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

第一章    問題意識 

繼國定古蹟台北賓館圍牆遭民眾噴漆寫上倒扁文字後，台北華山文化園區

23 日凌晨也遭不明人士入侵大玩塗鴉遊戲，市定古蹟「烏梅酒廠」、歷史

建築「四連棟」被塗成花臉……八名年輕人從園區舊大門進入，在園區內

到處噴漆塗鴉，停留約 40 分鐘到 1 小時後離開，現場遺留 10 多罐噴漆和

一件運動外套，文建會已交由警方存證追查。依照文化資產保存法，毀損

古蹟可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 20 萬元以上、100 萬

元以下罰金。（2006-09-29/聯合報/D6 版/文教） 

圖 1-1：華山藝文特區的非法塗鴉（2006 年 10 月） 

 

說明：圖為 2006 年 9 月 23 日當日八名塗鴉者在華山藝文特區留下的塗鴉，

但塗鴉並不只是他們帶來的，圍牆邊早有更多、更早塗鴉的蹤跡。 

2006 年九月二十三日清晨天還未光，華山藝文特區的警衛卻發現大事不

妙，因為被指定為古蹟的烏梅酒廠的圍牆上竟然出現「不速之客」的身影—牆上

多了幾道塗鴉。 

仔細看這些不請自來的塗鴉，有的從圖面上可識別意義（例如微笑的施明

德，還有握手言和的蔣中正與毛澤東），有的則是繞富創意的簽名繪圖（以泡泡

字的形式出現）。但是這幾則安安靜靜躺在牆上的塗鴉，卻在接下來的一個多月

引發熱烈的論戰。 

一方面，文建會以破壞古蹟為由，擬用文化資產保護法對塗鴉者起訴。另一

方面，同一地點一個月後，運動廠商 Royal 舉行了國際塗鴉巡迴大展，會場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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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來自國外三十五位作者的塗鴉作品，知名塗鴉者接受民眾與媒體的歡呼掌

聲，而隔牆的塗鴉者竟要遭到被起訴的命運。此一同時，「違法」塗鴉者 BBrother
等八人也在網路上串連聲援，要求國家機器停止打壓青年次文化的發聲。一樣都

是塗鴉，隔牆塗鴉的命運差異竟然這麼大。 

到底塗鴉是什麼？為什麼有人要塗鴉？他們想說什麼？為什麼有人對塗鴉

這麼生氣？塗鴉與我們的關係為何？我們要如何看待塗鴉？我們如何討論這些

問題？ 

本文討論街頭塗鴉的日常生活意涵，論文的第一章分成二節，第一節討論塗

鴉的歷史與台灣發展，作為開啟問題意識背景知識的鋪陳；第二節問題意識，討

論何謂塗鴉的「日常生活想像」，並說明本文研究的場域。 

第一節 看見塗鴉：在全球與在地之間 

塗鴉不是華山藝文特區內專有的現象，走出華山，面對整個台北市，戴上搜

索塗鴉的眼鏡，我看到更多的塗鴉： 

騎車經過紅綠燈，赫然看見電線桿下有個笑嘻嘻的卡通塗鴉。午餐後，趕往

咖啡店看書，走在溫州街，圍牆上爬滿塗鴉的身/聲影，每個塗鴉都是一種聲音。

晚上，走過車水馬龍的忠孝東路旁統領百貨旁，小巷子裡可以看見更多塗鴉。還

有西區，西門町有條街都是塗鴉，他們說那是塗鴉的「公共藝廊」。 

仔細觀察，塗鴉充斥在我們的生活周圍，這些塗鴉有時候被當作公害污染，

必須擦除；有時候被當作美麗的裝飾，增添逛街行走的樂趣；但是更多時候則被

當成一把灑在牆上的沙，無足輕重，沒有意義。但這些不被看見的塗鴉有意義嗎？

可以站在傳播學的領域中發問嗎？他們和日常生活的關係是什麼？塗鴉可以研

究嗎？ 

幾個月之後，「重新思考文化資產保護法」的訴求被文建會帶回局裡討論，

塗鴉者也免於被起訴的悲慘遭遇，華山塗鴉事件已經和平落幕，但是我的問題卻

還沒有獲得解答：要怎麼研究塗鴉？要怎麼對塗鴉產生問題意識？ 

如果說華山藝文特區的事件明確化我的問題意識，那麼「上山打游擊」就是

激起我研究塗鴉動機的一個引爆點。第一次看見塗鴉是在 2005 年秋天的政大校

園，學生組成的「上山打游擊」團體在傳播學院、停車場或斑馬線上塗鴉，這些

在校園出現的塗鴉引發師生的熱烈討論，有人說破壞公物，也有人稱好，當然也

有人默不吭聲，彷彿置身事外，與他無干。 

這些討論的樣態也大概顯現出塗鴉的特質，看似稀鬆平常舉無輕重，但卻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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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隱地牽動大家的視覺神經，很難視而不見，很難毫無反應。塗鴉是也不是書寫

在牆上的圖樣，塗鴉是也不是烙在石版上的銘刻，塗鴉是也不是對特定人的召

喚，塗鴉是也不是一個問題。 

從「上山打游擊」出發，我認為「游擊」這個隱喻相當貼切的描述塗鴉行動

的本意，帶著「打游擊」、「找游擊」的關懷，我開始街頭塗鴉的研究。對塗鴉

產生問題意識，對塗鴉發問，這是我在城市的塗鴉游擊戰。 

下面我先介紹塗鴉的發展，並討論台灣街頭塗鴉的歷史，作為開啟問題意識

背景知識的鋪陳。 

壹、 塗鴉歷史 

本文討論街頭塗鴉，在界定上（詳細定義見第二章）我要扣除政治言論性的

塗鴉，也要扣除那些用書寫在公廁、公車或古蹟上的塗鴉，因為若要將這些塗鴉

都納入討論的範疇，需要一個龐大且複雜的架構，而每種塗鴉所依附的社會脈絡

不相同，必須做細緻的區分，且每個塗鴉的類型中所開展的抵抗意涵也有不同（見

本文 p.25）。我要將焦點鎖定在圖像（或文字）構成的街頭塗鴉上，進行街頭塗

鴉的研究。 

塗鴉的產生與出現，和城市的發展有密切的關係，最早的塗鴉歷史可以追塑

到龐貝古城上的壁畫，壁畫記錄了當時人的生活，研究者從這些塗鴉解讀出西元

前 79 年當地的生活情形；另外，考察人類文明的發展，我們都可以找到類似塗

鴉的蹤跡，中國敦煌壁畫、羅馬、希臘、埃及的石刻也都可以納入這個古歷史範

疇的塗鴉類型之中（廖方瑜等，2005：37-41）。 

進入二十世紀，塗鴉的身影也出現在戰場上。由於塗鴉方便製作的特色，在

二次大戰期間，有人將塗鴉用在政治宣傳之上。跟本文比較有關係的塗鴉則是出

現在二十世紀中期後的「街頭塗鴉」。 

街頭塗鴉依附公共空間而生，最早街頭塗鴉發跡在美國，街頭塗鴉的產生跟

下層階級的存在感有極大的關連。最早是在六 0 年代美國南加州因為青少年幫派

鬥爭而產生的「標貼塗鴉」（Tag）（廖方瑜等，2005:37-41）而另有一說是紐

約哈林區的黑人，為了佔領地盤、聲張勢力、宣告自我的存在，黑人青少年們在

街頭塗鴉，這時候的塗鴉大多是以標貼的形式出現，大量出現在公共空間的簽

名，讓黑人們獲得自我的存在感，這些塗鴉透過新聞、電影等大眾傳媒的再現傳

送出去，每個塗鴉者都有驚鴻一瞥的成名機會（陳招良，2003:17-22）。標貼塗

鴉是在牆上簽名的塗鴉，是屬於簡短、隨意的塗鴉，這些青少年就利用字母字體

的變化，表彰自己與眾不同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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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0 年代，塗鴉的發展從幫派區分領域、區隔敵我延伸，開始出現在街頭、

建築物、鐵路公路沿線，紐約的地下鐵塗鴉成為記錄城市發展重要的景觀之一，

在大眾運輸系統上驚鴻一瞥的看見這些塗鴉，給人帶來新的都市視覺感受。進一

步，這時候的塗鴉和青少年文化交會，發展成嘻哈文化（Hip-Hop）的一環。而

此時黑人青少年所發展出來的塗鴉形式為「標貼塗鴉」(tag)（其詳細內容見後定

義），這是一種具有創造力的游擊藝術（廖方瑜等，2005:37-41）。關於嘻哈塗

鴉的發展必須和美國都市的文化生態（特別是紐約）一起討論，嘻哈塗鴉的族群

特色一開始並不為人注意，因為在一般人眼中塗鴉都是一些遊手好閒、危險的年

輕人所做的，事實上很多紐約人擔心城市走下坡，開始對入侵公共空間的塗鴉進

行系統性的剷除；同時，七 0 年代陸續在紐約市舉辦的塗鴉藝展，把塗鴉的角色

推向商業、藝術體系（何穎怡 譯，2002:30-33）。 

八 0 年代，塗鴉慢慢發揮他在街頭的威力，成為全球都市文化的一環，一方

面是因為塗鴉在兩個世代的累積之後，從街頭的隨意塗寫，漸漸成為有系統、有

美學觀點，甚至是批判觀點的表現形式，另一方面則是由大型都市所帶領的文化

風潮，紐約、舊金山、倫敦等地的塗鴉文化透過傳播科技，諸如新聞、電影、電

視劇等的方式，將都會景觀帶到其他地區。 

此外，八 0 年代時，大量學院派的學生投入街頭塗鴉的行列，也領著塗鴉進

入藝術殿堂（陳招良，2003：19）。八 0 年代前後的街頭塗鴉大多承襲紐約風格，

多以標貼和泡泡字呈現，這和嘻哈文化有很大的關連，流行文化跨越國界的速度

遠遠高過國家機器可以想像，Hip-Hop 音樂、塗鴉、街舞和 DJ 這四項嘻哈文化

的重要元素，日漸受到全球青少年的歡迎，塗鴉擴散到全球都會之中。 

八 0 年代晚期到九 0 年代，年輕的藝術創作者不斷地進入這個領域，其中不

乏受過專業藝術訓練的藝術家，這些新血的加入，都豐富了塗鴉的表現形式，同

時塗鴉也從單純的自我關照，展現他的公共性格。「街頭藝術」（Street Art）成

為塗鴉的新名詞，在這之中塗鴉的抵抗性格也更被確立（廖方瑜等，2005:37-41）。 

貳、 台灣街頭塗鴉的發展 

 台灣街頭塗鴉的發展，必須從 1990 年代開始談起。隨著嘻哈文化全球化的

影響，90 年代初期，嘻哈文化進入台灣，Hip-Hop 音樂、塗鴉、街舞等元素開始

為青少年所瞭解。同時，台灣的街頭塗鴉美學形式跟美國紐約街頭塗鴉有密切的

關連，研究便指出台灣的街頭塗鴉是起源於對美式風格塗鴉的模仿，國內美術科

系相關學生，在接觸美式文化及塗鴉之後，就開始在街頭實做。爾後，台灣的街

頭塗鴉，因為社會的保守風氣，跟政府的大力取締逐漸減少；此外，研究者也指

出，沒有類似於紐約大都會的族裔多樣性及都會空間等因素，塗鴉文化始終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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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在台灣成形（陳招良，2003:22-23）。 

關於台灣街頭塗鴉的濫觴的說法有些微的歧異。嘻哈文化的影響是一個說

法，另一個說法則是透過行動者的街頭實做，誤打誤撞而產生的。李靜宜

（2005:91-93）指出，台灣第一件街頭塗鴉作品出現在台北，是由呂學淵和郭沙

共同創作而成，高三公尺、長五十公尺的作品引來媒體的關注，然而這個塗鴉的

動機跟嘻哈文化的影響較不直接相關，比較像是在街頭實驗、碰撞出來的結果。 

最早開始有系統性的塗鴉出現在台南，經營滑板專賣店的呂學淵是台灣街頭

塗鴉的教父（邱啟新，2001；畢恆達，2001:93-94），台南出現的街頭塗鴉，在

呂學淵的傳承下大量且有系統的保留與再造下來，但此同時呂學淵的塗鴉也與商

業體系結合，逐漸脫離塗鴉作為街頭行動次文化的邊緣角色。 

特別要指出來的是，台灣街頭塗鴉文化到底與嘻哈文化有多大的關連？儘管

塗鴉作為嘻哈文化的一個重要元素，但在台灣真正從事塗鴉的嘻哈族群並不多，

可以說「嘻哈掛」跟「塗鴉幫」是截然不同的人，這個問題則涉及到了次文化裡

面關於本真性的問題，亦即對於嘻哈文化的忠誠度，該用何種標準來界定。另外

也涉及到嘻哈在台灣的社會文化脈絡下，與美國紐約的情狀差異，台灣的種族問

題的衝突並不表現在街頭文化的創作上，甚至可以說台灣沒有紐約那樣培育塗鴉

次文化的背景，而且台灣接觸到的已經是商業化的嘻哈文化了，加上塗鴉實做的

難度高（除了美學素養之外，塗鴉的實做還必須躲警察，危險成度高，不若嘻哈

舞蹈或是歌曲那樣可以擺在公開的通路下傳送），也都是再次區分塗鴉幫與嘻哈

掛的原因。這些都是不同的文化土壤下，所生長出來的次文化模樣。 

邱啟新（2001）在其研究中指出，「台灣街頭塗鴉的青少年不多，而且既有

的塗鴉都是追隨嘻哈文化的業餘者」， 然在今天（2007 年），我們似乎可以對

這個問題重新發問：是否因為這樣，台灣就沒有街頭塗鴉的文化？或是街頭塗鴉

的文化該如何定義？ 

討論街頭塗鴉文化是否成形的方式不該只是停留在數量的多少，數量固然是

考量，但是該文化如何被討論的方式也應一併納入考量。亦即，我們應該從塗鴉

有多少，塗鴉實作者有多少等問題，轉研究：這些塗鴉如何被討論，他們如何跟

主流文化對話，如何產生關係…等，這些才是討論文化是否成形的判準。以台北

西門町為例，沿著武昌皆與昆明街的兩旁滿滿都是塗鴉的蹤跡，夾在這兩條街之

間的「美國二手貨街」其中塗鴉之豐富與多樣，簡直就是塗鴉的露天畫廊。 

此外，在公館商圈、師大路附近、忠孝東路四段加州健身中心周圍等地，都

可以看到不少的街頭塗鴉，這些塗鴉不像是日常生活中隨處可見沒有系統的零星

塗鴉（例如公車上或是公廁裡的塗鴉等），他們是有系統、大量、重複出現的藝

術作品，根據考察，除了本地年輕人之外，2000 年之後來台工作的外國人所組

成的塗鴉團體，也將國外的塗鴉文化進一步帶到國內來，這些團體也和國內塗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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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進行交流，他們都是形塑台灣街頭塗鴉文化目前模樣的行動者。 

雖然說塗鴉的根源來自於次文化的行動，是一種邊緣的發聲與對話，但是考

察台灣街頭塗鴉的發展，更不能夠忽略資本家在這之中扮演的角色。邱啟新

（2001）指出台灣街頭塗鴉文化的盛行，跟跨國運動用品公司，如 Nike 不定期

的舉辦大型街頭塗鴉活動，或是和嘻哈文化有關的街舞比賽等因素相關，這些商

業活動的舉辦都具有提倡塗鴉文化的意涵。至於由資本家引領的次文化活動，對

於塗鴉文化造成的衝擊，與對塗鴉行動團體內部的辯論，則留待後述。 

整體而言，台灣的街頭塗鴉發展至今約有十五年的歷史，這十五年間的發

展，台灣從剛解嚴開放的保守社會風氣，轉變成今天開放、激烈且多樣的街頭景

觀，塗鴉文化也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逐漸形成。 

其中有跨國文化消費的因素、跨國資本主義力量的連動，更有政府對於青少

年文化政策的關連。我們可以將台灣塗鴉文化的行動者可以區分成三者：第一是

資深的塗鴉人們（以台南呂學淵為例），他們為街頭塗鴉的可能性起了頭，而且

持續的在街頭塗鴉界扮演他們資深、重要的領導角色。第二則是，新興的塗鴉行

動者，他們是年輕的學生、工作者，以及來台灣工作的外國人，他們兩者都是網

路世代的塗鴉人，分享共同的語言，把街頭當作實驗室，碰撞出台灣街頭塗鴉文

化，他們迅速的從網路上擷取歐美塗鴉資訊，同時也大多受過美術教育訓練，受

美國嘻哈文化和歐陸文化影響；此外，他們在界定何謂塗鴉的意見上或有差異，

有些人以嘻哈文化為主，有些人則以歐陸塗鴉文化為規臬，也有人在塗鴉能否接

觸商業上有所爭議，而這些堅持與妥協共構了目前可見的塗鴉文化。第三個角色

則是跨國的運動公司，他們將塗鴉作為商品進行推銷販售，其用意與結果是好或

壞尚待評斷，但卻是觀察塗鴉的發展非常重要的角色。 

今天的台北街頭，已經有五處可以合法塗鴉的公園1，在公園之外的塗鴉活

動還是被禁止，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我們仍可在街上看到不少的塗鴉，這些塗

鴉背後說明台灣塗鴉的創意、技術不斷的成長翻新，也吸納更多人投入街頭塗鴉

的行列。 

第二節  街頭塗鴉的「日常生活想像」 

街頭塗鴉是和城市生成、現代生活高度相關的活動，雖然他僅是塗寫在牆上

的作品，但是背後卻蘊含巨大的能量，考察這些文本所在的位置，以及文本背後

作者的用意，和閱讀所帶來的愉悅情緒（或憤怒）和隨之產生的意義，也開啟了

塗鴉文化研究的可能。這裡面除了涉及塗寫者的階級、動機思想、文化資本與社

                                                 
1五處公園分別是：中山美術公園、大安森林公園、南港公園、天母公園以及長安綠地擴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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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位置；也和與公共空間的商業化和私有化有關（亦即塗鴉是一種收復公共空間

的動作嗎？）；同時作為次文化的一環，考察塗鴉的歷史，塗鴉模糊了反抗與商

業化的界線，這是次文化與資本主義市場亙古不變的曖昧關係。塗鴉不僅開啟「社

會學的想像」，研究者也可以從再現等視覺文化的角度進行塗鴉作品（與空間）

的討論，這同時也讓「傳播學想像」得為可能。上述這些研究範疇都非常有趣且

重要，但更要緊的是，我們如何對塗鴉進行「日常生活想像」？ 

本文擬從日常生活與視覺文化的角度進行切入，進行街頭塗鴉的分析，其目

的在於釐清都市生活中的視覺經驗與日常生活的關連，而書寫的策略也將試圖接

合這兩個領域的理論文獻，並在塗鴉的經驗研究上進行反思。根據這個動機我提

出以下問題，分別在一至六章中回答： 

1. 日常生活中的塗鴉是什麼？  

2. 如何研究塗鴉？何謂街頭塗鴉的分析架構？  

3. 過往怎麼對塗鴉發問？該如何定義街頭塗鴉？  

4. 將塗鴉焦點放在台北西門町，西門町具有何種特殊意涵？ 

5. 西門町的街頭塗鴉文化為何？  

6. 街頭塗鴉彰顯何種日常生活態度？ 

本文的分析將以台北市西門町的街頭塗鴉為主，以西門町為發問對象的原

因，固然除了地域之便外，另一個原因在於西門町是台北市街頭塗鴉最多、最密

集，且形式呈現最為完整的地區，同時西門町有其豐厚的文化歷史特色，是提供

研究對話的最佳場。 

另外，在進入討論之前我必須先指出這個分析的難題。從進入田野到寫作論

文的這段時間中，首先遇到的困難是，如何在眾多種類的塗鴉裡找到量化研究建

構類目時的基本標準：窮盡、互斥且可靠；再者是「塗鴉空間特質」的問題，礙

於時間與經濟考量，我無法用地毯式的方式囊括都市裡全部的塗鴉，進行分析比

對，如何鎖定焦點成為棘手的問題；另外是「塗鴉時間性質」的問題，塗鴉是一

種開放、可重複書寫、沒有邊界、流動跳躍的再現形式，研究者面對這種幾近後

現代性格的視覺符碼，也難以運用傳統實證的研究方法（例如內容分析法）去蒐

集、編碼並追問意義。 

最常遇到的情形是，現在拍攝紀錄的塗鴉，下個月再探勘就已經消失，例如

在 2006 年四月在東區看到的模版塗鴉（定義如後述），在同年十月之際已經被

廣告看板蓋上，追問像這樣一個時間特質高於文本性格的符碼，如果僅將焦點停

在可識別的符號本身，則註定這趟努力的徒勞，但若全然不探索符號本身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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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則又會使得分析流於空洞而不切實際（為什麼我們要分析一個沒有『意義』

（符指 signified）的東西呢？），如何分析？怎樣用力才能掌握塗鴉的真義？是

寫作論文之際遇到的最大焦慮。 

圖 1-2：塗鴉的時間特質 
台北市忠孝東路四段街頭塗鴉 

2006 年 4 月 2006 年 10 月 

 
「讓想像力奪取權力」一詞，出自於村上龍的

《69》，是街頭塗鴉者 BBrother 的模版作品，出

現在公館、以及東區街頭一帶，是少數可以用中

文創作的塗鴉。塗鴉一出現之後，隨即引來其他

塗鴉者的回應，一旁的簽名即為例證。 

幾個月過去，原本的塗鴉已經被廣告看板蓋上，

但是一旁卻多了更多的塗鴉簽名，加以回應。 

 

 

交代完研究的焦慮後，下面我將從上述的研究問題中陸續分析街頭塗鴉意

涵，也是著從理論的選用和對話的策略上來化解這個研究方法上的焦慮。塗鴉是

書寫在牆上的開放性論述，具有隨時可以擦去、補上的特質；他訴諸的對象是社

會大眾，具有意義的多變性，很多時候他的出現就是他的目的2。總的來說，我

將透過理論辯論、田野研究來反覆辯證塗鴉是什麼與不是什麼，並論證日常生活

的抵抗意義。 

                                                 
2 本文對街頭塗鴉更精準的定義請見第三章第三節的綜合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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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書寫脈絡上，在第二章，我將從日常生活的理論中，進行塗鴉特質的解釋，

解釋的目的在進一步深化塗鴉理論層面上遭遇的厚度，我將從法國學者 Lefebvre
對日常生活與空間生產的分析架構，作為分層討論塗鴉的意義的藍圖；第三章將

回顧塗鴉的分類與相關研究，在介紹相關研究之際，並試圖對這些研究者的發問

位置進行提問與反省；第四章則介紹本文要處理的塗鴉的場域—西門町，我將會

回答為什麼研究西門町，並藉著指認西門町在歷史文化的特殊性與塗鴉進行對

話；第五章，我將透過空間、行動與文本三個向度討論塗鴉文本的抵抗意義；第

六章，我將透過班雅明的都會現代性經驗，回答塗鴉具備的日常生活的抵抗性格

意義，並總結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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