspects of the new surreal,” in Flesh Art, vol. 122

（April 1985）, p. 22.  
12 Craige CASTLEMAN, Getting Up: Subway Graffiti in New York, p.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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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 UGA），鼓勵旗下的塗鴉者繪製塗鴉風格的畫布上作品，積極參與畫廊

展出和銷售作品，1973年在蘇荷區的「羅瑟藝廊」（Razor Gallery）策劃了首

次展覽，之後在芝加哥「科學工業博物館」（Museum of Science and 

Industry），和「藝術家空間藝廊」（Artists Space Gallery）都舉辦過展覽，1975

年因為內部意見分歧而解散；另外一個重要的塗鴉組織是 1974年成立的「塗

鴉藝術家組織」（Nation of Graffiti Artists，簡稱 NOGA），鑒於「塗鴉藝術家

聯合會」的失敗經驗，發起人傑克˙佩辛那（Jack Pelsinger）設法籌募塗鴉

者的創作及生活所需，並且對於招募的塗鴉者不設身份的限制，一時成為紐

約成員較廣的塗鴉組織，也吸引了若干技術頗佳，或以小有名氣的塗鴉者如

Cliff 159、Stain 153、IN、OZ、Chino、Malo、Rib161、Kase加入。此後該

組織陸續舉辦展覽並且銷售畫布作品，1976年於「銀行街教育學院」（Bank 

Street College of Education）舉辦大型的塗鴉展覽。更諷刺的是八○年代為對

抗肆無忌憚的塗鴉者而成立的「反塗鴉網」（Anti-Graffiti Network），他們的

宗旨是促進市政府設法對塗鴉做出一些新的、具革新性的作為，於是設想出

僱用街頭塗鴉者從事指定的公共壁畫或裝飾，可採用他們所「指定」的塗鴉

風格，畫完後在作品上簽上作者的名字，此舉乃企圖除去塗鴉的非法性，將

塗鴉導向公方能接受的層次從而達到消弭公共場所塗鴉的目的，卻也有不少

塗鴉者就此被繳械，甚至宣稱這是塗鴉藝術轉向合法存在的契機，他們也因

此懷有轉身為正式藝術家的一線希望。13 

以這些塗鴉組織的發展歷程視之，似乎結果都不十分成功，不過這些鼓

勵塗鴉者朝向較嚴謹的藝術創作的塗鴉組織，卻為塗鴉者帶來截然不同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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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lds,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5, p.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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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大部分塗鴉者都懷抱著成為藝術家的渴望，因此認為這是能夠實踐理想

的最佳機會，確信自己應該在畫布上創作作品，有些塗鴉者逐漸捨棄噴漆，

改用油彩和壓克力顏料，甚至製作起雕塑，為了追求較高級的藝術形式，如

同哈林一般。到了八○年代，曾是塗鴉組織中堅的 Co-Co進入紐約視覺藝術

學院學習，之後和 Bama一同進入普拉特視覺藝術研究所（Pratt Institute of 

Art），都已是專職的藝術家，諸如此類，與其認為塗鴉組織希望用較正面的

方式引導地鐵塗鴉走向合法化，不如說如此遠離街頭，向主流藝術靠攏的做

法可能將塗鴉繪畫帶向結束，或是徹底轉型。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紐約的塗鴉者在七○年代中期就曾對其身分認同做

出反思，而塗鴉者身分轉型的判定標準，由上述的分析可知關鍵在於繪畫創

作的媒材及環境、各類型展覽的參與、繪畫作品銷售方式與經濟畫廊制度、

以及在媒體上的自我推銷，塗鴉者基於對本身藝術家身份的追求，對於這些

方面都逐漸遠離了塗鴉原本的創作模式，這是下一節將論述的重點。七○年

代末期紐約塗鴉仍然是百花齊放的面貌，哈林於此時來到紐約顯然他看到了

各式的列車塗鴉，看到了繽紛亮麗的「畫壁畫者」也看到了線條密佈的「簽

名者」，遂用「璀璨的嬰孩」切入紐約的塗鴉文化，其實兼具了各式塗鴉繪畫

的特點，是非常具有創作智慧的做法。而他與巴斯奇亞藉由「璀璨的嬰孩」

與「SAMO」的「塗鴉」迅速成名，進入主流的藝術世界，事實上也促成了

紐約地鐵塗鴉在八○年代的轉型，以他們成功的藝術經營為典範，帶動許多

塗鴉者轉向較正式的藝術創作模式，加柏里克在 1984年的文章中就提到，哈

林與巴斯奇亞兩人如今都完全以他們在藝術世界的作品維生，但是還有其他

人，像是未來 2000與費得，他們仍信守對他們固有的塗鴉觀眾的承諾，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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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在美術交易市場的環境中已開始嘗試視覺上更複雜的表達。14當然，還

包括另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李˙奇諾斯，八○年代便逐漸失去原本的創作環

境。《噴漆藝術》中提到： 

自從八○年代前期藝術世界擁抱塗鴉，便出現了兩種趨勢：其中之

一，那些加入現有藝術環境的塗鴉者開始反映出藝術經紀人、收藏家、

及其他藝術家的影響，並且他們發現其他主題以創作他們的藝術。他們

成為藝術家，他們的作品在某些方面變得更複雜、更精緻，並且同時在

瞬息萬變的藝術藝術世界中更能吸引收藏家。這些藝術家通常都失去了

他們原本公眾的視野，僅保有對於噴漆罐作為一種工具的使用，先前所

從事的塗鴉生涯成為往事。15 

從這段文字便可清楚看出八○年代發生在塗鴉者之間的轉變，再加上這

時正好是庫區市長開始全力掃蕩「塗鴉者角落」的時候，塗鴉者一旦跟隨哈

林的腳步邁向主流的藝術展演機制，地鐵塗鴉的結構性就會遭到破壞而即將

接近尾聲。 

                                                 
14 Suzi GABLIK, Has Modernism Failed?, p. 106. 
15 CHALFANT, Henry and James Prigoff, Spraycan Art, p. 8. “Two trends have emerged since the 

art world embraced graffiti in the early eighties. In one, those artists who joined the establement 

art scene began to repond to the infulence of dealers, collectors, and other artists, and they 

discovered other motives to produce their art. They envolved as artists, their work becoming in 

some ways more complex, more subtle, and at the same time more appealing to collectors in the 

fast-moving art world. These artists have often lost sight of their orginal public, retaining only the 

use of the spraycan as a tool, vestige of a former vocation of graffiti bo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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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藝術展覽性質的轉變 

由以上的分析得證，塗鴉者轉向畫廊展演機制是促成塗鴉藝術轉型的關

鍵因素之一，同時也得知塗鴉者在七○年代中期就以設法參與畫廊展出的行

列，憑藉的是他們在地鐵、街頭塗鴉時的圖式與風格。收藏家與畫廊經紀人

事實上也是著眼於此，當時環境對於塗鴉藝術充斥正反兩面的意見，是一個

新興而尚未定論的議題，他們因此認為在多變的紐約藝壇或許這些年輕人就

是明日之星，投資於塗鴉藝術應該有一定的經濟效益，而包括哈林在內的塗

鴉者基於對藝術的興趣和對藝術家身份的嚮往，以及以追求名聲為目的的藝

術事業經營方式，很快地融入畫廊展售的行列，雙方實則為彼此依存的關係，

至此與史耐伯、沙勒等藝術家的經營模式愈來愈接近。 

前文提到「塗鴉藝術家聯合會」於 1975年在「藝術家空間藝廊」的展覽，

是首次獲得藝術世界重視的塗鴉藝術展覽，這是一家位於蘇荷區的畫廊，在

紐約的藝術生態中具有相當知名度，故能吸引藝術世界的注意而視為塗鴉藝

術展覽的先聲，展出的作品則完全移植他們在街頭、地鐵的形式，在畫布上

書寫名字。161980年六月紐約「時報廣場展覽」則是將塗鴉藝術正式推上檯

面，讓塗鴉藝術在紐約新興的藝術運動中獲得代表性。這個展覽並非在一般

的畫廊舉行，而是使用第七大道與四十一街交會處的一棟四層建築，由一個

名為「合作計劃」（Collaborative Projects, Inc.，簡稱 Colab）的組織加上「時

髦藝廊」（Fashion Moda）成員所策劃，17策展人為約翰˙阿席恩（John Ahearn）

                                                 
16 Ami GOLDEN, “Exhibition Review: United Graffiti Artists 1975 at Artists Space,” in Art in 

America, vol. 63（November/December 1975）, pp. 101-102. 
17 「合作計劃」是一個包含約五十位藝術家的次級組織，1977年成立於紐約，他們的訴求是

反對類似為藝術而藝術的學院式藝術以及當時已接近尾聲的最低限藝術，主張藝術是一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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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湯姆˙歐特尼斯（Tom Otterness），18展覽的主旨是實現「合作計劃」一貫

主張藝術應該反映社會與時代的理念，多元呈現美國文化的豐富性，尤其是

都會文化，紐約當時蓬勃發展在下城、東村、布朗克斯一帶的新興藝術型態。

展朗會場標誌出「魔術商店」（Thrift Shop）、「性機器」（Sex Machines）、「意

外死亡」（Accident Death）、「商業報導」（Business advice）、「手繪肖像」

（Hand Made Portrait）、「拳擊袋」（Punching Bag）、「真實人魚」（Real 

Mermaid）、「洞窟繪畫」（Cave Painting）八個子題（圖 100），這些年輕藝術

家則充分利用場地展出包括繪畫、雕塑、裝置、影片、音樂、乃至於藝術家

現場的表演，然而實際上是不拘形式的。 

許多藝評家認為該展覽混合了廿世紀中期「福魯克薩斯」（Fluxus）與普

普藝術的記憶，如同建築物大門始終敞開所象徵的，大概除了抽象繪畫、最

低限藝術等強調藝術形式純粹性的類型之外，「時報廣場展覽」是多元而包容

的，歡迎各式各樣的藝術在此自由展出，如同「合作計劃」最初理念所揭示，

藝術應該反映社會與時代議題，在此藝術家與社會溝通的意義遠大於展示作

品的功能，在開幕後的一個月內無論主流藝術世界的藝術家、評論者、畫廊

                                                                                                                                      

全的溝通媒介，應該反映時代的變遷，而非如傳統藝術封閉式的對話，因此他們的藝術表現

往往帶有政治性的反判意涵。由於與主流藝術區隔以及經費問題，「合作計劃」的成員多活

動於紐約下城和東邊一帶，喜歡新浪潮搖滾樂，在他們自行創作的影片和音樂中可見此點。

在「時報廣場展覽」之前，他們就已舉辦過若干展覽，較著名的是 1980年初 Alan Moore策

劃的「真實財產展覽」（Real Estate Show），藉此突顯紐約賃居者權益的議題；1979年藝

術家 Stefan Eins與 Joe Lewis成立名為「時髦」（Fashion Moda）的展覽空間，與「合作計

劃」有密切來往，該展示空間的成立對東村一帶的新興藝術運動有極大的影響。 

18 實際的策展人是「合作計劃」的核心成員 John Ahearn, Tom Otterness, Scott and Beth B, Andrea 

Callard, Colen Fitzgibbon, Matthew Geller, Alan Moore, Cara Perlman, Ulli Rimkus, Mike Roddy, 

Mike Robinson, Christy Rupp. Jeffrey DEITCH, “Report from Times Square,” in Art in America

（September 1980）, p. 63. 



 153

從業、博物館人員、或者附近居民、上班族也都因為好奇心的驅使前往參觀，

東村和布朗克斯一帶的年輕藝術家更是不請自來，將這棟四層建築變成了「樂

趣屋」（fun house），也是藉此宣示這是對精緻藝術一種挑戰，他們的從業往

往認為在一個佈置精美、典雅的畫廊中，謹慎地展示些許作品即已足夠，19「時

報廣場展覽」因而引起藝術界的高度關注，成功達到策展者的目的（雖然最

後是被警方下令關閉），也預示了八○年代具象繪畫的復興。 

若檢視「時報廣場展覽」的展出作品和參展藝術家，包括巴斯奇亞的

「SAMO」塗鴉，與當時尚未闖出名號的哈林，他展出一具粉紅色的陽具（約

在 1980年底哈林才創造出「璀璨的嬰孩」），夏夫展出他一貫如玩具般的物

體，以及李˙奇諾斯和費得，其他典型的地鐵塗鴉書寫者則似乎未能嶄露頭

角。許多當代藝術論著稱呼「時報廣場展覽」是塗鴉藝術登上藝術世界舞台

的重要關鍵，可見一方面是因為哈林等塗鴉藝術家的參展，另一方面是展覽

當中確實充斥許多塗鴉風格的繪畫，在四樓「拳擊袋」主題中除了歐特尼斯

的拳擊袋，牆上充滿很多不知名塗鴉者的粉筆書寫文字（圖 101），其他的展

場牆面有些也繪有類似塗鴉的書寫性線條，融入裝置作品當中，而「時報廣

場展覽」開放式的呈現方式與近乎「藝術家同樂會」的氣氛營造，最捧場的

當然是那些自認也是藝術的年輕塗鴉者，原本時報廣場即設有一個地鐵車

站，他們就像是從地下竄了出來，獲得一個較為公開、合理化的創作與聚集

空間。因此儘管利用這次機會得以載入史冊的，還是只有哈林、巴斯奇亞、

李˙奇諾斯等人，集體的力量使得藝術世界必須正視塗鴉藝術的存在，並且

設法與之對話。 

                                                 
19 Jeffrey DEITCH, “Report from Times Square,” in Art in America（September 1980）, p. 63. “The 

“Times Square Show” was a challenge to dealers and curates of advanced art who continue to f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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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 1981年九月，理卡在「P. S. 1」畫廊策劃了一次「紐約/新浪潮」展

覽（New York/New Wave），這是紐約著名的另類藝術展示空間，展出涵蓋塗

鴉、新表現主義、與東村一帶的藝術形式，同樣包括哈林、巴斯奇亞等塗鴉

藝術家，理卡也在同年撰寫「璀璨的嬰孩」一文推介這些年輕藝術家。 

至於哈林本人，八○年代開始逐漸在藝術界嶄露頭角，除了 1978年在家

鄉匹茲堡藝術中心的個展，自從 1980年 Club 57的邀請展、「時報廣場展覽」、

紐約新美術館（The New Museum）舉辦的「事件：時髦畫廊」（Events: Fashion 

Moda）展、1981年在 Club 57、P. S. 122等地的個展之後，聯展、個展不斷，

較重要的例如 1981年哈林策劃了在Mudd Club的「下城區素描展」

（Downtown Invitational Drawing Show），邀請巴斯奇亞、夏夫、阿席恩、費

得、未來 2000、Crash、Jane Dickson、Joe Lewis、Judy Rifka、Sir Rodney Sur；

接著與費得、未來 2000共同策劃「超越文字」（Beyond Words）展覽，包括

巴斯奇亞、陳廣其、Daze、Dondi、Keily Jenkins、Phase II、Iggy Pop、Quick、

Rammellzee、Zephyr，這些都是塗鴉者或塗鴉相關藝術家；同年參加了英國

皇家學院（Royal Academy）的「繪畫新精神」（A New Spirit in Painting）展

覽，和巴斯奇亞同為塗鴉藝術的代表；1982年於荷蘭鹿特丹藝術協會

（Rotterdam Arts Council）舉辦個展，是哈林在歐洲舉辦的第一次個展，也

因此造成他認為相較於美國歐洲對於他的藝術較為支持；當時哈林因為繪畫

事業日益繁忙，為應付應接不暇的畫商於是選擇湯尼˙沙法紀為經濟畫廊，

簽約後即於同年十月舉辦正式的個展，至此哈林正式跨入藝術經濟市場的運

作機制，而巴斯奇亞已在 1981年接受諾塞的贊助而成為旗下的簽約藝術家。

當時哈林個展確實也是紐約年輕一代藝術界的盛事，他為了這次簽約後的首

                                                                                                                                      

that the discreet display of a few pieces of art in an elegant gallery is en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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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除了延續之前塗鴉主題，更開發出許多新的、更為完整的圖像語言，此時

已經有藝評家注意到了哈林自 1981年中逐漸參加畫廊與博物館的展出不僅

僅在繪畫主題方面產生了新的脈絡，也在繪畫媒材方面重新選擇，致使他的

藝術作品的形式本質再次轉變，其作品特質由簽字筆的線性擴充到一般的繪

畫性，藝術家可藉由純熟的塗鴉技術將塗鴉書寫的種種特質複製到畫廊展覽

的領域，而哈林在此當代平面繪畫藝術中扮演了關鍵角色。20 

1982年德國卡塞爾文件展（Documenta 7, Kassel）是當代藝術一項重要

展覽，這次八○年代初期的國際大展同樣象徵現代主義傳統的徹底轉型，形

式主義不再是藝術的絕對判準，藝術必須為自身之外的世界服務。因此該展

覽呈現的藝術觀是希望藝術能夠在人類與社會之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藉由

藝術人們能持續對世界的探索並且反省、再造新的文化生命。再這樣的標準

之下第七次文件展的作品多呈現關於歷史的、文化的、哲學的具象繪畫或裝

置，同時也標誌出一個新的世代，即戰後出生的藝術家與前代的差異（在創

作生涯的時間上則是八○年代與之前的分別），也因此預示具象繪畫的復甦代

表了世界藝術重心將轉向歐洲。在這次展覽中的美國藝術家包括哈林、巴斯

奇亞、沙勒等，看得出來雖然哈林與巴斯奇亞所展出的已經是他們在畫廊中

的作品形式，在美國藝術已經不被看好的情況下儼然塗鴉藝術成為美國藝術

的代表。21 

此後塗鴉者在畫廊中展示的作品幾乎已經失去原本街頭的特質，他們的

                                                 
20 Edit DE Ak and Lisa Liebmann, “Exhibition Review: Keith Haring, Tony Shafrazi Gallery,” in 

Artforum, vol. 21（January 1983）, pp. 79-80. 
21 Noel FRACKMAN and Ruth Kaufman, “The Documenta 7: The Dialogue and a Few Asides,” in 

Arts Magazine, vol. 57（October 1982）, pp. 9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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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生涯也就與一般仰賴畫廊展出維生的藝術家沒有差別了。不過對於八○

年代塗鴉藝術在畫廊的展出，仍有一個十分特別的現象：隨著這些年輕藝術

家展示作品的需求，東村特有融合表演藝術、新浪潮與放克音樂（funk 

music）、和塗鴉繪畫的文化氣息造就許多新興畫廊的成立，形成有別於蘇荷

區的另一個紐約藝術聖地。這些新成立的畫廊從 1981「樂趣畫廊」（Fun 

Gallery，由夏夫取名）開幕開始，陸續有將近五十間左右的畫廊如雨後春筍

般地出現，它們通常都擁有一個特別的名字如「平民戰爭」畫廊（Civilian 

Warfare）、「優雅之屋」畫廊（Gracie Mansion）、「自然死亡」畫廊（Nature 

Morte）、「地獄休憩室」畫廊（Limbo Lounge）等，將原本類似貧民社區的東

村妝點成充滿活力的藝術村。 

這些東村畫廊具有許多相同的特點：它們的負責人多為藝術家或藝術學

院出身的年輕人，例如「樂趣畫廊」是由地下電影演員貝蒂˙亞斯特（Patti 

Astor）與比爾˙史特林（Bill Stellin）經營；「優雅之屋」的負責人是喬娜˙

梅修˙楊（Joanne Mayhew Young），原為一位畫家；這些畫廊通常使用現成

的店面加以改裝，因此規模較小經營費用也較便宜；至於在東村畫廊展出的

藝術家，則多半是卅歲以下，尚未在藝壇建立名聲的年輕藝術家，其中包含

許多仍是鄰近藝術學院或設計學校的學生，在他們進入主流藝術世界之前確

實需要適當的展演場所，其經濟條件也可為年輕藝術家所接受，或許受限於

場地無法如同蘇荷區和正式的美術館展出較多大型作品，但是舉凡畫廊的基

本陳設、開幕造勢、售畫交易的相關活動東村畫廊一樣具備，可見東村藝廊

的經營者原本就了解年輕創作者所面臨的困境以及經濟壓力，它們的出現與

這些年輕藝術家的需求是十分吻合的。 

而這些畫廊所展出的作品相較於蘇荷區的畫廊更為多樣，具有較高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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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性，藝評家多認為塗鴉藝術與新表現主義佔了大多數，也因此東村的藝術

現象可以塗鴉藝術為代表，包括哈林、巴斯奇亞、夏夫、豪瑟、費得、李˙

奇諾斯、未來 2000、雷梅爾吉、Daze、Dondi、Phase II等都是混跡於此的常

客，皆在這一區域舉行過數次展覽。而這些東村畫廊與原本的夜總會、俱樂

部文化相結合是必然的結果，例如Mudd Club、Club 57、CBGB這類的場所，

不但地理位置相近，組成的成員有相當的重疊，於是彼此帶入了相同的文化

氣息，甚至除了像Mudd Club、Club 57早已是年輕藝術家與鄰近藝術學院學

生聚會的場所，並經常舉辦非正式的展演活動，有些酒吧和夜總會也開始在

營業場所懸掛年輕藝術家的作品，並且是可以交易的，這些新興畫廊、夜總

會、俱樂部共同型塑了東村文化的一部分。 

關於這些東村藝廊的定位，於此可以看出他們是介於蘇荷區精緻的藝廊

以及學校克難式展覽場或所謂「另類空間」（alternative space）之間，就硬體

環境而言他們可以說是小型的精緻藝廊，蘇荷藝廊擁有的設備它們也有，也

同樣具有交易與經濟制度，只是展場空間較小，仍然存在許多品質與潛力俱

佳的藝術品，在八○年代然吸引不少獨具慧眼的藝術經紀人至此「尋寶」。然

而藝術品味的差異塑造了不同的文化風格，而且東村畫廊是有意自我區別於

蘇荷區的畫廊，刻意地選取藝術家及藝術品強化它們的風格取向。不過不可

諱言，儘管許多東村的藝術家否認，還是不免讓人覺得東村價廉且便利的畫

廊生態是進軍蘇荷藝廊的跳板，他們此時往往相當自信藝術才華不輸沙勒、

史耐伯、3C等，年紀差距不大卻已是蘇荷區常客的藝壇明星，這些人只是運

氣較好罷了，但是實際上存在著對這種明星地位的羨慕與渴望，有朝一日也

當像沙勒、史耐伯一般到蘇荷區享受成名的滋味。而東村的藝廊似乎隨著紐

約地鐵塗鴉接近尾聲，經營四年的「樂趣畫廊」在 1985年首先結束營業，其

他大部分有能力的經營者在 1988-89年間就陸續搬到蘇荷區去了，當時蘇荷



 158

區的租金已開始下降，東村藝廊帶動年輕藝術家與主流藝術世界對話的任務

也因此告一段落。 

至今當代的藝術評論已經存在「東村藝術」的概念來指稱這一段時期蓬

勃發展的藝術風潮，很顯然東村藝術的轉型與哈林、巴斯奇亞、夏夫、李˙

奇諾斯等人脫離不了關係，其中又以哈林為甚。再關注於哈林 1983年以後的

展覽活動，除了以和湯尼˙沙法紀畫廊簽約以外已經在很多的畫廊舉辦個展

或參加聯展，並且包括歐洲和日本畫廊的個展行程。1983年哈林獲選惠特尼

雙年展（Biennial 1983, 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 Art），之後又參加惠特尼

美術館舉辦之「漫畫藝術秀」（The Comic Art Show），哈林已經跨入了美國

博物館領域。同年另有「後塗鴉藝術家」展覽（Post-Graffiti Artists）在席德

尼˙傑尼斯畫廊（Sidney Janis Gallery）展出，以及「東村景況或趨勢」展覽

（The East Village Scene or Currents）在費城當代藝術學院（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之後各地重要的當代藝術展覽哈林幾乎已是必定展出的

藝術家，包括 1983年巴西聖保羅雙年展、1984年舊金山現代美術館雙年展、

義大利威尼斯雙年展等，在八○年代中期他的藝術地位不斷向上攀升，來自

國內外美術館的邀約不斷。1985哈林在李奧˙卡斯提勒畫廊（Leo Castelli 

Gallery）舉辦個展，對他以及紐約藝壇而言，能夠在這間向來以精緻格調著

稱、專門展出在世藝壇大師作品的蘇荷畫廊展出自然意義重大，象徵哈林所

代表的塗鴉藝術成功進入蘇荷區的畫廊。而其他的塗鴉藝術家在八○年代中

期以後年地鐵塗鴉和東村藝術風潮將近結束之時，若非如同哈林轉進蘇荷區

畫廊，就是像前述從事商業設計活動，或可延續其塗鴉繪畫的風格，但是要

在一般的畫廊或美術館展覽就十分困難了，否則就只有徹底退休。 

由此可見在當時紐約畫廊生態中，針對不同階層創作者的需求而存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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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階層的展示場，特別是對於年輕藝術家而言，從最簡單、最不拘形式的

另類空間、夜總會、俱樂部、和酒吧，到東村的新興藝廊，最終是蘇荷區的

高檔藝廊和美國的博物館領域。就展覽本身實際上也是性質上的差異，這三

層級的展示空間所代表的目的、內容、與展示型態就已有明顯的不同，例如

「時報廣場展覽」原本就具有另類性質，策展的目的不是像一般的成品展現，

「展覽是溝通而非覺知，是關注於社會而非個人的議題，並且是對主題有興

趣而非形式」，22是故除了靜態的作品展示之外也包含表演藝術，展覽期間藝

術家之間，或藝術家與參觀群眾的實際對話也很重要，都是另類性質展覽的

一部分。哈林在「樂趣畫廊」的裝置就與數月前湯尼˙沙法紀個展的型態有

所差別，其繪畫、雕塑、和其他物件中奔放的生命力是沙法紀個展所沒有的；

23即使同為蘇荷區的畫廊，1985年年底哈林同時在湯尼˙沙法紀畫廊與李奧

˙卡斯提勒畫廊的展出似乎也是經過選擇，李奧˙卡斯提勒畫廊展出的多以

卡通和兒童般的圖像為主，在原本就帶有爭議性的湯尼˙沙法紀那裡卻多展

出充滿政治性和性意識的圖像，24哈林曾自述這間賈斯伯˙瓊斯（Jasper 

Johns）辦過個展、李奇登斯坦製作過大型壁畫、傑姆斯˙羅森奎斯特（James 

Rosenquist）在此工作過的畫廊對他而言是一個神聖之地。25可見畫廊的區位

                                                 
22 Jeffrey DEITCH, “Report from Times Square,” in Art in America（September 1980）, p. 61. “The 

“Show was more about communication than perception, more concerned with social than personal 

issues, and more interested in subject than form.” 
23 Alexandra ANDERSON, “Exhibition Review: Keith Haring and L. A. Rock, Fun Gallery,” in 

Flash Art, vol. 112（May 1983）, p. 61. “Haring’s February 1983 installation at Fun Gallery had a 

raw vitality which his Shafrazi exhibition of drawings, paintings, and paintings objects lacked.” 
24 Donald KUSPIT, “Exhibition Review: Keith Haring, Tony Shafrazi Gallery; Leo Castelli,” in 

Artforum, vol. 24（February 1986）, pp. 102-103. Holland COTTER, “Exhibition Review: Keith 

Haring, Tony Shafrazi/Leo Castelli,” in Flash Art, vol. 126（February/March 1986）, p. 48. 
25 John GRUEN, Keith Haring: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p. 132-133. “It’s like this holy spac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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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對藝術家的展覽性質是有影響的，尤其是年輕的塗鴉藝術家，作品如何

呈現，應該在何種場所呈現實際上是塗鴉藝術的根本問題，下一節將就塗鴉

藝術的呈現方式進行探討。 

                                                                                                                                      

mean, Johns had done a show there, Lichtenstein had done a big mural there, Rosenquist had 

worked within the space.” 



 161

第三節 公眾性的理想 

無論是哈林或是紐約塗鴉者的塗鴉藝術，能夠在八○年受到世界藝壇的

矚目，其特殊的展示方式是塗鴉藝術一項極為重要的特點，不同於畫廊和美

術館，與公共藝術（public art）和廿世紀中期美國、墨西哥壁畫也有所區別。

這種差別不僅是繪畫基底材與展示場所的差異，更重要的是藝術品預設之觀

者以及藝術品的觀看方式的不同，因而造成藝術家、藝術品、觀者三方面關

係的轉換，也代表塗鴉藝術在特定時空之下的視覺文化有其特殊性值得關

注，塗鴉藝術藝術觀賞方式關係到此一藝術運動的本質意義。 

最初的塗鴉藝術是由戴米楚斯在鄰居的冰淇淋貨車、公共建築牆面與門

階、以及地鐵車站的牆面上書寫「Taki 183」的字樣，後續的塗鴉者擴及到

地鐵列車，舉凡車廂內的壁板、車頂、車窗都佈滿了塗鴉者的簽名文字，車

廂外部的側板、窗戶更是塗鴉者競逐的區域，一般紐約的地鐵塗鴉就是以車

廂外部的傑作最具代表性。在哈林加入地鐵塗鴉的行列之後，以他特有的「璀

璨的嬰孩」大舉佔據地鐵車站內的廣告看板，以及市區街道路燈基座、社區

內的手球練習場等地。 

這些地點基本上是屬於戶外，在城市街道上可以輕易望見的建築牆面，

再加上地下鐵系統，其創作的空間屬性頗為符合現代藝術中藝術走出博物館

的企圖，例如沃荷、約瑟夫˙波伊斯（Joseph Beuys）、和許多觀念藝術家的

做法，況且戶外壁畫的製作自古以來一直是繪畫藝術的一個類別。不過塗鴉

藝術原本是自發的創作，塗鴉對於這些都市建築往往都不是在許可的情況下

書寫，尤其塗鴉經常發生在城市中的公共建築，因此讓人覺得塗鴉是對公共

財產的一種掠奪，像是一種強盜行為，早先在探討塗鴉文化時總是會加諸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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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為其特質。並且塗鴉者喜好書寫的公共建築幾乎都是在街道邊明顯易見

的牆面和街角，對於社區居民而言日常生活必經的途徑出現塗鴉，他們無可

避免地必須面對。尤其繪製於地鐵車站內的塗鴉，從地鐵車站的地下道入口

進入，經過穿廊、月台，一直到望見佈滿塗鴉的列車靠站以及進入電車內部，

沿途都隨處可見塗鴉者留下的筆跡，下車時亦然。對於一個城市大眾運輸的

命脈而言，每日有數萬人次通勤人口穿流於地鐵系統，這些通勤民眾等於是

不得不「觀賞」存在於此的塗鴉藝術，無可迴避，於是塗鴉藝術的存在不僅

鄰近的社區居民必須觀看，也「強迫」整個都市的一般大眾認知到這種藝術

的存在。同時巡行於紐約整個都市的地鐵系統尚包括某些平面及高架路段，

彩繪的塗鴉列車行駛於高架軌道上其視覺效果是十分顯著的，試想在灰色調

且靜止的都市高樓景觀中，一列高彩度、對比強烈的電車以一個可預期的路

徑穿梭而行，人們很難不被這樣顯眼的視覺效果引起注意。因此塗鴉藝術的

公眾性在於對城市公共空間的佔用，而塗鴉藝術對於觀者的「強迫性」是其

公眾性特質不可或缺的因素。 

再者，塗鴉藝術與公共藝術、壁畫不同之處也在於塗鴉在觀看上的「重

複」性質。公共藝術和壁畫通常僅限於某些特定地點，並且在數量方面鮮有

藝術家能夠在一個城市內製造大量的作品，因此即使某些都市擁有稍多的公

共藝術作品，通常是由不同的藝術家分別製作，觀者在移動中較不會對作品

風格加以聯繫，不容易形成特定藝術風格的概念。但是塗鴉藝術如先前提到，

有許多塗鴉書寫是以數量取勝，如此觀者很可能在不同地點卻重複看到同樣

的塗鴉文字或圖式，這樣不僅強迫觀者注視，也是迫使觀者看到並認知塗鴉

的內容，在觀者的視覺印象中加強重複記憶。況且塗鴉文化的凝聚力相當緊

密，共通的視覺風格是他們聯繫的要素之一，以至於觀者在城市各處看到的

塗鴉文字或圖是很容易將其串聯、歸納，了解到這是一個公眾特性十分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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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藝術形式，不斷地向都會人口宣示他們的存在，想不接受都很難。 

哈林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創造「璀璨的嬰孩」作為個人的塗鴉標記，

搭配其他四足動物、飛碟、金字塔等圖式，都以極其簡單的造型讓過往群眾

容易辨認且方便記憶，他又能因此快速作畫達到在數量上加強觀者印象的效

果，稱得上非常聰明地設計最適當的造型語彙和創作方式。同時他所選擇的

繪圖位置又是地鐵系統廣告看板，這無疑是最適合通勤人口觀看的情境，無

論是途經穿廊的行人，或是在月台上等車的人群，甚至列車上的乘客（倘若

車窗未被塗鴉者的傑作遮蓋），這些廣告看板正是位於最適於人們觀看的位

置、高度、和尺寸，再加上原本習慣於充斥彩色廣告和黑色素面紙張的位置，

一時之間為哈林的塗鴉所替換，所產生的視覺衝擊勢必讓人不得不注意這些

圖式的存在。 

塗鴉藝術的公眾性除了公共空間以外，也在於與塗鴉藝術的觀者－一般

大眾溝通的意義，塗鴉藝術是強迫觀者觀看的，而這裡所謂的觀者塗鴉藝術

家是不做預設的。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塗鴉藝術具有塗鴉書寫者彼此溝通對話

的意義，塗鴉的作者藉由作品作為他們在塗鴉群體中的地位宣示，許多信息

或對於其他塗鴉作品的批評與回應，也直接以噴漆的方式書寫，這些基本上

都是給其他塗鴉者看的，但是就其文字的表達口吻而言其實未嘗不是同時向

一般大眾傳達訊息，例如某些批評文字的敘述也彷彿是以第三者的角色向其

他觀者解釋別人的塗鴉作品，或是為自己的某些失誤提出辯護，26對象可以

                                                 
26 因為塗鴉者多在夜間執行塗鴉創作，有時畫面上難免產生一些小瑕疵，例如色彩有些不理

想、顏料滴流嚴重等，必須在白天列車再軌道上運行時才得以發現，作者通常在不久以「信

息」的方式解釋。Martha COOPER, Henry Chalfant, Subway Art（New York: Henry Holt, 1984）, 

p.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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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一般大眾；許多塗鴉者藉由列車塗鴉對母親表達敬愛之意（圖 102），雖

是以作品呈現給作者母親但也是以此向一般民眾宣示，使其母與自己感到驕

傲；而像是李˙奇諾斯表達對於地鐵塗鴉看法的敘述文字（圖 103）和前文

提到的「聖誕快樂」列車之類，則很明顯是以全體都市居民為預設觀賞對象

的。可見地鐵塗鴉對都市一般大眾是抱持開放的態度，更有為數不少的塗鴉

作品就是以大眾為觀賞的主體，所謂的大眾在紐約是不分性別、種族、年齡、

職業、階級的差別，大概只有市政府、警察、和博物館一類精緻藝術領域不

是塗鴉者所喜歡的對象。所以前文已闡明不少塗鴉者在地鐵系統創作時喜好

與路人對談，塗鴉展覽的主要目的是溝通而非展示，而對哈林而言「溝通」

一直是他的創作中心思想之一，他亦是經常向過往行人進行實際的溝通對

話，就像他在《流動的藝術》中提到當他首次在地鐵系統塗鴉之後，許多經

過的民眾會祝他好運希望他能持續下去，是鼓舞哈林創造他的藝術生涯一項

助力，27他曾表示： 

地鐵塗鴉就是素描，就是表演。這是我學習如何在公開場合繪畫的地

方。你是在人們面前作畫。對我來說這完全是一種哲學與社會學的試驗…

這裡經常會與人面對面，不論是和有興趣觀看的人，或是會說你不應該在

此塗鴉的人。我學習、觀察人們對繪畫和我的回應與互動，並視其為一種

現象。擁有這種得自於人們的難以置信的回饋，是讓我持續畫這麼久的主

要因素，這是人們看著我的參與，也是一種來自各種你所能想像到所有階

層人們的批評、質疑、與觀察，從兒童到老婦人到藝術史家。紐約地鐵充

滿了各式各樣的人們。28 

                                                 
27 Keith HARING, Art in Transit, preface. 
28 Jason RUBELL, “Keith Haring: The Last Interview,” in Arts Magazine, vol. 65（September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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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塗鴉藝術家有意特別塑造塗鴉藝術的公眾性以為他們的藝術特

質，標榜塗鴉來自街頭，融入嬉哈文化而與街舞活動有連帶關係。這種區別

當然是針對主流的藝術世界而言，亦即畫廊和博物館領域，這些地方是觀者

必須主動進入，甚至必須付費才能接觸藝術的地方，多半也只是見到全然靜

態的藝術品，也很少能夠和藝術家面對面接觸或觀賞到藝術家創作的情景，

然而他們卻主宰了整個藝術世界的判準，掌握對於藝術潮流遞嬗的的解釋

權。所以塗鴉者塑造塗鴉藝術為充滿活力，能量，代表生活風格的公眾性或

街頭性，並且成為代表都會群眾的藝術形式，是達到其「真實性」的必要條

件，也能藉此合理化塗鴉的動機和行為，儘管塗鴉藝術後期發生結構性的改

變，公眾性始終是許多塗鴉者的理想。而許多當時的評論家也循此一途徑詮

釋，例如 1975年「塗鴉藝術家聯合會」展覽回顧就言明：「這種移置（指從

牆上到畫布）的結果是虛弱的」29，1983年的「後塗鴉藝術家」展覽許多評

論者也寫到： 

在他們原本存在場所曾經擁有奔放的活力，狂放的震顫，得到一種被

                                                                                                                                      

p. 59. “The subway drawings were, as much as they were drawings, performance. It was where I 

learned how to draw in public. You draw in front of people. For me it was a whole sort of 

philosophical and sociological experiment…There were always confrontations, whether it was 

with people that were interested in look at it, pr people that wanted to tell you you shouldn’t be 

drawing there. I was learning, watching people’s reactions and interactions with the drawings and 

with me and looking at it as a phenomenon. Having this incredible feedback from people, which is 

one of the main things that kept me going so long, was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people that were 

watching me and the kinds of comments and questions and observations that were coming from 

every range of person you could imagine, from little kids to old ladies to art historians. The 

subways in New York are filled with all kinds of people.” 
29 Amy GOLDIN, “Exhibition Review: United Graffiti Artists at Artists Space,” in Art in America, 

vol. 63（November 1975）, p. 102.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displacement are enfee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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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迫的接近與有意的冷漠；轉變到鬆弛或經常是緊繃的畫布上將中立化並

對此發生一連串的影響。30 

此一脈絡的特點在於塗鴉藝術從紐約地鐵，經過下城一地，上至名聲

響亮的 57街（此為許多高檔畫廊聚集處）。而這種脈絡變遷標誌出塗鴉繪

畫原初衝擊力與意義的喪失…作品已經在轉變中失去。31 

顯然過去真實的塗鴉可以不考慮藝術的美好日子已經結束。我希望畫

廊的接收不要破壞地鐵裝飾格調的品質。32 

諸如此類的評論者以及洛克曼〈塗鴉作為一種職業也是意識型態〉一文

對於塗鴉藝術進入畫廊的轉變，都認為喪失了原本的活力與最重要的公眾性

特質，因而感到些許失望。不過卓爾在〈塗鴉是公眾也是私人的藝術〉對於

藝術批評界始終將塗鴉藝術界定為公眾性與非法性的本質提出異議，指出即

使社會藝術史的論述言明自文藝復興以來，藝術家的非法行為可被視為對傳

統贊助制度的挑戰，解釋有些藝術的公眾性與非法性由此得以合理化，但是

藝術世界因此對塗鴉藝術的了解乃是由他們自身相對的意識型態所決定，對

                                                 
30 Kate LINKER, “Exhibition Review: Post-Graffiti,” in Art forum, vol. 22（March 1984）, p. 92. 

“What had had a raw vitality, a rugged vibrancy in its native locale, acquired a forced immediacy 

and studied nonchalance; the translation onto unstretched or often stretch canvas neutralized it into 

a sequence of effects.” 
31 Julie SAUL, “Exhibition Review: Post-Graffiti,” in Flash Art, vol. 116（March 1984）, p. 38. “It is 

context…that characterizes the transition in graffiti art from New York subway, through the 

downtown scene, and up to prestigious 57th Street. And this shift in context signals a loss of 

graffiti painting’s initial impact and meaning…The work has lost in the transition.” 
32 Donald. B. KUSPIT, “Crash and Daze at Janis,” in Art in America, vol. 73（February 1984）, p. 

138. “Clearly the good old days of authentic graffiti throwaway art are over. I hope the gallery 

takeover doesn’t destroy the quality of subway dec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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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藝評界認為畫布上塗鴉不如原本的公共空間作品，他指出這都是基於脈絡

解釋而非站在作品實質內容的基礎，畫廊的本質就是易於孤立藝術作品的脈

絡，並且以風格因素在塗鴉網絡中傳遞的現象、塗鴉者將作品視為自身智慧

財產而鼓勵個人風格的建立、許多塗鴉者試圖轉型為畫廊藝術家並且以塗鴉

換取利潤的作為、以及有些藝術學院畢業生視公眾性的藝術為他們晉身藝術

世界的跳板，申論塗鴉藝術實際上具有諸多私人性的本質。因此卓爾在結論

中採取視塗鴉藝術為一種業餘藝術家群體而非次文化現象的觀點將更為真

實，更具結構性，這種職業與業餘之間是一個連續體，他們的分別無關乎成

就，也不是營生的方式，而在於對藝術事業的渴望，他們終究希望成為正式

的藝術家，如此才是他們真正的目標，這遠比抗議式的非法性重要。33 

的確，卓爾的真知灼見切中塗鴉藝術轉型的內在品質，對照本文第三章

與第四章前半段的分析，則塗鴉藝術的私人性主要在於塗鴉藝術品本身的形

式的形塑以及塗鴉者對藝術作品的態度與使用，始終存在於街頭塗鴉與畫廊

中的塗鴉藝術，也是如哈林等塗鴉藝術家標榜公眾性之餘卻不斷用以提昇本

身在藝術世界地位的動因，只不過公眾性一直是塗鴉者的理想。卓爾的分析

為八○年代的塗鴉藝術提供了一個可能的詮釋途徑，是故本文稱呼塗鴉者進

入藝術世界和畫廊機制的現象為轉型較為合宜，尤其關注於哈林等學院出身

的藝術家，乃是十分了解並聰明地運用公眾性作為本身藝術詮釋的策略，為

其類近塗鴉的藝術形式找尋最佳的著力點。 

此外這些八○年代的年輕藝術家在標榜塗鴉藝術的公眾性之時，也懂得

善加利用媒體將有助於公眾性特質的塑造並且提昇自身在藝術世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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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lds,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5, pp. 23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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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說明塗鴉者以追求名聲為主要職志，試圖把握任何可能在媒體上出現

的機會使自己出名，而哈林對此更是不惶多讓，尤其在他逐漸成名之後與媒

體的關係似乎呈現彼此互蒙其利的情況，哈林藉由媒體訪談強化其藝術與公

眾連結的溝通特質，並且傳達他的藝術理念，將他的藝術做最妥善的自我詮

釋；而許多平面或電子媒體也透過這些與年輕藝術家的訪談，增益其收視比

率和媒體形象。自從戴米楚斯開始塗鴉以來，七○年代偶爾出現若干關於塗

鴉的媒體報導，正反兩方的觀點都有所描述，包括塗鴉者、官方、一般民眾

的意見，刊登於《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紐約每日新聞》（New York Daily News）、《新聞周刊》（Newsweek）

等報紙和期刊上，到了紐約 1980年「時報廣場展覽」之後，出現在《藝術快

訊》（Flash Art）、《美國藝術》（Art in America）、《藝術雜誌》（Arts 

Magazine）、《藝術論壇》（Artforum）等藝術期刊有關哈林與巴斯奇亞的展覽

回顧、訪談、藝評家撰文愈來愈豐富，電子媒體也陸續邀約哈林進行採訪或

製作專輯，發行哈林的介紹性影片。而當時在紐約都會生活圈十分著名的期

刊《村聲》（Village Voice）雜誌，向來以介紹流行時尚和新興的藝術型態為

主，也大幅報導塗鴉文化以及哈林等塗鴉藝術家的活動情形，包括其他塗鴉

者與沃荷、理卡等人均為《村聲》雜誌的常客或為之撰稿﹔或是沃荷主持的

《訪問》（Interview）雜誌、流行時尚界的《時尚》（Vogue）雜誌、與關注民

生新聞的《人們》（People）雜誌、《時代》（Time）雜誌，以及流行音樂界著

名的《滾石》（Rolling Stone）雜誌也偶有哈林的訪談及報導，顯示在大眾媒

體的觀察中哈林是新興藝術家的指標人物，相當受到媒體的注意，《滾石》雜

誌並曾將他列為當時藝術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在分類上當然將他歸為塗鴉

藝術。34 

                                                 
34 David SHEFF, “Keith Haring,”（interview） in Rolling Stone（August 1989）, p.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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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些媒體留下的紀錄可以看出哈林似乎頗為健談，對於藝術問題有他

自己的一套理念，往往都能主動談到他的塗鴉繪畫的諸多面向。這也印證哈

林對於人群、人類問題一直是他的中心思想，並且如他所強調的溝通經常是

他畫面所關注的主題，透過公共場合的塗鴉能夠直接與人溝通，也訓練出他

在面對人群時能夠侃侃而談的態度。更重要的是大眾媒體可以視為公眾性的

延伸，透過媒體則哈林彷彿也能和人群對話，因為媒體不受限於地域的傳播

效果能夠使哈林的藝術迅速為人們所知，許多訪談也是由採訪者代替群眾對

哈林的藝術提出疑問，而許多藝術期刊的報導則是為塗鴉藝術與主流的藝術

世界搭起了橋樑，其實也能夠合理化塗鴉藝術進入畫廊展示的現象，一般大

眾因此在媒體上看到哈林的畫廊展覽也就不足為奇了。35可見在哈林的藝術

事業中媒體也具有一定的功能，他很能了解並且利用媒體為他自己的藝術進

行妥善的自我詮釋。在本質上媒體上的塗鴉訪談也象徵公眾性，藉此等同於

在人群聚集的公共空間進行創作。 

七○年代觀念藝術、行動藝術、偶發藝術的興起，帶動藝術家走出畫廊

博物館的封閉空間及封閉式的思維，試圖走向人群，與群眾對話，統稱為表

演藝術。在 1980年左右藝術家從事表演藝術者一時蔚為風潮，許多原本從事

視覺藝術的藝術家紛紛將作品融入動作的成分，並且在畫廊展示作品時兼作

動態表演，或者直接於東村藝廊、小型劇場、類似 Club 57的俱樂部、夜總

會舞台，甚至就在街邊人潮聚集處發表融合繪畫、雕刻、與動作的表演藝術

作品。依據羅斯李˙葛德柏格（RoseLee Goldberg）的《表演藝術》

（Performance Art）歸納指出： 

                                                 
35 Robert H. PELFREY, Art and Mass Media（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1985）,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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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的宣言，從未來主義者至今，已是企圖發現另一種評價日常生活

中藝術經驗方法的異議表達。表演已是一種直接訴求於廣大群眾的方法，

就像是震撼聽眾重新思考他們自己對藝術的觀念與對文化的關係。36 

葛德柏格對表演藝術的定義有幾項值得關注重點，首先他指出是相關於

日常生活中的藝術經驗，亦即表演藝術的素材儘可能取自生活中的事件或事

物，許多動作、態勢、或視覺的象徵來自生活經驗，避免如同最低限藝術或

形式主義這一脈絡僅指涉藝術自身純粹性的形式表現，以及排除傳統上只關

心歷史神話、宗教皇權等無關於一般日常生活的主題，將這些來自日常生活

的動作符碼以一種有別於傳統，非戲劇的方式呈現﹔其次表演藝術呈現的對

象是群眾，通常藝術家需要面對觀眾，或者介入人群之間進行表演，其作品

空間可以是在一個劇場、畫廊、或小型舞台舉行作品發表，但是更多時機是

發生在不預期的開放場所，例如人潮聚集的街頭、市集、公共場所等進行行

動藝術或偶發藝術的表演，這種呈現方式象徵藝術家真正走向人群，直接與

社會溝通和對話，甚至許多行動藝術對於觀者的態度是強迫式的，強行介入

觀者的知覺，迫使觀者思考如葛德柏格所稱人們對藝術的觀念以及與文化的

關係。 

從哈林塗鴉時期的考證得知他在當時除了繪畫之外就已十分活躍於紐約

的小型展演空間，配合他的繪畫作品從事表演活動，包括詩歌朗誦、即興表

演、或是即席繪畫，較著名的要算是 1980年在 Club 57發表的「生活藝術秀」

                                                 
36 RoseLee GOLDBERG, Performance Art: from futurism to the present（New York : H.N. Abrams, 

1988）, p. 8. “Performance manifestos, from futurists to the present, have been the expression of 

dissidents who have attempted to find other means to evaluate art experience in everyday life. 

Performance has been a way of appealing directly to large public, as well as shocking audiences 

into reassessing their own notions of art and its relation to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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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Art Show）（圖 104），以及葛得柏格的著作中也記載了 1984年「秘密

圖畫」（Secret Pictures）這次以舞蹈形式為主的演出，十四名舞者在哈林的立

體繪畫作品前表演，探討高/低藝術的差異，延續普普藝術對大眾文化的啟示

（圖 105）。37可見在當時表演藝術風行藝壇，藝術學院普遍開課教授的情況

下，哈林自然關注並且融入前衛藝術的議題，前文引證他的創作觀之中觀者

的因素是他極為重視的部分，與人群的溝通一直是他作品主要關心的主題，

都與當時表演藝術的理念十分相合，實際上哈林正是八○年代眾多視覺藝術

家跨足表演藝術的典型。而其他塗鴉藝術家之中不僅有許多本人也如同哈林

曾經參與表演藝術的演出，更重要的是在公共場所的塗鴉本身就是一種表演

的呈現：有些塗鴉者如同哈林樂於在人群面前泰然繪畫，直接面對群眾並與

之對話，將塗鴉藝術公眾性的特質發揮到極致﹔而即使是對晝伏夜出的停車

場探險者或社區內的畫壁畫者而言，塗鴉作品在城市中巡行或強迫人們觀賞

的公眾性也是與表演藝術強調直接訴諸廣大群眾，迫使人們深入思考藝術與

文化議題的理念不謀而合。在廿世紀的前衛藝術中，表演藝術是代表藝術應

跨出傳統的封閉領域，走向與社會人群對話的論述脈絡，或許塗鴉藝術在廿

世紀後期眾多新興藝術流派中只是一個不十分引起注視的藝術運動，然而就

彼此共同對於公眾性的訴求便可將塗鴉藝術歸為表演藝術風潮之下的一個文

化現象，塗鴉者作品展現的過程實則也具備了表演的理念與形式，如此塗鴉

藝術在當代藝術發展脈絡中的定為將更加明確，塗鴉藝術的發展過程也將更

具意義。 

                                                 
37 RoseLee GOLDBERG, Performance Art: from futurism to the present, p.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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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塗鴉藝術的交易與贊助 

在當代藝術世界，畫廊與藝術交易制度是一體兩面的關係，一如前文所

述不論是蘇荷區的精緻畫廊或是東村的小型藝廊，都包含了藝術作品的交

易。所以儘管許多塗鴉藝術者強調他們的藝術是為了自我表現的理想，絕不

會依照畫廊經理人的要求去做，但是一旦藝術家涉入畫廊展示的範疇就將與

金錢贊助脫離不了關係，畢竟身為畫廊簽約藝術家其經濟情況遠非街頭塗鴉

者所能比擬，塗鴉者終究是需要一個穩定的經濟來源的，經濟問題乃成為許

多塗鴉者能否持續創作的關鍵，甚至不乏塗鴉者以其熟練之塗鴉技能作為謀

生獲取利益的效用。 

塗鴉藝術受到紐約居民及媒體的關注後，塗鴉者確實普遍上有了提昇經

濟地位的機會，尤其塗鴉的風格形式一時也成為紐約的時尚代表之一，於是

有些商店和商品設計採用地鐵塗鴉的風格圖式，塗鴉者遂能夠以其塗鴉技能

獲得經濟上的贊助。綜觀塗鴉者除了與畫廊簽約以外，常見的副業包括設計

服飾、設計名信片與宴會請柬、設計貨車側面圖案、設計商品標誌、製作壁

畫、立體圖案設備的設計、電視與電腦媒體動畫製作、以及為商店作塗鴉風

格的室內裝潢等，38藉此可以得到金錢報酬，也能夠增加自己的知名度，並

且當塗鴉者自街頭塗鴉的競賽中退隱下來，年齡稍長也因此心智更加成熟，

利用自身的長處選擇上述行業應是塗鴉者獲得穩定經濟來源的最佳方式。這

些雇主會選擇塗鴉者作為他們商品的視覺象徵，顯示他們在對於塗鴉藝術褒

貶不一的紐約輿論中多少是認同塗鴉的，藉此顯示能夠掌握流行、吸引年輕

                                                 
38 Craige CASTLEMAN, Getting Up: Subway Graffiti in New York, p. 71. DREW, Robert S. 

“Graffiti as Public and Private Art,” in Larry Cross Ed. On the Margins of Art Worlds, Color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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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的企業形象，塗鴉者也因此樂於推銷塗鴉藝術的理念，他們視此為個人

塗鴉事業的開拓，並不會認為為商業目的執行塗鴉繪畫將有損塗鴉藝術的本

質，反而能夠更真實的深入生活領域，讓大多數人民能接觸到塗鴉藝術進而

實踐其公眾性。 

在哈林的創作觀點中，商業性或藝術品的商品化並不會構成創作上的阻

礙，早在他尚未成名之前就已經利用手繪圓領衫的方式販賣其視覺圖像的商

品價值，巴斯奇亞在混跡紐約街頭之時也曾靠販賣手繪名信片為生；到了八

○年代哈林逐漸成名時，陸續出現許多廠商希望他能夠以繪畫的方式為其產

品代言，1985年哈林為瑞士「帥奇錶」（Swatch）設計四款錶面圖案，包括

一個由爬行嬰孩延伸圖案在內的多種設計（圖 106）；此外 1986年在沃荷的

推薦下哈林為瑞典「絕對伏特加」（Absolut Vodka）酒商設計一件名為「絕對

哈林」（Absolut Haring）的畫布作品（圖 107），都是極為著名的例子，此後

哈林常受僱於各種商品圖案設計或廣告工作，隨著哈林在九○年代走紅於藝

壇更不乏坊間自行仿冒哈林繪畫風格的偽作充斥於各種商品展示中，可見哈

林受到商業界的重視，以及他在流行時尚界的受歡迎程度。 

哈林本身與藝術商業最明顯的連結要算是他在 1986年成立「普普商

店」，1988年另在日本東京成立分店，販賣哈林自行設計的卡片、旗幟、鈕

扣、服飾等物品，上面的圖案除了「璀璨的嬰孩」還包括其他各種哈林常見

的圖式，直接了當地以門市型態銷售哈林的藝術商品，毫不避諱地將藝術與

商業展售的運作機制合而為一。普普商店是哈林展開創作生涯後一直思考的

問題，到了八○年代中其中能付諸實現，他自認這是因應八○年代中期與日

俱增的偽作現象，必須作出反制的適當舉動，藉由「普普商店」的成立才能

                                                                                                                                      

Westview Press, 1995, p.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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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真品的價值，為一般大眾區分出真偽藝術品的差別。他也了解將藝術品

如此直接的商品化是極其危險的舉動，將因此招致藝術界的撻伐，但是他也

確信這是有些作品所需要，並且是必須的途徑，如同走鋼索一般兩邊都存在

著危險，一方面必須避免全然的重商主義，另一方面也必須保持與藝術世界

的關聯性，因為哈林一直希望能得到有些非議他的藝術家的尊敬。39 

觀之普普商店所販賣的不僅僅是店面中陳列貨品的商品價值，以及哈林

所創造的圖像價值，實際銷售的尚包括藝術家的創意、觀念、甚至是藝術家

的身分地位及其名聲等，都是將伴隨產品銷售的附加價值，藝術家的親身參

與儼然成為一種品牌形象，如同名牌商品，品牌所象徵的品味與形象超過商

品本身的實用價值。在普普商店的刻意塑造之下哈林的圖像不僅是他的藝術

語言，也成為貨真價實的商品，主要依靠哈林在新興藝術世界的名聲和地位

為其價值的指標。而普普商店顧名思義，除了取其貼近大眾文化的涵義之外，

也傳承了沃荷普普藝術的精神，以最直接的方式將消費文明議題在藝術表現

上做出最徹底的實踐。普普商店的成立對於哈林的藝術事業而言是一個重要

關鍵，也是一著險棋，直接觸及藝術品與商品價值這一十分禁忌的地帶，可

以看出哈林極為聰明地藉此將他的藝術定位在與沙勒、史耐伯為主的主流藝

術家互相區隔的路線，因此能夠以畫壇上反動勢力的代表立足，博得藝術新

聞界的關注。同時哈林藉由普普商店宣示與沃荷普普藝術的縱向關聯，企圖

                                                 
39 John GRUEN, Keith Haring: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 128. “… what I’m leading up to is the 

Pop Shop. It’s now 1985, and I begin thinking about the Pop Shop, which doesn’t actually open 

until 1986…Of course, I knew I’d get a lot of criticism for it, but I also knew that it was what 

some of the work called for－and had to become. Still, it meant I’d be walking an incredibly fine 

line. It was a real tightrope, and dangerous on either side. You had to avoid crass commercialism 

and also keep some hold on the art world－and I wanted to do that, because I wanted to keep the 

respect of artists who meant something to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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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他的藝術定位在當代藝術史中與普普藝術相連結的脈絡之上，取其藝術應

當表現日常生活消費文明之意，區隔出與最低限藝術等趨向純粹化藝術的差

異。不過哈林的動機之一是為了反制與日俱增的偽作現象，強調作者本身的

創意與獨特性，卻是與沃荷將藝術家比擬為一具機械，削減藝術家個人特質

的觀點大相逕庭。哈林藉此再次塑造了屬於他個人的「標誌」，作為他在藝術

界以及紐約時尚的形象識別，這種標新立異的舉動雖然引發爭議，強調個人

特質的做法顯然能夠利用爭議性換取知名度，與塗鴉書寫者竭力使自己出名

的手法並無二致。 

 哈林成立普普商店的效用尚包括對於文化層面的界定，哈林一向對於

紐約青少年的街頭文化、搖滾樂、乃至八○年代的嬉哈文化存有好感，以其

本身的作為積極向這些青少年次文化靠攏，在紐約市區開設這種以流行時尚

為號召的個性化商店，實際上是在塑造另一個哈林所屬意的文化階層，頗為

類似東村藝廊經營的模式，有別於精緻且高價位的藝術商品，尋求一個次級

的，哈林希望是較貼近大眾文化的品味代表，至少是一般大眾較能親近的櫥

窗環境與經濟條件，在商品選擇方面儘量是較為活潑、年輕化的服飾、裝飾

配件、或紀念性的產品，吸引普羅大眾，特別是年輕族群的認同，期望能在

藝術創作的基礎上，結合青少年文化的品味型塑一個新的流行文化氣息。 

更重要的是普普商店的成立雖然帶有作者本身藝術自我詮釋的目的，藝

術與商業的結合對於當代藝術的發展未嘗沒有積極性的意義，在哈林的觀念

中商業並非藝術的禁忌，反而是過去始終侷限在畫廊、博物館這類封閉環境

的藝術家，值得拓展並且以此與大眾文化對話的處女地。藝術品在八○年代

視覺文化的脈絡中，其視覺影像能夠藉由傳播以及資訊媒體的力量快速地傳

布到各地，如同「璀璨的嬰孩」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將視覺影像直接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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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販售，等於是為藝術品的傳遞開闢另一個流通管道，在都會區的人際網

路中不斷地向外流傳，甚至傳布到世界各地，只不過所須代換的是遠低於一

般繪畫贊助的金錢價格。九○年代哈林本人的高曝光率加上世界各地的大量

偽作，人們看到類似「璀璨的嬰孩」的圖式可能已經不認為是某一位藝術家

的創作，幾乎成為一個對任何人開放的視覺語言，各種類近「哈林風格」的

視覺圖像充斥於全世界的藝術和商業領域。就哈林的心理而言他或許較為關

心普普商店所代表的，與畫廊、博物館等傳統展售機制的差異性，實際上他

強調藝術品透過普普商店的流通，其對於社會大眾的溝通、影響效能遠比博

物館中展售作品更為開放，更具有力量，如同哈林的地鐵繪畫一般。一般博

物館當中的藝術品不但陳列的方式與觀者較為隔離，蘇荷區畫廊、博物館制

式的封閉環境就已經把對藝術認識不深的過往群眾區隔於外，而充斥於街頭

和地鐵車站的塗鴉書寫者，強迫人們觀看的姿態又極具侵略性，因此普普商

店的成立，對於喜好藝術卻尚未熟悉博物館這類精緻藝術領域的群眾而言，

其店面環境的營造是一個相當易於讓人親近的場所，能夠先建立人們對於新

興藝術的興趣，而後只要花費一般大眾均能接受的少許金錢交易就能擁藝術

作品，所代表的意義是哈林為了讓不分種族、階級、或身份的人都能接觸甚

至擁有他的藝術，而非傳統的藝術交易制度中博物館和收藏家佔有了大部分

藝術品的所有權，也正是對於公眾性的追求。在此藝術的商品化絕非貶低藝

術的價值，而是直接指稱藝術本質的一種陳述方式。如同前文所述哈林喜歡

接觸都市中各式各樣的人群，他的地鐵藝術較一般的塗鴉書寫者能夠讓人們

親近，因此 1986年之後哈林停止地鐵車站的塗鴉繪畫，普普商店在此時具備

了接替地鐵藝術的公眾性以及與群眾溝通的意義，利用普普商店呈現他的藝

術理念自然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遂成為哈林創作生涯後期最具代表性的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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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證哈林對於他的藝術與金錢價值關係的看法，他表示： 

我始終認為我不要人們為我的藝術花費大筆金錢，只要足夠就可以了

－但這是很難做得到的。如果你將作品賣的太便宜，你就會純粹為這個（藝

術交易）制度所利用﹔有些人買了之後會再以更高的價格轉手賣出，所以

你必須拿回作品的銷售權。我並不清楚控制價格的方法。金錢就像迷幻藥，

是生活當中無可避免的事物﹔我未曾發現任何可以阻止或改變它的方法。

在某種意義上，我已經沉溺於其中了。確實很難不這樣－這是當前世界的

一個概念，人們總會要求更多，更高，更好（指金錢價值）。40 

對於人們常將他的藝術視為徹底的商品化，他解釋： 

在開始時我並沒有賣很多而價錢也不高，但我目睹了這種事情在我身

邊發生，看著許多東西的價錢水長船高，視之如貨品，而這是我經常以認

為我必須去反對的事情…這已是一個長久的對抗，如今我已完全身陷其

中，我目睹了事情的發生，正是經濟、貪慾、市場，就像一個證券交易所

或是真實的財產或其他任何東西…我不參與藝術開幕會，也不和收藏家來

往，我完全不參與這種場合。41 

                                                 
40 Suzi GABLIK, Has Modernism Failed?, p. 108. “I’ve always thought I didn’t want paid a lot for 

what I do, just enough to keep things going－but there’s no way to do that. If you sell your work 

cheaply, you just get used by the system; somebody else buys it and sells it for more, so you have 

take it from them. I don’t know of a way to control piece. Money’s like a drug, I see it in every 

walk of life so far; I’ve not found a way to make a dent in, or alter that. In some sense, I’m already 

addicted. It’s really hard not to be－it’s such a basic idea of the world now, always to want more, 

to want bigger and better.” 
41 Jason RUBELL, “Keith Haring: The Last Interview,” in Arts Magazine, vol. 65, no. 1（September 

1990）, p.58. “In the beginning I wasn’t sell much and it wasn’t big money, but I was seeing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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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在哈林的解釋中，對於身處在廿世紀後半的藝術家而言藝術的商品

化是不可避免的，如同社會主義的文化理論，今日世界無一處沒有金錢價值

的存在，所以在常此以往的藝術交易制度下，縱使有許多藝術家多次宣稱不

為藏家而創作，懷抱為自己的理念而創作的理想，年輕藝術家一旦成名、在

畫廊和博物館中展出就無可避免會身陷其中，在哈林的言詞中顯示這是藝術

家無能為力的，他只不過是毫不避諱地反映了藝術家面對金錢、藝術商品化

的現實面，就如同普普商店的成立，比起有些藝術家私下與收藏家進行交易，

哈林將這種傳統上有損藝術純粹價值的行為公開化，反而顯得誠實而直接，

而且能夠搜購藝術品的人們不限於特定的身分或階級，對於哈林強調公眾性

的藝術理念實則有正面而積極的助益。 

至於其他的塗鴉者雖然懷抱著為自身藝術創作而努力的理想，後來的際

遇其實就像哈林所言，所謂成名即是進入畫廊展示機制者，隨之而來的就是

僱用經紀人、與經濟畫廊簽約，作品的金錢價值隨之升高，或許藝術家擁有

專屬經紀人之後可以因此專注於藝術創作工作，宣稱自己並非為商業利益的

目的而畫，藉此宣示與繪畫交易制度沒有牽連，或是撇清本身與作品價格漲

跌的關係。但是經紀人制度的產生畢竟是肇因於藝術家為處理作品交易或其

他瑣事的需求，類似哈林、巴斯奇亞等年輕藝術家皆是在先私下賣出少數作

品，而後逐漸走紅，收藏家、媒體等訪客絡驛不斷湧入他們的斗室之際，興

起必須僱用經紀人並且與經濟畫廊簽約始能應付眾多索畫者的念頭，其動機

                                                                                                                                      

happen all around me, seeing things going for big money and seeing it as commodity and it was 

always something I thought I had to work against…It’s been a constant struggle against it. And 

now I’m totally inside of it, I’ve watched it happen and it’s economics and it’s greed and it’s it’s a 

market just like a stock market or real estate or anything else…I don’t go to art openings, I don’t 

hang out with collectors. I don’t play in that area at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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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則是為作品的商業利益所需，使藝術結合商業的責任仍是藝術家本人無可

迴避的。例如 1982年的德國文件展中，「時髦畫廊」在會場設立了一個小型

商店展售繪有塗鴉的圓領衫、鈕扣、海報等商品，藝評家哈爾˙佛斯特（Hal 

Foster）評為： 

這種特別的、多重意義與內容的表達（即指塗鴉藝術）是一個首次受

到人們關注而成為一個普遍的、相同的風格隨後並如同許多商品標籤一般

地傳遞（塗鴉商店）。42 

由此證明塗鴉者似乎已習慣於藝術品結合商業形式銷售，並且視之為當

然，其心理應如前述哈林的態度，用一般紀念品的價格銷售他們的塗鴉商品/

藝術品，比起畫廊、博物館中的交易更顯真實不虛偽，並且更能向一般大眾

傳遞他們的藝術內涵，使塗鴉藝術能深入群眾的各個階層。此時綜合塗鴉者

經常從事僱庸性質的壁畫製作型態論之，塗鴉繪畫風格也已經逐漸傾向商品

化，它的繪畫圖式及風格成為一種符碼，一個流行語彙，夾帶了眾多商業行

銷的意義，除了由這個視覺圖式建立某特定的族群及其品味，在人群社會中

流通，更重要的是它的附加價值，如同一個名牌標籤，圖像本身即帶有一定

的商品價值和形象識別作用，無論創作者或消費者都十分關注於這方面的象

徵意義，在塗鴉文化與商業利益的結合中，當然以哈林的「璀璨的嬰孩」最

具代表性。 

綜觀塗鴉藝術的贊助層面，最著名的塗鴉藝術家如哈林、巴斯奇亞等人

                                                 
42 Hal FOSTER, “Signs Taken for Wonders,” in Howard RISATTI ed., Postmodern Perspectives: 

issues in contemporary art（New Jersey: Englewood Cliffs, 1990）, p. 157. “The specific, 

ambivalent content of an expression（e. g., graffiti）is first abstracted as a general, equivalent style 

and then circulated as so many commodity-signs（graffiti bout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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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時畫廊、博物館就已為之收購作品典藏，並且時有大型企業邀約合作計

劃或為其產品行銷代言，如帥奇表、絕對伏特加等，同時許多私人收藏家亦

爭相搜購著名塗鴉藝術家的作品，因此他們皆僱用經紀人或經濟畫廊為其處

理作品銷售事宜﹔這些私人收藏家也依個人的判斷購買年輕塗鴉者的作品，

或透過仲介管道嘗試投資可能有潛力的新興藝術家的，是年輕塗鴉者的主要

經濟來源，透過正式的藝術交易制度也有助於塗鴉者晉身正式的藝術家身

分。其次在許多地區性的機構、私人公司、甚至有些官方單位和學校也借助

塗鴉藝術在都會人群中的影響力，邀請塗鴉者為他們所舉辦的活動代言，通

常會安排塗鴉彩繪活動，為其空間設計塗鴉壁畫，或是設計塗鴉風格的標誌，

並給予適當的經濟贊助，年輕的塗鴉藝術家多半也樂於參與這類的公開活

動，不但能夠獲得金錢上的報酬，更可以因此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並且有助

於社會大眾對塗鴉藝術的正面評價。再者就是塗鴉者設計卡片、鈕扣、圓領

衫等物品販售，有些是完全自行負責生產與銷售事宜，其他則是受僱於小型

商店，專門負責商品的繪製工作，透過商店的形式販售。這些塗鴉者的經濟

來源則是靠塗鴉商品的銷售所得，由於銷售據點的開放性以及遠低於一般藝

術品的收藏價格，其顧客階層相較於畫廊博物館領域必定更為寬廣，為非特

定階層的廣大都會人口，都是塗鴉藝術家潛在的贊助者。以哈林為例，在他

已成為世界各博物館爭相邀約的知名藝術家之時，他仍同時具有這幾種類型

的藝術贊助方式，以顯示他對人群的喜好以及公眾性的追求，不希望因為畫

廊博物館的典藏作品，和私人收藏家的交易，被定位在類似沙勒、史耐伯一

類的主流藝術家，這是他一直反對並批評的。 

從許多街頭塗鴉者與塗鴉藝術家的生涯查考中可以發現塗鴉藝術終究

是十分依賴藝術而生存的，塗鴉者最為人們厭惡的行為之一是偷竊商店中的

噴漆罐和簽字筆作為他們主要的繪畫材料，他們幾乎不會正正當當地花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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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就心理層面而言固然此舉顯然刺激有趣，並且可以彰顯他們的智慧與靈

巧，但是不可否認在自費的情況下要執行整輛車的塗鴉的確所費不貲，若由

塗鴉者獨立負擔恐怕無法創造出豐富的塗鴉文化，更何況街頭的塗鴉者多半

是為有經濟基礎的青少年和若干藝術學校的學生，他們的經濟能力遠不如成

人，在未成名之時基本上是需要一定的經濟來源支應生活和創作所需開支，

是故必須採取偷竊噴漆的手段儲備足夠的繪畫材料，同時也需設法尋求經濟

來源。 

以哈林為例，他曾不諱言指出八○年代中期由於經濟上的充裕，他可以

換到更舒適的工作室，並且得以從紙張、墨水、防水布的繪畫，和以粉筆為

素材的地鐵塗鴉，轉移到以畫布為基底材，施用油彩和壓克力彩為創作模式，

43此後甚至可製作大型的戶外雕塑作品或執行其他大型計劃，也多用企業贊

助的方式進行﹔巴斯奇亞在宣告「SAMO」已死之後就停止街頭的塗鴉創作，

之後與諾塞簽約就幾乎以畫布上油彩或壓克力彩為主要的繪畫媒材，與一般

蘇荷區的藝術家無異﹔其他許多塗鴉者如同前述，比起一般尋求在畫廊展出

的藝術家更受制於經濟因素，他們生產塗鴉作品更需要經濟上的支援，因此

才會有如此取得噴漆材料的方式，或者利用群體的力量結合成無論是公開或

地下的塗鴉團體，共同尋求贊助來源。可見藝術贊助的確影響塗鴉藝術家甚

深，多方面的藝術贊助有助於塗鴉藝術家能夠無後顧之憂地生產作品，而藝

術家個人的經濟因素也左右著他們的創作動機、型態，以及媒材、尺寸等作

品形式，由於塗鴉者的身分背景，較之其他藝術工作者他們的確更依賴經濟

因素。 

                                                 
43 John GRUEN, Keith Haring: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 132. “I decide to stop making 

tarpaulins. I no longer feel inhibited about using canvases, because I now have the money to buy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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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塗鴉藝術家在八○年代的藝術環境中多半不避諱藝術與商業的融

合，甚至直接繼承普普藝術將藝術帶往世俗化、商品化的路線，這樣的態度

反而更能彰顯塗鴉藝術貼近大眾文化領域，亦即公眾性的理想，哈林自然是

塗鴉藝術商品化的典型。 

                                                                                                                                      

as though it were pap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