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煒文老師於2016年12月，為城市大學修讀

建築工程與管理的學生，安排了一次名為
「山西地理歷史文化九天考察」。

以下是在出發前的一個講座，為學生提供有
關山西的一些背景資料。

導言

山西省作為香港年青學生認識中國文化國情
的一個起始點，有不少的優勢。其一是省內
保存完好的文物古蹟較多，反映其久遠的歷
史氛圍。其二山西是佛教傳入中土的一個重
要關口，其對佛教義理的發掦與流播，起著
一定的作用；佛教是中國文化其一的主要組
成，影響中國文化思想深遠。

中國文化融和了儒釋道三家的思想，認識多
一點佛教的義理，亦是對中國文化的認識。
還有，山西省內天然資源豐富，晉商在歷史
上對傳統中國經濟，尤以在物流及金融方面，
發揮正面的貢獻，這對香港年青學生認識近
代中國的發展，在遊程中定能帶來多一點的
體會。



行程設計的目的

希望設計一個較專題的行程，使學生透過親臨其

境的體會，如參觀歷史悠久的古建築、攜帶深遠

歷史內涵的寺院、身處壯麗的自然景緻中，均能

加深年青學生對中國文化國情的認識。

在行程中目睹廣闊的山河地貌、與距離自己家園

遙遠的同胞接觸、感受異地的民情風貌，這對慣

常身處狹小地域的香港年青學生，定能為他們拓

展視野，明白天地之大，中國幅員的廣闊，並從

認識中帶來多點對國家的關懷與親和感。

在參與是次行程中，期望學生可獲取以下的成果：

• 明白中國尤以中原一帶的地理與民情，及其對中
國整體歷史、文化和經濟發展的影響。

• 藉著參觀歷史久遠的寺院 (其一行程主題是五臺
山) ，明白中國以儒、釋、道為主要構成的文化
思想根基。

• 行程中可到臨參觀眾多傳統古建築，使修讀建築
相關學科的學生更能明白及欣賞中國傳統建築之
美。建築是人類文化與生活的載體，從認識中國
傳統建築中，自會對中國文化，加深多一點實質
的體會。

• 行程中也會一遊平遙古城，從參觀一些保留完好
的宅第民居、商會及傳統商號會館，明白晉商自
明清以來，對中國經濟(金融)運作的影響和貢獻。



Day 1 & 8
鄭州

Day 2

Day 3
平遙

Day 4
太原

Day 5/6
五台山

Day 7/8

行程 / 活動 備註

第1天 香港出發乘飛機至山西大同 晚飯前後時段，一遊市內舊城，作點
民生體驗。

第2及3天 從太原乘車到五臺山，參觀主
要寺院如菩薩頂、塔院寺、
殊像寺、顯通寺及普化寺等。

導師會講解這些代表性的寺廟的歷史
背景，其對佛教發展的影響，及其建
築的特色。

第4天 離開五臺山乘車回太原，午飯
後參觀晉祠。

回程約四小時車程，會順道參觀山區
的一些當地村落，以瞭解地方民情。

第5天 太原市內各主要參觀點，包括
永祚寺、夫子廟及崇善寺。

順道認識太原市的城市佈局及市政建
設，包括汾河綠化堤岸、五一廣場、
太原火車站等。(安排觀看水鏡台戲樓，
明白山西傳統梆子戲曲)

第6天 從太原至平遙古城，參觀古城
區及喬家大院

解釋平遙的歷史背景，尤其對中國古
代商號形式的經濟發展的認識。

第7天 從平遙至靈石/臨汾/運城，參
觀多個歷史古城鎮及眾多可追
溯到唐代的建築群。

包括【王家大院】、【廣勝寺】、唐
代僅存的四大建築之一的【廣仁王廟】
及有壁畫博物館之稱的【永樂宮】

第8天 乘車至晉城/高平/長治，參觀
多個歷史可追溯到宋朝的建築
群。

參觀包括【二仙廟】、【青蓮寺】
【府城關帝廟】、【府城村玉皇廟】
及【崇慶寺】，這些古建築內，留存
眾多自唐宋以來的彩繪塑像，參加上
古老的建築，極為珍貴。

第9天 早餐後從長治回太原，乘飛機
回香港。

回程約如時間許可，會順道參觀山區
的一些當地村落，以瞭解地方民情。



中國歷史朝代演進表

山西省的歷史背景

先秦時代

商代，山西是商的主要統治區。周代，晉國由山西境內崛
興，晉文公曾為春秋五霸之一。

秦漢魏晉時代

秦、漢、魏、晉時期，山西無論在政治、軍事、經濟、文
化等各個方面，都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南北朝時期，山
西是北朝統治的中心地帶，而且北魏曾以平城（今大同）
為都，之後的東魏、北齊也曾以晉陽（今太原）為“別
都”、“陪都”，這對促進山西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唐五代時代

唐太宗李世民起兵太原，建立了大唐王朝，由此，山西被
唐太宗認為是“龍興”之地，並封太原為唐王朝的“北
都”。其間，山西一直以其特殊的地位和發達的經濟、文
化稱著於世。到五代十國，山西仍然對中國北方的政治、
軍事形勢，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宋遼元明清時代

宋遼時期，山西進一步繁榮，是中國北方經濟、文化的主
要發達地區。元代，全國共11個行省，山西與山東、河

北，並稱為元朝“腹地”，大同、平陽、太原三城則成為
黃河流域的著名都會。

當時山西商業發達、經濟繁榮、文化昌明，曾受到當時來
中國的義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的盛讚。

明代，山西的商業迅猛發展，曾領全國之先。特別是晉商
十分活躍，威震海內外，其足跡東出日本，北抵沙俄。最
著名的是山西票號，可謂中國金融之鼻祖。

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以後，山西的經濟、文化發展受
到嚴重破壞。但是，山西人民英勇抗擊了外敵的侵略，特
別是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山西人民進行了更加頑強
的鬥爭，百團大戰、平型關大捷、上黨戰役永垂青史。

地形

山西疆域呈東北斜向西南的平行四邊形，是典型為
黃土廣泛覆蓋的山地高原，地勢東北高西南低。高
原內部起伏不平，河谷縱橫，地貌類型複雜多樣，
有山地、丘陵、臺地、平原，山多川少，山地、丘
陵面積占全省總面積的80.1%，平川、河谷面積占
總面積的19.9%。

全省大部分地區海拔在1500米以上，最高點為五臺
山主峰葉鬥峰，海拔3061.1米，為華北最高峰。





五台山大概範圍

礦產資源

山西省礦產資源豐富，已發現的礦種達120種，其中，
查明資源儲量的有62種礦產。具有資源優勢並在經

濟社會發展中佔有重要地位的礦產有煤、煤層氣、
鋁土礦、鐵礦、銅礦等9種。

其中，煤炭保有資源儲量2689.67億噸，占全國保有
資源儲量的17.56%；煤層氣剩餘經濟可采儲量為
2315.2億m3，占全國剩餘經濟可采儲量的91.75%；
鋁土礦保有資源儲量14.32億噸，占全國保有資源儲
量的34.49%。此外，錳、銀、金、石墨、膨潤土、

高嶺岩、石英岩（優質矽石）、含鉀岩石、花崗岩、
沸石等10種礦產也有著良好的開發前景。



古代名人

薑子牙、晉文公、廉頗、藺相如、荀子、衛青、

霍去病、貂蟬、呂布、關羽、法顯、薛仁貴、

狄仁傑、武則天、王維、王昌齡、柳宗元、

呂洞賓、溫庭筠、張果老、楊玉環、 石敬瑭、

司馬光、文彥博、狄青、關漢卿、羅貫中。

山西人情風貌

山系交錯 (太行山、呂梁山)

黃土地

窰洞

煤礦

保留下來的古建築較多

(寺廟、大院府宅、商館)



山西的地形地貌 (太行山)

山西的地形地貌
(太行山)



山西的地形地貌 (黃土地)

山西的地形地貌 (黃土地)



山西的地形地貌 (黃土地)

山西的窰洞民居



山西的窰洞民居

山西的窰洞民居



露天煤礦



礦坑煤礦







平遙古城





喬家大院





山西另一歷史文化特徵: 

對佛教流播及文物的保存

佛教文物之寶

佛法三寶 –佛、法、僧

寺院裏文物之寶 –建築、佛像、法器、
壁畫、經書



山西省

太原崇善寺 太原永祚寺

大同華嚴寺 大同善化寺 大同雲岡石窟

五台縣五臺山

顯通寺 塔院寺 菩薩頂
殊像寺

廣宗寺 圓照寺 清涼寺
南山寺

渾源縣懸空寺

應縣木塔(佛宮寺)

中國著名的佛教寺廟

(其他省份)





華嚴寺

山西大同華嚴寺



現存山西省內一批
較古老的佛像









五百羅漢 (昆明筇竹寺)



天王殿諸菩薩



五台山的寺廟



塔院寺



顯通寺出名的銅殿



漢明帝夢一金人於殿廷，以占所夢，傅毅以佛對。
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愔等於
彼遇見摩騰、竺法蘭二梵僧，乃要還漢地，譯
《四十二章經》，二僧住處，今雒陽門白馬寺
也。」

因此在佛教史上，多以漢明帝永平十年(公元六
七年)，迦葉摩騰與竺法蘭以白馬馱經像來華，

是為佛教傳入之年。明帝為紀念白馬馱經，將二
僧所住的鴻臚寺改名為「白馬寺」，成為中國第
一座佛寺。爾後，凡僧尼所住之處即稱為「寺」。

白馬寺被後世佛弟子尊為「祖源」和「釋源」，
而二僧所合譯的《四十二章經》，也成為中國第
一部漢譯佛經。

魏晉以來，時局紛擾，傳統儒學名教解體，名士
避世棄儒，趨附老莊「以無為本」，「玄學」或
「清談」思想蔚為風氣。其後，佛教於士大夫階
層更迅速傳播。

因避戰禍，僧人多從北方來到南方，經關中、洛
陽一帶傳流至全國各地。

同一時期，佛教史上記載第一位自南(交趾)向北弘

法，來華傳教的僧侶眾多，居於江南一帶，著經
立說，建設寺院，孫權為其建設了「建初寺」，
此乃江南佛寺之始 (約公元200年)。



西晋时代，佛教活动仍以译经为主，竺法护为
当时的代表，所译经典有《光赞般若》、《维
摩》、《宝积》、《涅槃》、《法华》等各部
类经，对於大乘佛教的开展，影响甚钜。

西晋末叶，北方五胡十六国纷乱，晋室偏安江
左，称为「东晋」。於是中国分治南北二区。
北方胡族受到佛教的影响，也大力提倡佛教，
佛法因而大行於华北，建寺八百九十所，受业
门徒万计。

道安大师为前秦时代最重要的高僧，博学多闻，
被视为当时北方学界的领袖。秦主苻坚延请他
於长安主持译场，一时中外译家云集。

北方佛教到了後秦，由於鳩摩羅什自西域進入
長安(西元四○一)，而更加昌盛。鳩摩羅什在

後秦的護持下大興譯經事業，南北俊秀仰止雲
集，門生弟子三千。所譯經籍種類遍於大小三
藏教禪諸家，使得佛學至此文備義明。

其中《大品般若經》、《金剛經》、《法華
經》、《維摩經》等譯著，更是文妙義精，流

暢易讀，為古今佛教各界所遵。後來以此諸經
為基礎而有三論、四論、成實學派的興起，及
天臺、禪、淨等諸宗的成立。鳩摩羅什譯業貢
獻之偉，為整個中國佛教史開創一個新紀元，
被譽為中國四大翻譯家之首。



結束南北分裂局面而開展的隋唐，是中國歷史
上政治、經濟、文化最強盛的朝代，也是中國
佛教史上經典翻譯、宗派競立的巔峰時期，其
影響不僅深入中國各階層，而且遠播至韓國(高
麗、百濟、新羅)、日本、越南，開啟各國佛教

的燦爛新頁。隋唐佛教的興盛繁榮，除得力於
佛教本身在南北朝所奠定的穩固基礎外，更有
賴於國家的統一強盛及護持提倡。

隋朝高祖文帝即位後(589~600)，即廢止北周毀
佛政策，下詔修建寺院、重整經像、廣宣佛教

義理，更以大興善寺為譯經中心，所度僧尼達
五十多萬人，修建寺院三千多所，寫經十三萬
卷，佛教在隋文帝時代的盛況可見一斑。

隋煬帝承文帝以佛教治國的方針，對佛教的提
倡亦不遺餘力，並親從天臺智者大師受菩薩戒，
使佛教流行於一時。

唐朝皇帝除武宗外，對佛教多采保護政策。高祖
於帝業初創時，曾奉佛求福，即位後，更設十大
德以統攝僧尼。太宗則於玄奘大師西行求法歸國
後，於慈恩寺組織大規模的譯場。武則天時代更
是崇信佛法，組織譯場，開鑿龍門石窟。其中以
對神秀大師的禮遇，使禪宗大盛，而詔令新譯
《八十華嚴》。玄宗則崇信密教，至使密宗興盛

一時。肅宗亦曾召不空等百餘沙門入宮朝夕誦經
祈福，並受灌頂皈依。代宗除下令建寺度僧外，
並於戎狄入侵之際，召沙門誦《護國般若波羅蜜
多經》為國民消災。憲宗時，迎佛骨於法門寺，
掀起社會上一股崇佛熱潮。

隋唐佛教因有帝王的護持，得以迅速發展，其興
盛繁榮表現在多方面，如譯經、著述、藝術等，
尤其中國化佛教宗派的成立，更是重要的特色。



隋唐佛教的發展，對文學、藝術也提供了絕佳的題材
與靈感，當時文人學士對於佛教的磅礴精深與僧侶的
精神修養，產生崇高的敬意，歸向者頗多，如韓愈、
白居易、柳宗元、王維等，都與佛教有深厚的因緣，
因此蘊含佛教哲理的詩文創作也應運而生。隨著佛教
理義的流傳，又發揮成多彩多姿的經變圖相，更增添
寺院畫像以及繼南北朝以來持續開雕的石窟壁畫的內
容。

此外，隋唐佛教的興盛也引起韓、日各國的仰望，紛
紛派遣學僧前來學習觀摩。韓、日佛教因此獲得大規
模的開展。

隋唐帝室除了對佛教護持，對於儒、道亦采支持的態
度，亦即以「三教並用」做為其宗教政策。因此，佛
教與儒、道在當時鼎足而立，也互為爭勝，尤其道教
對佛教的明爭暗鬥更是無有間斷。

在武宗時，其個人極度偏好道教長生之術，再加

上道士趙歸真、宰相李德裕的反佛鼓動，終於進
行一連串的毀佛事件，以會昌五年(八四五)最甚，

總稱「會昌法難」，共廢毀寺院四千多所、小寺
四萬餘座，迫令還俗僧尼二萬餘人，沒收寺田數
萬頃。加上隨著唐末王朝的日趨衰落，佛教的鼎
盛時期也隨之結束。

唐滅，五代十國分治北、南二地，動亂頻仍，五
代中版圖最大的後周，在國家財政窘迫之際，於
世宗當政時又再一次的毀佛(九五五)，佛教經此

法難及戰火的摧殘，已衰頹不堪，著重義理研究
的宗派盛況不再，唯剩著重實踐的禪宗以及強調
信仰的淨土宗在民間流傳著。



中國佛教經過唐末、五代兩次的法難，以及朝代更
迭的戰亂後，由於經典散佚、寺院毀壞、僧侶受迫
等，致使佛教幾乎到了衰萎凋落的地步。直至宋代
始現複甦之跡，唯宋元之後至盛清八百年的佛教，
因國運不興，佛教雖綿延不絕，然已不如隋唐時代
的弘盛。

自此，佛教一改傳統型態，逐漸傾向生活修行與宗
派調和的路線。從彌陀信仰的結社念佛、禪院農林
的寺院經濟生活，到與儒、道二家的調和及禪、淨、
教、戒融和的現象，佛教融入了中國文化之中，此
即宋元以後中國佛教的特質。

大體上，北宋一代(960－1126)佛教的復興較盛，南
宋以迄明代世宗時期(1127－1566)，則為平淡晦暗
之期。明末穆宗(1567)至清代，再度興盛一時，唯
佛教積弱過久，仍不及北宋的興盛。

宋代帝室對佛教多采保護政策，太祖建國後，即廢止
後周世宗毀佛之令，修訂出家考試之制、詔度出家童
行八千人，遣使西行求法。宋太祖開寶四年，敕令張
從信等至成都開雕大藏經，稱《開寶藏》，這是中國
全藏刻版印刷的開始，也是一切官、私刻藏及高麗刻
藏的共同依據。

後來又陸續完成《毗盧藏》、《圓覺藏》和《資福藏》
等，此乃宋朝佛教發展的偉業，影響後世刊刻藏經甚
钜。太宗時，詔立太平興國寺為先皇帝寺，並設立組
織完備的譯經院，使中斷二百多年的官刻譯經，一度
復興。真宗一代則設立戒壇七十二所，推行登壇受戒
之制。另外，由於帝室的護持，寺院的田園、山林享
有免稅權，寺院乃以此為經濟基礎，從事長生庫、碾
場等各項公益事業，對民間社會助益匪淺。



佛教的流傳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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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省份

有關山西的簡介暫此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