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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聖空間對任何宗教傳統來說都是一個核心元素，對像佛教這樣

跨文化的宗教則更是如此。實際上，很難誇大神聖空間在佛教史上的

重要性。雖然佛教神聖地界的重要性，其深遠與廣泛已然引起諸多領

域學者的注意，但說到針對具體宗教實踐地的研究和詮釋中古中國宗

教聖地的一般性的方法， 還面臨許多工作要做。 

為填補上述學術空白，本叢書收取了針對名山大寺的跨領域、深入

的研究。非僅對於中國，在許多情況下甚至對整個東亞而言，這類地

界意義非凡。因此整合資源，重點突破，抓住國際研討會的良好機遇，

來推進質優行遠的學術成果即為當務之急。為此，五臺山東方佛教文

化研究院將聯合北京大學佛教典籍與藝術研究中心、清華大學倫理與

宗教研究院、浙江大學東亞宗教文化研究中心、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佛學

論壇，在全國挑選 100 座有特點、歷史上有影響力，尤其是具有國際聲

譽的名山及其附屬大寺，或雖無名山依託但仍有巨大影響力的大寺，在

20-30 年時間內，每年就其中的 4-5 座名山或大寺各召開一次相當規

模的國際研討會。優秀的會議論文會收入論文集，分為中英兩冊。負

“名山大寺”：中國神聖空間叢書（總序）

陳金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