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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歷史．美學 
─走過台灣美術的長廊─ 

 

主講者：蕭瓊瑞 
 

講   授   大   綱 
 

一、類型獨特的史前考古文化 

◆ 舊石器時：長濱文化 

◆ 新石器時代：匙形石斧(巴圖) 

               人獸形玉玦 

               貝殼紋陶器 

 

二、多元豐美的原住民文化 

◆ 來源           ◆織繡 

◆ 木雕           ◆琉璃珠 

◆ 製陶           ◆祭儀 

◆ 頭飾           ◆編織 

 

三、西方文化的傳入 

◆ 發現大員 

◆ 描繪福爾摩沙 

◆ 「帝國之眼」：西方殖民者眼中的福爾摩沙 

◆ 荷、鄭大戰：漢布魯克牧師(Anthonius Hambroeck) 

               揆一(Firedrik Coyett)《被遺誤的台灣》 

   

四、漢文化的建立： 明清時期 

◆ 狂野氣質的漢人書法 

．鄭成功 

．朱術桂(明寧靖王) 

．林朝英(1739-1916) 

．呂世宜(1784-1855) 

．林覺(嘉慶、道光間，約 1796-1850) 

．莊敬夫(乾隆間，約 1736-1795 間) 

◆ 「美與力」的民間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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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紙 

．服飾 

．藝陣 

◆ 驚艷原住民文化 

．六十七〔番社采風圖〕：捕鹿、猱採、織布、乘屋、牽手 

 

五、近代文明的展開：日治時期 

◆ 初期的抵抗 

◆ 日人的治台政策 

◆ 近代化工程：商業、文教、地方自治 

◆ 殖民的本質 

◆ 文化協會(1921-) 

◆ 新美術運動： 

．黃土水(1895-1938)           ．石川欽一郎(1871-1945) 

．呂鐵州(1899-1942)           ．藍蔭鼎(1903-1979) 

．李澤藩(1907-1989)           ．陳澄波(1895-1947) 

．廖繼春(1902-1976)           ．楊三郎(1919-1989) 

．陳植棋(1906-1931)           ．王悅之(劉錦堂) (1894-1937) 

．郭柏川(1901-1974)           ．顏水龍(1903-1997)   

．洪瑞麟(1912-1996)           ．陳進(1907-1998) 

．郭雪湖(1908-2012)           ．林玉山(1907-2004) 

．李石樵(1908-1995) 

 

六、波折起伏的戰後歷史 

◆ 社會寫實主義 

◆ 二二八事件的不幸 

◆ 美援時代下的戒嚴與保守 

◆ 「現代繪畫運動」的展開 

◆ 鄉土運動的反省 

◆ 解嚴與當代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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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歷史．美學 
─走過台灣美術的長廊─ 

 

■ 蕭瓊瑞 
 

台灣歷史，從現今出土的考古資料推斷，至少在五萬年以上。但在這漫漫如

長夜的歷史巨流中，二十世紀無疑是最為燦爛豐富的一段時期，而其文化變遷、

心靈悸動，又是最直接而明顯地映現在那些多采多姿的美術作品之中。翻閱百年

台灣美術，走過世紀風華，一如重新經歷台灣人民百年心路歷程。 

 

百年美術，約可以 1945 年劃分為日治、國府兩個時期，二者恰恰各約半個

世紀的時間。起自 1895 年的日治時期，延續劉銘傳在台灣的建設，更進一步地

帶動了台灣快速近代化的腳步。不過由於日人治台細膩而有效率的技巧，顧及台

灣本地漢文化基礎，至少在 1920 年代之前，儘管許多現代化的建設已陸續展開，

但在文化上，仍尊重並保留著前清品味與遺規。除民間宗教藝術與生活工藝外 ，

概為文人水墨書畫，花鳥、人物、山水為主要表現形式，鮮有新意，只能視為前

期餘緒。 

 

■黃土水與新美術運動 

 

日人在治台初期所推廣的新式教育與近代文明，在治台的二十餘年後，開始

在新一代的年輕人身上逐步展露，所謂的「新美術運動」，正是針對著原有的舊

式文人水墨的改革而展開。 

 

黃土水(1895- 1930)是台灣「新美術運動」黎明期最閃亮的一顆巨星，其短

促的三十六歲生命，為台灣近代美術的展開，譜下最美麗的序曲。出生於 1895

年，亦即日人治台同一年的黃土水，1914 年畢業於台北國語學校（後改為師範

學校，簡稱北師），旋即以優異的美術天分，獲當時北師校長隈本繁吉推薦，進

入東京美術學校（簡稱東美）深造，成為台灣第一批留日美術學生。和其同時赴

日學習美術的，尚有同為北師畢業的劉錦堂（1894-1937，後改名王悅之）及張

秋海（1898-1988）等人。之後，後繼者眾，台北師範和東京美術學校成為培養

台灣美術家最重要的搖籃。 

 

黃土水在東美刻苦自勵的學習生活，成為台灣美術史上的一段佳話。1920

年，亦即黃氏自東美木雕科畢業的同一年，他以一件〈蕃童〉雕刻入選日本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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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權威的「帝國美術展覽會」（簡稱「帝展」），轟動全台。之後又連續多次入

選，其中以 1921 年的〈甘露水〉最具代表性。 

 

這件以大理石雕成的等身人像，深受西方古典寫實手法，尤其羅丹(Anguses 

Rodin,1840-1917)風格的影響。不過，作者巧妙地掌握了東方女性勻稱圓潤的軀

體特質，雙手自然下垂，向外攤開，雙腳合攏，稍作交叉，臉部微微上仰，迎向

天際，一副自信而舒緩的模樣，立於一個圓形如蚌殼的底座之上，令人聯想起西

方文藝復興前期藝術家波提且利(Sandro Botticeili,1445-1510)的名作〈維納斯的誕

生〉。 

 

從地中海中浮現的美神維納斯，飄動的秀髮，修長的體態，愉快地接受風神、

花神的祝福。畫幅飛揚著異教的色彩、人類的想像，象徵著中古基督教文明桎梏

的鬆動，標示著人文思想為主流的文藝復興時代之來臨。黃土水是否深受此作的

啟發，不得而知，但〈甘露水〉在台灣美術史上，顯露了〈維納斯的誕生〉一般

重要的時代意義，則無可懷疑。〈甘露水〉是台灣美神的誕生，台灣美術從之前

文人的戲墨、民間的實用，轉而為一種心靈的深刻展現。「甘露水」原是觀音大

士淨瓶中點化人間的聖水，新時代的美術亦將如「甘露水」般地滋潤台灣人民枯

竭乾澀的心靈。〈甘露水〉作為台灣美神的誕生，並非論者的牽強附會，此作一

個更為本土的名稱──〈蛤仔精〉，就直接印證那圓形的底部，確是一個海中的

蚌殼。 

 

黃土水的天分，展露在更多小型卻充滿泥土味道的台灣動物塑像上，而他為

艋舺龍山寺精雕的〈釋迦立像〉，正和溫雅的〈甘露水〉女神兩相映照，堅毅、

自持、刻苦、凝定的男神，幾乎是台灣人文精神的典範。 

 

黃土水辭世之作是其著名的〈水牛群像〉(原名〈南國〉)，以五條水牛、三

位牧童所構成的台灣農村景象，理想的塑造了故鄉田園牧歌！  

 

黃土水不世出的才華，鮮明地標示了台灣新美術運動的序幕，卻也讓後繼者

有著難以踵繼超越的重擔，雕刻成為此後台灣美術最為貧弱的一環。除少年早逝

的黃清埕外，陳夏雨、蒲添生是日治後期少數可以提及的名家。 

 

黃土水對台灣新美術運動的影響，激勵的意義多於實質的引導，真正作為新

美術運動導師型的人物，是日人石川欽一郎（1871-1945）。 

 

■美術界人材輩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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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代的北師學生運動，成為石川二度受聘來台任教的動力，學校有意

提供適當的課外教學活動，來引導抒發學生過剩的精力。日後的事實證明：學潮

並沒有因此消弭，卻無意中成就了一批台灣重要的美術家。石川透過校內及校外

的教學，培養了大批北師校內校外的學生。這些學生有的繼續留學日本、遊學法

國，有的堅守本土，均成就了一己可觀的藝術成果。 

 

倪蔣懷（1894-1942）、藍蔭鼎(1903-1979)、李澤藩(1907-1989)，是幾位未曾

留學而卓然有成的石川學生。由於他們未曾留學，沒有機會進入東美等專門美術

學校研習油畫，因此他們均延續石川老師的水彩藝術，而建立了各自的特色。如

果說石川習自英國的水彩畫法，優雅地表達了一位客居台灣的異鄉人眼中「山紫

水明」的台灣風景，那麼藍、李二氏則是以本土故鄉的情緒，直接融入了日常的

生活。藍氏對北台灣潮濕的竹林、農村、雨港、淡江，多所著墨，戰後加入了中

國水墨筆法的自如運用；李氏則以層層堆疊的色彩，營造出桃竹苗一帶丘陵崢嶸

生長的林木氣息。而倪蔣懷這位石川最早期的學生，遵從老師的指示，放棄留學，

轉而從事企業經營，成為日後支持台灣新美術運動最重要的贊助者，也留下一批

質樸、淡雅的水彩作品。 

 

留學日本學習美術的學生中，與黃土水同年出生而來自嘉義的陳澄波

(1895-1947)，日後因受難於二二八事件，而成為最知名也最具傳奇色彩的人物 。

然其成就，絕非來自這些政治的悲劇烘染，其純真、質樸而易感的性格，直接流

露在作品之中，深具文化的反省能力，又富風土感染的敏銳情思。在日本就畫出

日本風土的味道，去了上海，就有上海碼頭的歐風情調，至了蘇杭，又有中國古

老的河、湖風味，一旦回到台灣，嘉義公園、台南新樓、淡水小鎮，盡成一幅幅

蘊含情感厚度的傑作。當我們回顧他 1926 年首度入選「帝展」的〈嘉義街外〉

及一系列南台灣〈夏日街頭〉、〈嘉義街中心〉的作品時，那些散發著太陽熱氣的

黃泥土地，幾乎不自覺地便聯想到他為排解二二八衝突，親自前往嘉義水上機場

協調，卻被押解到嘉義火車站前廣場槍決示眾，鮮血滲入他日夜刻劃的故鄉泥土

的情景。 

 

〈淡水〉是陳氏晚期的代表作品，也是台灣美術研究上具有指標意義的重要

風景畫。以全景式的鳥瞰角度，舖陳了這個山水並存、土洋間雜、亂中有序的小

鎮景致，此作之為台灣文化的一個具體象徵，應非過語！ 

 

和陳澄波一樣個性鮮明的陳植棋（1906-1931），是曾經因學潮而遭北師退學

的學生，後得文化協會人士協助，留日學習。陳植棋的作品，不論人物、風景或

靜物，往往帶著一種表現主義般的狂勁生命力，不過其傳世的代表之作，卻是端

正嚴謹的人物畫像〈夫人像〉。這件作於 1927 年的人物坐像，尺幅不大，卻釋放

出一種龐大浩偉的力量，一如達文西〈蒙娜麗莎〉的效果。畫中人物即畫家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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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著台灣傳統短衫，手持由日本傳進來的歐式羽扇，端坐於象徵中國文化背景的

大紅禮服之前，面容堅忍而專注。面對這樣的女性，總讓人想起台灣文學家鍾理

和筆下的「平妹」，是典型的台灣女性形象。 

 

日治時期的西洋畫家，人材輩出，如：以〈有芭蕉樹的庭院〉入選帝展的廖

繼春（1902- 1976），木訥寡言的個性，卻有著一顆活潑生動的心靈，其後期色彩

豐美、形象自由的作品，是台灣美術史上最美麗的一道彩虹。而以礦工為題材，

富有高度人道主義精神的洪瑞麟（1912-1996），事實上是日治時期畫家中素描能

力最傑出的一位；其精湛的畫藝，僅以「礦工畫家」視之，未免委屈了他傑出的

藝術才華與成就。此外，最早投入民族工藝推動與原住民藝術研究的顏水龍

（1903-1997）、具歐遊習畫經驗的劉啟祥（1910-1998）、楊三郎（1907-1995）等

等，以及長期從事人物畫研究的李石樵（1908-1995）、李梅樹（1902-1983），都

是織構日治時代美術大觀的重要藝術家。而部份具中國經驗的畫家，作品中呈現

了「融合中西」的努力及成果，如早期的劉錦堂，其在「中國美術現代化運動」

中先期性的成就，顯然超越了同時代的徐悲鴻、林風眠等大陸畫家；他不必借由

古代人物或故事，直接取材自身及時勢人物的傑出畫作，是中國地區嘗試將油畫

「民族化」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而郭柏川（1901-1974）以宣紙承載油彩，企圖

追求民族色彩及瓷器釉彩透明效果的努力，也是可觀的藝術成就。 

 

日治時期成名的藝術家，大都出身 1927 年成立的「台灣美術展覽會」（簡稱

「台展」）。此一官辦美展，原由台灣教育會主辦，於舉辦十屆後，改為「台灣總

督府美術展覽會」（簡稱「府展」），又舉辦了六屆，才因戰爭而結束。台灣這些

接受新式教育的第一代畫家，正是透過此一官方美展，贏得社會的認同與地位。

有論者以為：正是由於此一性質，也無形中制約了此一時期台灣美術家社會關懷

或民族意識的創作思維。 

 

「台展」係仿照日本本地「帝展」模式所創，每年由本地日籍藝術教師，及

日本東京前來的知名「畫伯」，如：梅原龍三郎、藤島武二、南薰造、小澤秋成、

有島生馬、大久保作次郎、和田三造等人參與評審，無形中亦大大提昇了台灣藝

術家創作的視野與水準。 

 

「台展」除設「西洋畫部」外，另有「東洋畫」實則包含水墨與膠彩二部份，

唯在日後的發展，水墨顯然處於弱勢的地位，甚至因而未能培養出成名的新一代

水墨畫家。不過日後被稱作「台展三少年」的陳進（1907-1998）、林玉山

（1907-2004）、郭雪湖（1907-2012）等三人，均在水墨與膠彩上同時有成；甚

至首屆台展，郭雪湖入選的〈松壑飛泉〉，就是一幅道道地地的水墨畫。因此有

論者以為：台展係刻意打壓水墨創作，甚至以為第一屆台展，水墨畫全數遭到排

擠，應是一種不合史實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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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平實而論，在台展東洋畫部，膠彩畫的確以寫生的觀念創生了許多傑

出且足以傳世的作品，如陳進的〈合奏〉、林玉山的〈蓮池〉、郭雪湖的〈圓山附

近〉、呂鐵州（1899-1942）的〈刺竹〉等等。這是一種承傳自中國北宗的丹青重

彩畫法，經由日本的改良而傳入台灣，「以膠調彩」產生一種細膩、精緻的畫面

效果。日治時期的東洋畫，以台展為中心，事實上是一個人才輩出、佳作湧現的

局面，除「三少年」外，又如英年早逝的呂鐵州，在第三屆台展入選並獲特選後，

便佳作不斷，獲獎連連，直至 1942年去世的第五屆府展。呂氏的作品，以筆法

纖細秀美、構圖奇偉為特色，他連續在台展第五、六、七、九屆獲得台展最高榮

譽的台展賞，其用功之勤及才氣之洋溢，從七屆台展中那件十二連屏的〈南園〉

鉅作，即可得見。呂氏學生，如林雪州、許深州、余德煌、余有鄰、陳宜讓、游

本鄂、廖立芳、謝永火等，亦均多次入選台府展，表現不凡。 

 

此一畫種，在戰後創設的「台灣省全省美術展覽會」（簡稱「省展」）中，改

稱「國畫」，而與來自中國大陸的傳統水墨畫家，產生一段微妙的「正統國畫」

之爭。最終以各自成部、分開評選，才得以解決紛爭。不過由於戰後學校教育獨

尊水墨，膠彩承傳中斷，未能取得更進一步的發展，幸賴林之助（1917-2008）

在台中的私人教學，並於 1983 年在東海大學美術系重開課程，此一畫種乃有再

現生機的希望。許深州（1918-2005）、蔡草如（1919-2007，原名蔡錦添）、黃水

文（1914-）李秋禾（1917-1956）、盧雲生（1913- 1968）等，均是戰後成名的膠

彩畫家。 

 

回顧日治時期的台灣美術，不應忽略該時期生活、工作於台灣的大批日本畫

家。他們同樣積極參加「台、府展」，並組成各種畫會；只是他們的作品，至今

留存台灣者，極為有限。研究上的成果，也暫不足以重現當年的成就，是台灣百

年美術史中亟待補足的一部份。 

 

■現代繪畫運動的風潮 

 

戰後的台灣美術，是一個全新的局面。中斷半個世紀的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連

繫，重新恢復短暫的熱絡。1945 年前後，即有一批帶著左翼思想的大陸版畫家

來到台灣，這些深受魯迅影響的美術家，把曾經在戰爭期間打擊外敵日軍的刀

筆，轉而刻繪台灣中下階層人民的生活。他們充滿關懷與同情的眼光，無形中也

帶著對社會不公不義的批判。這些人包括：黃榮燦、朱鳴崗、麥非、荒煙、劉崙、

陸志庠、章西崖、王麥桿、戴英浪、汪刃鋒、黃永玊、耳氏等，留下包括〈台灣

人組曲〉等精采的作品，展現台灣美術史上少見的社會關懷與批判意識。然而二

二八事件之後，他們紛紛走避，離開台灣；未離開者，黃榮燦（1916-195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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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遭受匪諜指控，被捕遇害；耳氏則因聾啞而未惹禍，一度幫助省政資料館製作

大 型 壁 畫 ， 後 來 投入 現 代 版 畫 運 動 ，成 為 知 名 版 畫 家 ，他 就 是 陳 庭 詩

（1916-2002）。 

 

1949 年，國民政府全面遷台，台灣也正式進入戒嚴時期。跟隨政府來台的

大批文人畫家，以其懷鄉山水，成為此段時期最重要的官展面貌。而與之相互輝

映者，則為逐漸成熟也轉為保守的台籍日治時期畫家。 

 

此情形在 1950 年代後期，有了改變的契機。一群分別畢業於北師、台灣師

大，及服務於空軍的年輕人，在大陸來台畫家李仲生（1912-1984）及本地畫家

廖繼春等人的教導鼓勵下，分別投入現代繪畫的追求，並組成「東方畫會」、「五

月畫會」、「現代版畫會」等團體，帶動了 1960 年代的「現代繪畫運動」風潮。 

 

此一運動深受西方抽象主義等前衛運動的鼓舞，加上東方美學的啟發，走向

一種虛實相生、計白守墨的無象美學，蕭勤（1935-）、霍剛（1932-）、夏陽（1932-）、

吳昊（1931-）、劉國松（1932-）、莊喆（1934-）、馮鍾睿（1933-）等，均是當時

的代表；而此一風潮，也逐漸與海外華人畫家結合，並數度出國展出。另外，楊

英風（1926-1997）、秦松（1932-2007）、李錫奇（1938-）、陳庭詩（1916-2002）

等人，則以現代版畫開創了一條創作的新路。這些人稍後逐漸與「東方」、「五月」

合流，共同展覽，進而加入畫會。 

 

鼎盛時期的現代繪畫運動，各式畫會幾達一、二十個，包括「今日」、「四海」、

「二月」、「青雲」、「純粹」等等。可以留意的一個現象是：初期以校友結合的畫

會，日後逐漸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走出兩個路向：一是以大陸來台青年為主的「從

心象出發」的抽象創作；一是以本地青年為主的「從物象變形」及「超現實主義」

的創作方向。此一問題是文化的問題，而非省籍的問題。由於大陸青年離鄉背景

獨立生活的體驗與「語、文合一」的思維模式，中國虛玄的水墨美學及蘊含山水

暗示的抽象意境，容易成為創作時的方向與動力；而本地青年務實求實的社會背

景及語文表達上的限制，在一段時間的抽象嘗試之後，容易落入虛空，乃轉而走

向帶著立體主義變形，或物象重組的表象式的「超現實主義」風格。總之，不論

是本地或大陸青年，抽象、立體、野獸、或超現實，均帶著一種和現實保持距離

的特色，在當時仍然緊張的戒嚴時期，顯然是一種較為安全的創作路向。 

 

此一時期成名的藝術家，可以特別介紹者，如劉國松的抽象山水與太空畫。

他巧妙地運用撕、貼、染、噴、浸等等技法，「革筆的命」、「革中鋒的命」，將中

國傳統山水賦予新的創作思維與方向；而其太空畫，尤其結合知性與感性，成為

超越人間山水的宇宙風景，影響廣大。而莊喆富哲學意味與文人氣息的作品，寓

繁於簡、小中見大、靜中帶動，頗有「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的深遠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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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蕭勤以壓克力創作的作品，綿綿密密，幽遠深邃，有禪思見性的特色。夏陽

的人物，戲謔、幽默、諷世、自嘲兼而有之。至於一度參加「五月畫會」的彭萬

墀，以細密寫實的手法、特寫誇張的取景，在歐洲另創一番風貌。 

 

在台籍畫家方面，陳正雄（1935-）長期堅持抽象創作，融合台灣熱帶林木

氣息及原住民藝術色彩，有相當優異的表現，也普受國際藝壇的重視。陳銀輝

（1931-）的作品，在線、面、形、色的交錯中，可視為此一路向的代表。此外，

如林惺嶽（1939-）的魔幻風景，從早期的超現實至後期澎湃洶湧的急水溪景象，

以及廖修平（1936-）純淨、細膩的版畫創作，均是此一時期值得注意的代表性

畫家。 

 

1960 年代達於鼎盛的「現代繪畫運動」，另一成就表現在「現代水墨」的創

生方面，日後許多優異的水墨畫家，均是從此一路向脫穎而出。包括當時曾經參

與海外展出的傳奇老畫家余承堯（1898-1993），以評論知名的楚戈（1931-2011），

及畫論《苦澀美感》膾炙人口的何懷碩（1941-）、詩人畫家羅青（1948-）、女畫

家李重重（1942-）、袁旃（1941-），及帶著素樸拙趣的鄭善禧（1932-）等等（圖

66-72）。 

 

■從鄉土運動到走向國際化 

 

1970 年，由於台灣在國際外交上的重挫，從釣魚台事件以迄中日斷交、中

美斷交、退出聯合國等，鄉土運動應運而生，向外張望的眼睛，被迫回望自己腳

下的土地。在美國懷鄉寫實畫家安德魯‧魏斯（Andrew Wyeth,1917-）的影響下，

一批以精細寫實風格見長的年輕人，一時浮現畫壇。不過這些人的成就，仍有待

時間的考驗，當時的創作也未留下可觀的成績。倒是一些年長的藝術家及民間出

身的美術家，重新獲得較多的重視，包括率先倡導古蹟古物保存的席德進

（1923-1981），和以照相寫實人物爭議於畫壇的前輩畫家李梅樹。至於朱銘

（1938-）以木雕粗坯式的人物造型所創作的一系列「功夫」（後稱「太極」）作

品，表現出磅礡的氣勢、簡潔的刀法，的確令人耳目一新，可視為天成之作；唯

形式大於內涵，神來之妙，終究難以持續，殊為可惜，亦理之必然，此乃民間藝

術家之極限。 

 

70 年代的鄉土運動，嚴格而論，不足以視為一個成熟而完整的美術運動，

而是一次文化上的自省運動；其成果或許不在當時呈現，而係在 80 年代融入另

一波現代藝術表現形式中，成為一種帶著本土特質的現代創作。 

 

1984 年，台北市立美術館成立，將台灣美術創作大幅推進一個更為寬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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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純粹的天地之中，尤其是地下層實驗空間的開放，促生大批年輕藝術創作

者的大膽投入。為美術館展出或收藏而作的創作，開始取代為畫廊或私人收藏家

而作。而「替代空間」的出現，也有著既反「商業畫廊」、又反「美術館」機制

的意味。台灣現代美術的創作，伴隨股市的狂飆，進入一個空前的高峰。 

 

藝術創作也因 1987 年政治的解嚴而有更大的表達空間，唯美的創作或許仍

然存在，但言說的類型已大幅提升，政治的、歷史的、社會的、女性的、族群的、

情慾的、環境的….，各式的思考都可以成為創作的選項。幾次的大型海外展覽，

包括澳洲、德國、威尼斯的集體展出，也重新拓展了台灣新一代藝術家的能見度

與視野。 

 

1970 年代，台北成為國際大展列入考量的一個重要據點，也是國際策展人

一展長才的重要場所。「慾望場域」、「無法無天」一次次的大型國際展出，多元

媒材的交互使用、裝置展演的翻新創意，台灣的美術發展，歷經百年的歷練重生，

正彙集巨大的能量，向國際招手，也面臨新世紀政經巨大變遷的嚴酷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