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 传 佛 教 的 新 探 索 
— — 汉 传 佛 教 传 教 师 制 度 的 建 立 与 实 践 

自太虚大师(1890一l947)提出“人间佛教”的 

创见 ．迄今 已经近百年 了。在两千多年的汉传佛 

教史上 ．人间佛教思想是继中国禅宗之后最重要 

的思想创造 。成为汉传佛教现代化的指针 ，也深 

刻地影响了整个佛教全球化的进程 

正如太虚大师所言 ．人间佛教“乃是以佛教 

的道理来改 良社会 ．使人类进步 ．把世界改善 的 

佛教”。如何以佛教的道理改 良社会?历经一个世 

纪的探索 ．汉传佛教形成了多种多样的人间佛教 

实践模式．使佛教由传统农业社会的宗教创造性 

地转化为适应工业化与数字化时代的宗教 。既为 

现代人提供有效的精神资源 ．又以佛教的理念介 

入 、改善社会 ，实现了传统佛教的现代转型。 

在林林总总的人间佛教实践形式中．佛教传 

教师制度的出现与发展 ．是人间佛教思想与实践 

的创新 。体现了人间佛教的重要走向，也是汉传 

佛教在全球化时代的新贡献 ．值得追踪与深入研 

究。本文将简要论述 ：一 、传教师制度的渊源与概 

念 ，二 、汉传佛教传教师制度的确立 。三 、汉传佛 

教传教师的实践 ．最后总结佛教传教师制度的意 

义 

一

、传教师与传教师制度 

传教师 (Chaplain)一词源于基督宗教传统 ， 

原意指具有传教资格的神父或牧师．被教会派遣 

◎ 魏德东 

到医院、监狱 、军队、学校 、公司、警察局或私人教 

堂等机构 ，从事专业性的宗教服务。这是宗教团 

体走出教堂等宗教活动场所 ，深入社会组织 。为 

大众服务的重要形式。 

随着时代发展 ．进入 20世纪之后 ，传教师不 

再是神父或牧师等专业性宗教人士的专利 ．而是 

面向平信徒 ，成为一种职业。换言之 ，一个基督宗 

教的信徒，在接受相应的培训后 ，经过考试合格， 

就可以获得传教师的资格 ，被医院 、大学 、军队、 

政府等社会机构聘用 ．在各种社会组织 中提供专 

业性的宗教服务。作为职业工作者的传教师。不 

再由教会派遣 ．而是 由单位聘用 ．与单位其他职 

位一样．由聘用单位提供工资及福利。 

传教师的工作职责是在社会组织 中进行宗 

教服务 ．具体包括对员工进行心理辅导 ．为机构 

提供宗教文化咨询 ．介入公司精神与文化的养 

成 。等等。 

围绕传教师的资格认定 、知识培训 、业 务指 

导与考核 、进退机制等 ．宗教组织逐渐建立起系 

统的组织体系 ．这就是传教师制度 ．并由此成立 

行业协会 一般说来 ．不同宗教的传教师协会构 

成了传教师认证体系的权威机构．成为传教师质 

量与信誉的保障。 

最近半个世纪以来 ．传教师制度为世界各大 

宗教所采用 ，成为宗教服务现代化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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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宗教之外的其他宗教 ，如伊斯兰教 、佛教等 ． 

都建立了各自的传教师制度。近年来 ．跨宗教或 

者多宗教融合的灵性传教师．甚至纯粹人文性的 

“生态传教师”等．也开始出现 多种宗教与文化 

的传教师的出现 。体现了现代化条件下社会与大 

众对宗教与灵性生活的需求 ．也反映了不同的宗 

教与文化适应现代化的努力 

二、汉传佛教传教师制度的建立 

作为 大世界性宗教之一 ．佛教的全球影响 

日益增长 在适应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过程中．佛 

教也建立了自己的传教师制度．成为佛教服务社 

会的新形式 

所谓佛教传教师．就是由佛教信仰者组成 ． 

以佛教思想为指导，在社会各个部门，包括医院、 

军队、监狱 、企业 、学校等进行心理辅导与文化指 

导的专业人士 佛教传教师既有出家人．也有在 

家居十 这些传教师都由社会各部门聘用 ．成为 

社会组织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同绕佛教传教师的业务培训 、资格认定与实 

践指导．各大佛教系统也建立 了各 自的传教师制 

度 较早建立佛教传教师制度的．有 日本佛教和 

南传佛教 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 ．汉传佛教的传 

教师制度也已经初步建立 ．成为汉传佛教的现代 

化与在地化的重要推手 

美同汉传佛教国际文教 中心是佛教传教师 

体系的主要推动者 2014年 ．中国福州开元寺方 

丈本性法师 、美籍华僧振冠法师等在美国洛杉矶 

发起创办美国汉传佛教国际文教中心．获得加州 

政府与联邦政府的批准登记 ．是非盈利免税宗教 

组织 本性法师任理事长 ，振冠法师任秘书长。在 

国际文教巾心的诸多活动中，排在第一位的，就 

是佛教传教师的培养认证体系。依据这一体系 ， 

文教 中心每年安排考试 、组织合格者培训 、进行 

佛教传教师的资格授戒 ．并对于得戒者进行追踪 

授训 ．要求得戒者按时提供工作报告并 回答疑 

问，如果不能胜任工作 ，则取消其授戒资格。中心 

还设计了融合师制度 ．以确立行业规范 ．确保佛 

教传教师的专业水准 并设计有中西文化特点的 

美国佛教传教师特有服饰 国际文教中心的这一 

套佛教传教师培养认证体系得到了美 国传教师 

协会的认可 ．属于行业协会规范 ，具有权威性 。 

美国汉 传佛教国际文教 中心分 别于 2015、 

2016年举办了两届佛教传教师授戒 ．共 23人得 

戒 得戒者来 自于不同的文化与宗教背景．包括 

佛教 、基督教 、天主教等等 ，全都具有大学 以上学 

历。成为佛教传教师后 ，他们受聘于大学 、医疗 、 

军队 、互联网 、新闻 、翻译 、出版 、企业 、慈善机构 

等行业 ．为美国社会提供佛教服务。 

在教育体 系上 ，美国部分大学 ，包括传统的 

神学院都开始设立佛教传教师专业 ．以满足社会 

大众对佛教服务的需求 目前开设佛教传教师专 

业的学校 ，有哈佛神学院 、那罗帕大学(Naropa U- 

托iversit1，)和西来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神学院将于 

2017年 8月开始设立佛教传教师专业 ．具体方向 

是“医疗系统传教师督导博士”学位，、 

以西来大学为例．设有佛教传教师硕士专业 

fMaster qf Divinity in Buddhist Chaplaincy)。其开设的 

课程包括宗教仪式 、比较宗教、宗教教育 、宗教心 

理关怀与咨商 、灵性 、宗教史 、宗教制度与组织 、 

宗教经典 、神学与哲学等。在西来大学的传教师 

学生中．有些是佛教出家人 ，更多的是在家人 ，来 

自多元文化与族群 

三、汉传佛教传教师的实践 

无论对于汉传佛教还是美国社会．汉传佛教 

传教师都是新生事物。目前在美 国各个机构工作 

的佛教传教师共有 20多位 ．服务于美国的医院 、 



监狱等单位 其中中国大陆裔僧人振冠法师在美 

国军队的经历很有代表意义。受到佛教界的关注。 

振冠法师原籍福建 ．2001年出家 ，2005年毕 

业于中国佛学院，后赴美弘法。201 1年底 ，振冠法 

师正就读于西来大学 的佛教传教师硕士专业 ．美 

国陆军的传教师征兵人员找到了他．希望他能到 

军中开展佛教服务 次年 2月．振冠法师以佛教传 

教师的身份 ．正式成为美军宪兵中的宗教与文化 

参谋 ．佩少尉军衔 ，为全营上千名官兵服务。作为 

美军历史上第一位佛教传教师．他被称为“创造历 

史者”。振冠法师的基本职责是 ：(1)指挥官的宗教 

与文化顾问 ，主要负责与佛教 、宗教及文化相关的 

问题 ；(2)军人的心理与宗教咨询服务，包括上下 

级关 系、生活压力、宗教方面的疑问等等 ，官兵常 

有心理压力问题．而且多与生死大事相关 军队设 

有宗教传教师是美军的一个传统 ．旨在帮助军人 

保持健康 的心理与精神状态 ，克服消极 、抑郁 、自 

杀等负面心理 ：(3)最重要的是 ，保障军人的宗教 

信仰 自由权利 ．美国军人具有多元的宗教文化背 

景 ，任何人 ，特别是军官，不能将 自己的宗教倾 向 

强加于部下与他人 ．不能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影响 

官兵的赏罚．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传教师就有责任 

与指挥部协商 ．予以制止 

2014年 。振冠法师从少尉升为 中尉后 ．被调 

到西点军校陆军传教师部工作进修 了一个夏季 ． 

名闻一时 他是当时西点军校建立 212年来的第 

一 位佛教传教师，西点军校官方脸书 、美国国防部 

传教师网页，都曾予以报道。在西点军校，法师开 

设 了禅修班．每周 日教官兵打坐 1小时．然后再个 

别回答官兵的生活与人生问题．近似于禅修中的 

小参。禅修班受到官兵的欢迎 ，从刚开始的4个 

人，发展到法师离开时的近 4O人 佛教传教师指 

导禅修班 ，这在西点军校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军队传教师的重要工作是官兵的心理辅导 

首 届 中 加 美 I1寸佛 教 论 坛 特 辑 

振冠法师在西点军校时，恰逢美国国庆节 ．晚上 

大家正在观赏烟花燃放 ．一位刚从阿富汗战场 

归来的新学员，突然心理崩溃 ，情绪失控。次 日， 

班长带着这位学员来找振冠传教师 ．进行心理 

辅导。传教师首先询问了学员的宗教信仰 。得知 

这是一位欧裔的无宗教信仰者 传教师接着告 

诉学员 ，自己是一名佛教信仰者，您是否介意 。 

回答是没有问题。然后传教师就专注地倾听学 

员的讲述，原来在阿富汗战场上 ．有位战友中弹 

横尸身旁．而这位学员觉得死的应该是 自己 每 

当想到这里 。他就情不 自禁 ．充满 自责。等学员 

陈述完毕 ，传教师问。你这种心理是经常出现 ． 

还是偶尔出现。然后传教师启发学员：如果是你 

牺牲了，你是否希望战友也如此 自责?假如你牺 

牲战友的在天之灵听到你的自责 ．他会感觉怎 

样?会不会觉得 自己伟大而光荣?通过专业性的 

启发与问答 ．学员与传教师建立起信任与良性 

互动的关系，精神状态得到改善。这就是军中传 

教师的作用 

传教9币是美军体 系中的一环 ．有专门的传 

教师部 ．这最早源于华盛顿将军 “正义战胜邪 

恶”“上帝在我们这一边”的理念 传统上的传教 

师多是基督教文化背景的，新世纪以来 ．这种情 

况开始有很大改变 现在的美军官兵来 自不同 

的宗教文化传统，包括伊斯兰教 、佛教等等。振 

冠法 师作为汉传佛教背景的传教师被招入军 

中，首先反映了军人中的亚裔与佛教信仰者的 

增长，需要佛教的专业服务。同时 ．很多军人尽 

管不是佛教信仰者，但对于佛教的义理 、禅修 

等 ，也都很感兴趣 ，也有佛教服务的需求 ．体现 

了美军及美国社会的文化多样性 

四、汉传佛教传教师制度的意义 

自 19世纪 中叶随华工登陆美 国以来 ．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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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成为美国重要的宗教派别 ．不仅满足具有佛 

教信仰的移民的宗教需求 ．而且以禅修等方式服 

务于美国大众 不过 ．佛教如何实现在美 国的本 

土化 ．如何真正成为美国主流社会血肉相连的组 

成部分，至今仍然是一个挑战 ．、佛教传教师制度 ， 

为佛教．特别是汉传佛教的美国化开辟了新的途 

径 ．引发了佛教界及社会各界的关注 ．值得重视 

在现代化过程中 ．佛教如何深入社会 ．成为 

现代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永远是佛教不断创新 

的课题 传教师制度创造了一种佛教职业 ．使佛 

教信仰者 以从业者的身份介入社会的各种组织 

中．以佛教 的思想服务各类职工 ．可以说开启 了 

人间佛教的新形式 这种形式能够使佛教深人社 

会主流，深层次地将佛教与现代社会 、现代职场 、 

现代从业者连为一体 ．使佛教成为人类社会的有 

机组成部分 佛教传教师制度以职业工作的方式 

将佛法引入当代社会 ．代表 了人间佛教实践的重 

要法 门．推动着人间佛教的全球化。 

佛教传教师制度的建立 ．表明美国及全球社 

会对佛教的需求 ．证明佛教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 

的有效精神资源 一个世纪以前 ，马克斯·韦伯提 

出了著名的基督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相关性 

的命题 ．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 ，基督新教的伦理 

是根本的推动力．而且只有在新教伦理社会孕育 

了现代资本主义 后来有人进一步推演 ．认 为只 

有基督教伦理才能成为现代化的精神基础 佛教 

传教师制度在美国从无到有的发展说明．佛教 ． 

包括汉传佛教 同样是现代社 会不可或缺的精神 

资源 佛教中所蕴含的缘起论世界观 、自力论 的 

人生观及禅修实践等 ．对于当代大众具有独特的 

价值 

从宗教社会学的视角看 ．佛教传教师制度有 

助于解决现代化进程中佛教面临的供给不足的 

挑战，．在全球化语境下 ．多元的宗教与文化也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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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市场 决定一种宗教与文化命运的．并非大 

众的需求 。而是有效的供给 凡是在现代化与全 

球化浪潮中获得充分发展的教派 ．都需要具有充 

足而合格的供给者 传教师制度吸纳来自各行各 

业认同佛教文化价值的专业人士 ．首先在数量上 

具有极大的潜力 ：同时 ．传教 师要先通过佛教专 

业的学习与考试 ．冉通过专业机构的授戒与追踪 

授训 ，保证了质量。在美国．佛教传教师能够深入 

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使佛教有效地为大众服 

务 ．成为主流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佛教传教 

师制度的形成过程中．汉传佛教正在扮演重要 角 

色 ．体现了当代中国僧人高度的职业 自觉 巾围 

僧人在佛教传教师体系中的创新与探索 ．体现了 

中同人间佛教适应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潜质 

佛教传教师制度彤成于美国．但必将是全球 

性的 从 中国佛教的视角看 ．生活在中国大陆与 

美国的巾国僧人秉承人间佛教的精神．初步创建 

了汉传佛教的传教师体系．正在美同社会发挥越 

来越大的影响 佛教传教师体系．对于 H益现代 

化的中国．具有 同样重要的价值 中国大陆佛教 

传教师体系的建立 ．必将人间佛教的理论 与实践 

推向新的高度．也必将使佛教更好地为中国的现 

代化服务 

(作者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孔子学院院长． 

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国际佛学研究中 

心主任 本文是作者提 交中加 美三国佛教论坛的 

论 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