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358 - - 359 -

陳志遠 Chen Zhiyuan   中國社科院歷史所魏晉隋唐史研究室助理

研究員 1983年12月生於北京 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取得博士學位 曾

到日本京都大學 臺灣法鼓佛教學院短期訪學 曾發表 干戈之際的

真諦三藏 辨常星之夜落 中古佛曆推算的學說及解釋技藝 六

朝前期荊襄地域的佛教 等論文 目前從事六朝佛教史 中古佛教

文獻 儒佛交涉的研究
康若柏 Robert Ford Campany 美國范德堡大學 Vanderbilt University)

三一學院宗教學教授 其主要研究範圍是四至七世紀的中國宗教

史 特別擅長於此一時期宗教文獻的整理與研究 以及此一時期各

種宗教之間的比較 撰有專著 Strange Writing: Anomaly Account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To Live as Long as Heaven and Earth: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Ge 
Hong's Traditions of Divine Transcendent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Making Transcendents: Ascetics and Social Memor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 與A Garden 
of Marvels: Tales of Wonder from Early Medieval Chin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5)

論文集撰寫者 CONTRIBUTORS

巴瑞特 T. H. Barrett 倫敦大學東亞歷史榮休教授 1986-2013執教於該

校亞非學院 他的出版物主要關於唐代 如 李翱 佛教徒 道教徒

抑或理學家 (Li Ao: Buddhist, Taoist, or Neo-Confucian?)(1992
唐代道教 (Taoism Under the T'ang) 1996 發明印刷術的女性

(The Woman Who Discovered Printing) 2008  和 早期印刷中從宗

教意識形態到政治權宜的轉變 (From Religious Ideology to Political 
Expediency in Early Printing) 2013)  

陳金華 CHEN Jinhua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國際佛教

研究協會學刊 編委 五山台國際研究院第一副院長 曾擔任加拿大

國立東亞佛教講座教授多年 其他任職大學包括弗吉尼亞大學 斯

坦福大學和東京大學等 英文專著有 Making and Remaking Histo-
ry (1999) Monks and Monarchs, Kinship and Kingship (2002) Phi-
losopher, Practitioner, Politician (2007) Legend and Legitimation 

(2009 與 Crossfire (2010) 發表期刊論文與論文集專章70余篇 合

編論文集七部 有關佛教跨文化功能的若干英文文章經修訂 翻譯

新近由中西書局結集出版為 佛教與中外交流 2016年  曾獲日

本學術振興會 加拿大國家社科基金 SSHRC 和Peter Wall高級研

究院 德國洪堡基金會 A. V. Humboldt Foundation 和馬普研究

所 (Max Planck Institute) 以及美國人文研究中心 National Human-
ities Center 等機構的研究基金 目前領導一項為期多年的旨在重新

建構東亞宗教重要面向的國際性與跨學科的龐大項目 由加拿大政

府資助並得到國際上諸多名校與基金會的支持

陳玉女 Chen Yu Mei 台灣成功大學教授 文學院院長 日本九州大

學文學博士 東洋史  代表著作包括 觀音與海洋 明代東南沿

海的觀音信仰 佛光出版社 明代佛門內外僧俗交涉的場域

稻鄉出版社 明代的佛教與社會 北京大學出版社 等 以及

論文數十篇

鄧啟耀 Deng Qiyao 中山大學人類學榮休教授 主要研究興趣是

視覺人類學 現為中山大學南方學院藝術設計與創意產業系教授

中山大學音像出版社戰略發展委員會主席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

中國宗教藝術遺產調查與數位化保存整理研究 首席專家

釋定明 Shi Dingming 出生於福建 現任全國青聯委員 北京青聯常委

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辦公室主任 北京廣化寺監院 研究生學歷 在近

二十年的修學過程中先後親近 受教於凈慧長老 佛源長老 一誠

長老 傳印長老等 並師學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楊曾文教授 清華大

學聖凱法師 主攻禪宗史 佛教制度史 明清佛教史 清代漢藏佛教

交流史 禪法實踐研究等領域 發表於 佛學研究 中國佛學

中國禪學 等刊物及會議論文11篇 自2010年開始每年參與策

劃 推動舉辦北京佛教斷代史學術研究 參與策劃 整理 出版 北

京佛教文獻集成 三輯19冊 漢傳佛教研究論叢 9冊 人間佛

教思想文庫 10冊 三時文庫 15冊等叢書的項目執行人 連續參

與第三屆 四屆世界佛教論壇的企划組 文件組工作 目前負責北京

重點社科項目 北京佛教通史 清代卷子課題負責人 中央社科院

統一戰線高端智庫 漢藏佛教交流交融史 之 清代漢藏佛教交融

史 重點課題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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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向平 Li Xiangping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 全國社科基金學科規劃

專案評審專家 中國社會學會宗教社會學分會會長 華東師範大學

社會學系主任 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 上海市宗教學會副會長

紀贇 Ji Yun 文學博士 新加坡佛學院長聘副教授 兼任教務主任

圖書館館長 除教學外 主要從事佛教文獻 佛教史等相關研究

曾出版或將出版專著 慧皎高僧傳研究 2009 上海古籍 佛

教經典觀 2011 宗教文化  譯著 那體慧佛教文獻學研究論文

集 2017 廣西師大 大乘佛教 2018將出 廣西師大 佛

教文獻學十講 合譯 2018將出 中西書局 夏復佛教研究論文

集 合譯 將出 法鼓文化  合編 一山而五頂 多學科 跨方域

超文化視野中的五台信仰研究 2017 新文豐  英譯漢學術論文

二十餘篇 學刊 會議論文與書評二十餘篇

聶順新 Nie Shunxin 男 1983年生 陝西扶風人 復旦大學歷史學

博士 現任陝西師範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助理

研究員 主要研究領域為 中古佛教地理 寺院制度史和政教關係

史 主持國家社科基金專案等研究專案多項 在 世界宗教研究 等

刊物發表論文多篇 專書 唐代佛教官寺制度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 2019 即將出版

蒲成中 Pu Chengzhong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宗教學博士 萊頓大學

博士後 主要研究佛教歷史與文獻 上海大學文學院講師 發表專著

Ethcial Treatment of Animals in Early Chinese Buddhism: Beliefs 
and Practices 及中英語論文十餘篇

聖凱 Sheng Kai   求學於中國佛學院 南京大學 獲哲學碩士 哲學

博士 出版有 中國漢傳佛教禮儀 佛教情緒觀 四大淨土比較

研究 中國佛教懺法研究 佛教懺悔觀 攝論學派研究 晉

唐佛教淨土的思想與信仰 佛教現代化與化現代 中国佛教信

仰与生活史 等著作 其中 攝論學派研究 獲2008年全國優秀博

士學位論文 第五屆高等學校人文社科三等獎 參與撰寫 中國佛

教通史 15冊 賴永海主編 作者排名第5  該書獲江蘇省哲學

社會科學一等獎 第六屆高等學校人文社科一等獎 中國出版政府

獎 曾任清華大學哲學系博士後 日本大谷大學特別研究員 南京大

學哲學系副教授 2012年3月 任教於清華大學哲學系 先后入選南

京大學青年骨干教師 清華大學 基礎研究青年人才支持計劃 現

為清華大學哲學系副主任 教授 博士研究生導師 中國佛教協會

常務理事 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理事 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執行

副所長

沈垚 Shen Yang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在讀 研究

方向為社會理論 研究興趣為宗教社會學 歷史與文化社會學

羅志心 Jesse D. Sloane 韓國延世大學副教授 普林斯頓大學東亞

研究系博士 其研究範圍為公元十至十四世紀華北地區的宗教轉

型 目前正在為此項研究而撰寫專書 從此核心研究範圍 其研究

逐步擴展到了外族統治的王朝與漢傳佛教體制之間的關係 晚期中

華帝制時期的孔子崇拜以及中國的旅行文學范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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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翔 Wang Xiang 男 斯坦福大學宗教學博士 現任北京師範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UIC 副教授及副研究員 其研究和

教學方向為世界宗教 佛教研究 絲綢之路文化交流中的圖書館史

以及靈性經典的譯注等 王博士著有英文專書Ximing Monastery
History and Imagination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 2015
並翻譯了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 Eric Hobsbawn 所著的 非凡的小

人物 反抗 造反及爵士樂 2001 王博士曾先後在 唐研究

國際漢學研究通訊 圖書館雜誌 以及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han Buddhism and Human Civilization等期刊發表了各類中英

文文章 書評和書籍章節等數十篇 並獲得省市和國家級的各種研

究基金數十數種 目前王博士的研究計畫包括編纂漢語學界的第一

部 世界宗教文選 預計2020年出版 以及撰寫一部有關“絲路交

流中的佛教圖書館”的專著 預計2022年出版

湛如 Zhan Ju 歷史學博士 印度語言文學博士後 北京大學外國語

學院教授 博士生導師 北京大學東方學研究院副院長 北京大學

佛教典籍與藝術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大學南亞研究中心副主任 兼

任南開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博士生導師 同時擔任全國

政協委員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委員 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 中國

佛教協會教育委員會主任 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提案委員會委

員 著作有 敦煌佛教律儀制度研究 淨法與佛塔 禪苑清

規研究 等

孫英剛 SUN Yinggang   先后就讀於北京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 獲

普林斯頓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Ph.D.  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 長期

從事中古史和佛教史的研究 先后出版 神文時代 讖緯 術數與中

古政治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一版 2015年5月第二版 精

裝 和 隋唐五代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 並與陳金華教授

共同主編 神聖空間 中古宗教中的空間因素 論文集 復旦大學出

版社 2015年 譯有 展望永恆帝國 戰國時代的中國政治思想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 並圍繞中古知識 信仰與政治世界以及

佛教對中古社會的影響等主題發表論文60余篇 並擔任 域外研究

叢刊 叢書主編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和Studies in Chi-
nese Religions 兩份學術期刊編委 研究方法上強調知識 信仰世界

和政治 世俗世界的關聯性 強調從古人的知識邏輯和信仰結構出

發 揭示政治起伏和日常生活的思想環境和知識邏輯 從更為具體

的層面說 第一 強調宗教文獻尤其是浩瀚的佛教文獻對中國中古

史的意義 挖掘被傳統正史選擇性 遺忘 的歷史細節 將佛教史納

入中古政治史 城市生活史的語境內考察 第二 強調將佛教在亞洲

大陸的興起和傳播視為一種 世界史 的脈絡 轉換角度而將中國中

古史視為這個歷史脈絡的一部分 比如考察曾經對中古政治史產生

重要影響的符號 概念 器物等的 域外根源 通過方法的革新

史料的挖掘 和領域的拓展 重新認識中國中古文明和佛教史 目前

主要圍繞四個方面進行佛教史的研究 第一 漢唐間的緯學思想和

佛教的關系 之前佛教與本土文明的沖突與融合 多集中於儒家與佛

教 道教與佛教 而忽略了佛教傳入之初 即面對一個強大的 復雜

的陰陽讖緯的知識體系 第二  佛教王權觀的研究 主要圍繞彌勒

信仰 轉輪王 Cakravartin 的符號 概念及其政治意涵展開 探討

佛教對中古政治理論和實踐的影響 第三 認為長安 也包括洛陽

帶有強烈的佛教性格 集中於探討隋唐時代都市佛教寺院的日常生

活和政治空間 第四 希望能夠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梳理中亞文明和

中國中古佛教的關係

嚴耀中 Yan Yaozhong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曾任上海師範大學歷史

系教授 人文學院副院長 中國唐代史學會理事 上海市史學會理事

出版 佛教戒律與中國社會 江南佛教史 漢傳密教 北

魏前期政治制度 等專著多部 其中 佛教戒律與中國社會 江

南佛教史 漢傳密教 獲上海市哲社優秀成果著作類三等獎 另

發表 麴氏高昌王國寺院研究 論六朝的神通禪 敦煌文書

中的 平等大王 和唐宋間的均平思潮 傳統文化中的蔔筮與儒

家 等論文近百篇 主要研究方向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 中國佛教社

會史史 宗教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