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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理教青年會創立百周年暨第 94 屆紀念大會

青年會長致詞

立教181 年（2018 年）10 月 28 日

請坐下。

歡迎大家返回原地。各位會員平日於天理之道的神務上、青

年會的活動上付出心血，謹在此表達感謝之意。

今年迎接了天理教青年會創立一百周年。今天可與世界各地

聚集而來的青年會員們，共同盛大舉辦創立百周年紀念大會，在

此感到萬分欣喜。

首先，在這一百年期間，除了歷代真柱先生以外，更承蒙各

位盡心盡力於青年會，所以今天才能迎接創立百周年。我藉此機

會衷心向各位表達感謝之意。

兩年前我在百周年活動開始啟動的這一天， 於致詞中表示：

「可以改變人生的百周年」。歲月如梭，已兩年了，其實我的人生

也有著很大的改變。

我是出生在原地附近的小教會，身為教會長子的我在家人及

眾多信者們的培育下長大。直到高中為止一直在原地的學校就讀，

大學是就讀大阪的關西大學，畢業後則是到中山家當養子。

老實說，當時的我根本無法適應自己新的身分。成為養子後

的那一天起，周遭的人們突然對我說起敬語來，喊我名字時，一

定會加上「先生」這名詞。那時的我才二十二歲，周遭的人們年

齡全都比我大很多。另外，無時無刻都對我小心翼翼的態度，連

我自己也開始謹慎起來不敢有所疏失。對於一個月前還在公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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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身生活的我來說，簡直就像一場夢似的，我的生活起了巨大變

化，因此我無法接受如此現狀，每天都過著感受不到喜悅的日子。

在這樣的生活當中，青年會百周年活動開始啟動了。我重新

回顧自己是否真正過著康樂生活，我的言行舉止是否有讓他人感

到喜悅時，才察覺到自己根本就沒有做到，應該是說從沒意識過。

在這之前的教祖一百三十年祭的年祭活動中，我向未信仰的人們

說了好幾百次好幾千次的「我是康樂生活的天理教！」但是自己

卻在日日生活中，並沒有打算實踐康樂生活。我深深反省著，自

己從未散發出康樂生活的香味來，光是嘴巴說著康樂生活也是無

法傳達出去。

我從那一天開始，意識到日日實踐康樂生活，要將自己的言

行舉止改變成能讓周遭人們感到喜悅。思考現今立場與環境，我

對誰能做什麼事，只要一想到時就馬上記錄在手機上，並付出行

動。例如，吃完飯後將餐具拿去廚房時，至今為止雖然說過：「我

吃飽了！」但是卻從未說過：「很好吃！」第一次嘗試說出時難免

害羞，但現在已能每天說出：「很好吃！」這句話來。另外，我常

在意別人做不好的地方而加以注意，抱怨或在背後說他人壞話等，

我對此心態加以反省，現在則是意識到他人辦得到的地方要加以

稱讚。不僅是在他本人面前直接稱讚，也能做到私下讚美。我還

挑戰了其他事物，但絕不是做了甚麼偉大的事，而只是稍微改變

自己的心念，或修正自己的言行舉止而已。

任何人都能辦得到的事，並付諸於行動的結果，讓我的內心

也起了變化。只要心想著讓他人喜悅的事而付諸行動的話，則喜

悅之情就能回報到自己的身上。行動越多，日子也能快樂起來。

我在百周年活動，日日實踐康樂生活中，結果自己也得到了拯救。

也在想拯救他人、想讓他人感到喜悅當中，不知不覺中也回饋到

我自身而得到了拯救。

神樂歌裡有著：「一切苦痛生自心　反躬自問莫尤人」（十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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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在此教導我們，感到痛苦皆因出自自己的內心，全部的原

因都是來自於自己的心靈。這樣說來，我在百周年活動開始前的

鬱悶心情，是將自己的痛苦怪罪到他人、立場以及環境等因素。

將內心的不滿朝向他人所致。

另外，「神訓」裡也教導：

「真誠即天理，既是天理，神定立即接受，立即賜祐。須聽分

明。」

所謂真誠是指想要拯救他人，想要讓他人感到喜悅感到滿足

而付出的行為。以真誠之心，講述真誠的話語，並行使真誠的行

為，則父母神會立即接受，立即賜予祐護。我想父母神會接受我

們的真實之心，化為喜悅之心來回饋我們。

況且又教導著：「人體皆由神貸之　以何心思用此體」（御筆

先　第三號 41）。這身體是從父母神借來的貸物，我們絕沒有辦

法依靠自己的力量來生存。重要的是，要對於能生存之事充滿感

謝，並報答每天賜與偉大祐護的父母神。父母神會感到最開心的

事就是為他人盡心，也就是所謂的真誠之心。我們的內心如能從

只要自己好就好，只要現在好就好的私心，改變成想拯救他人，

想讓他人感到喜悅時，父母神一定會使我們的人生朝向更好的方

向邁進。

首先對於能生存之事表示感謝，不要怪罪他人、立場和環境，

且須自我反省才是。並且將日常言行舉止化為真誠。如此一來，

內心定能改變，人生一定也能改變。能改變自己的內心、人生的，

只有自己而已。希望我們彼此，無論在何時都要持著真誠之心來

度日，將他人的喜悅當成自己的喜悅，從今以後也勤勉於日日實

踐康樂生活吧。

這個百周年是「回復原狀，由一重新開始」的時節。所以今

天這天並不是終點，反而應該是起點。在展開新的開始，我們以

荒木棟樑的身分該如何邁進？在此，我想講述我覺得很重要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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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自主性」。

天理教青年會創立於大正 7 年（1918 年）10 月 25 日。從創

立當初至現今的歷程中，青年會一貫的行動理念就是「荒木棟樑」。

關於荒木棟樑，就如同神樂歌：

「如向山中去進行　要帶荒木棟樑人」（十二段　八）

對外來說，是個要開拓未開墾的山林，踏入尚未傳達教祖教導的

地方，以來弘揚天理之道的佈教師；對內的意義則是自主專研信

仰的求道者。創立青年會的原動力是，當時的青年們，有著想靠

自己的力量來將天理之道弘揚至世界的熱誠，以及想要加深追求

天理之道以來心靈成長的堅強意志。也就是當時青年們自主性的

行為，才能聯繫至創立青年會。只要能想到這件事，過了百年的

現今，我認為我們應該要重新回顧青年會的元始一日，並以三思

而後行的強烈意識過生活才是。

現在，時代的變化非常迅速。隨著少子高齡化，人口遞減，

往後青年人口也會漸漸遞減。另外，人工智慧的出現，使現今約

一半的工作量，會從簡單的工作開始逐漸消失。據說 2020 年時，

會自己將人們送往目的地的自動駕駛的車子會開始普及。隨著下

一代 5G 通訊線路的出現，使通訊速度變得更快，這世界將變化為

現今無法想像的世界。生活於如此時代的你我，首先必須要思考

的是，對於現在這個時代，我們應該如何傳達教祖的教導，該持

著什麼樣的方法來拯救。

現在在青年會當中，為了向尚未信仰的人們簡單傳達教導，

而有了「談話會」等，嶄新的播香方法自主地廣泛蔓延著。另外，

也透過配合現代社會問題的活動而從事拯救。加深學習原典和教

祖的典範，並配合現今這時代來研究來實踐。也就是要自主地思

考並自發地行動，我想這才是最重要的。我堅信我們如此的行為，

一定會成為教會的力量，最終一定有辦法聯繫至康樂生活世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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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另外，往後青年會也會為大家提供眾多的播香、拯救的方法。

第二個重點是「樂在其中」。

各位現在對信仰，有樂在其中嗎？去年舉辦的後繼者講習會

的問卷調查中，對於「你是信仰第幾代？」這問題，回答最多的

是「第四代」。到信仰第三代為止的人們，曾直接接觸信仰初代者，

或是父母曾向子女傳達初代蒙獲拯救的話等等，自然地對於信仰

也有所接觸。但是信仰第四代之後，雖然曾聽聞過初代信仰的故

事，但我想有眾多人不會把它當作自己的事而接納。當這樣想時，

對於現在有信仰的你我來說，最重要的就是每天要如何樂在其中，

要如何將此姿態映照周遭。

逸話篇裡有一則這樣的故事。

桝井菊幾乎每天回宅院，可是也有找不出時間回去的時候。

每當遇到這種情形，她不是禁食鹽分一天，就是禁食熟食一天。

有一次，當她回到宅院時，教祖親切地對她說：「阿菊，用不著

如此呀！父母絕不想讓幼小的兒女受苦。神並不樂見疼愛的子女

受苦，以後千萬不要再這麼做。看到子女快樂，神才歡喜呀！」

原來教祖對任何事皆瞭若指掌。（『稿本天理教教祖傳逸話篇』

「一六一　看到子女快樂」）

大家每天都有高興地過日子嗎？教祖對他人並不是說「要加

油！」而是說：「要開心！要開心！」這雖然是理所當然的事，但

人們會感到開心時，就是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時；而且人感到歡喜

時，就是當他人感到喜悅的時候。所以說，當這兩種相互呼應時，

也就是要活用自己喜歡的事與專長，並傳達教祖的教導而進行拯

救且樂在其中，這才是最重要的。

現在，大家都刻意壓抑或忘記自己喜歡的事嗎？每個人一定

有可活用德份的方法。所以從現在開始，請再確認自己喜歡的事

與專長，並思考如何活用到播香、拯救且付諸於行動上，讓我們

將「有信仰真的是很開心」樂在其中的歡樂身影，反映在周遭環



7

青年會長致詞

荒木棟樑 2019

境。

第三個是「世界拯救」。

某位朋友正為人際關係凡事皆不順心而煩惱著，大約兩星期

前我有機會與他交談。一開始只是希望他能將現在感受到的事全

部發洩出來，當我聆聽過後，即向他講述我的自身領悟。將內心

的不滿朝向他人，而把過錯怪罪於他人、立場、環境的事；完全

沒有持著想讓他人感到喜悅之心的事；只要改變言行舉止就能使

心靈產生大改變的事。他認真地傾聽之後說：「我以前都沒有想過

要做些讓他人喜悅的事。我想先從自己辦得到的事著手，然後開

開心心地做下去。」當他回去時，露出了愉悅開朗的表情。

我在百周年活動開始後，察覺到播香這件事，原本是被迫而

逐漸轉變到自己主動的心念。以前的我會自己決定播香的基準，

追求數字，為了達成目標而努力。但是，實際上這很難聯繫拯救

之路，感覺就像為了播香而播香，應該是手段的東西在不知不覺

中也成為了目的。但是在實踐康樂生活改變心念之後，感覺自己

可以向更多人傳達我親身感受到的喜悅，漸漸地可以衷心體會到

播香是件很快樂的事情。

大家現在是很努力播香呢？還是對播香樂在其中？隨著日日

實踐康樂生活，不斷湧出一定要向他人傳播教理的喜悅之心，由

心傳心，歡樂地進行播香，這就是百周年活動該做的事，更是往

後最重要的事。

御指圖裡：「一人得救則萬人得救，需懷此心。」（明治 37 年

〈1904 年〉12 月 14 日）就如同這句神言，在我們眼前的父母、太

太、孩子、職場上或平常會遭遇的人們當中，如果有人因煩惱而

感到痛苦，我們應該積極地向他伸出援手，傾聽他的煩惱，盡心

盡力讓此人得救，這才是邁向世界拯救的第一步。從身旁者得救

開始，定能拓展至萬人得救。希望荒木棟樑們，為邁向世界拯救，

就算一步也好，也要勇敢向前邁進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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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是尚未成熟的青年。就因尚未成熟，所以不需害怕失

敗，這是個可以勇於挑戰的年齡層。從現在起我們每一個人，不

斷重複且反覆摸索，讓自己成長才是重要。

距今約六十年前，第三十五屆青年會大會上，第二代真柱先

生諭示：「關於荒木棟樑另外一個意義來說，有一個解釋是想讓大

家好好思考的。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我剛剛有說至荒地並播香

才符合此理，但最近所說的荒地、新天地，不僅僅只停留於地球，

而是延伸至月球世界了。說不定以後的時代，是能依靠人類的力

量，由人類自己去月球世界。希望大家能好好思考這件事。並且，

如果往後人類可居住在月球世界的話，我認為生存於地球之『世

界大致傳道』之後，此新天地不就是我們荒木棟樑該邁進的地方

嗎？大家都曾有過飛越至月球世界的心理準備嗎？我想說的是，

我們要好好掌握這一點才是，或許過了七十五年後，荒木棟樑早

就不適用於地球上。那時候地球與月亮是能輕易地往返吧。如果

能想像到這一點時，好！我要第一個成立天理教月亮大教會。你

們有過這樣的夢想嗎？」

我讀到此諭示時心中非常振奮，察覺到自己的野心太小，應

該要有著更大的野心更寬廣的視野，勇敢地向未來挑戰才是。

最近日本很流行的話題是，ZOZOTOWN 的前澤董事長將以民間

第一號人物登上月球。距今大約六十年前，也就是阿波蘿十一號

抵達月球的十年前，那時的第二代真柱的視野，早就跨越地球到

達月亮了。所以說我們往後也應該要抱持著廣大的夢想，向前邁

進才是。心懷巨大希望，這正是〝胸懷大志之道〞。

我確信過去的這一百年間，追尋前輩們所積累的尊貴足跡，

持續朝向前輩們尚未抵達的道路大步邁進，這才是回報前輩們的

恩情。

我衷心期待會場當中，即使多一個人也好，能將教祖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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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記在心，活用自己喜歡的事以及專長，於世界上更加活耀。並

且，也強烈希望與會場上的每一個人，大家齊心合一，使往後的

天理之道更加活躍更加開朗。

今天才算是嶄新的開始，我相信天理教有著極大的可能性。

只要集結在場每一個人的力量，就能產生極大的能量加以光輝燦

爛，且能瞬間綻放。希望從今天開始，我們應時時提升自我心靈

成長並付出行動，每天享受生存的喜悅迎接人生，活用自己的專

長幫助他人，擁有讓他人心滿意足的真誠之心，並將其康樂生活

的姿態映照於世界才是。

以上，在此值得紀念的這一天，講述了我心中的想法，謝謝

大家的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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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統領祝詞

表統領　　中 田 善 亮

今天蒙受到晴天的祐護，並有這麼多的青年會員聚集一堂，盛

大舉行創立百周年紀念大會，謹由衷致上祝賀之意。

我想藉此精彩的大會之際，依據本人的立場，講幾句祝賀詞。

天理教青年會於 1918 年（大正 7年）創立以來，到今年已經過

了一百年之久，雖說一百年，其長久歲月中都各有各自不同的時代。

歷年來，眾多以荒木棟樑自居的會員們，推動了每一個時代每一時

刻所需的青年會各種活動。我認為每位會員們的真誠實在龐大無限

而深感欽佩。如今在這裡看到這麼多現役荒木棟樑聚集一堂，不得

不感到這一百年來，教祖引導我們的深厚父母慈心。

去年的大會上，真柱先生講述復原的精神。我認為由於是去年

大會上的致詞，因此，那是以一年後的今天要迎接一百周年的大會

為前提而講述的話題。

 所謂「復原」，簡單來說就是要返回教導的根源而徹底鑽研元

始。天理教的歷史，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為止，長久以來受

到國家體制等等的大影響，持續著無法按照教祖的教導傳達教理以

及無法遵照教導來奉行聖舞的時代。然而，戰爭結束後，就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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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教祖的教導去信仰，並且大大方方地奉行聖舞。於是，第二代

真柱先生馬上提倡復原，而積極推動「返回教導的根源、徹底鑽研

元始」。為了使我們能夠正確地修治教導，樸實地走上信仰之道，整

頓信仰環境，強而有力地鼓勵用木、信者們。並且，青年會也當然

跟著推動復原的活動。

在這裡，絕不可混淆的就是，所謂復原不僅是將因國家體制而

歪曲的部分回歸原狀。重要的精神就是，將教祖所教授的教導之根

本，經常掛在內心，以踴躍之心邁出信仰的步伐，也就是單純地走

上邁向康樂生活的專心拯救之道。這也就是說，我們必須經常心懷

「復原」的精神才是。然而人心的弱點就是，動不動就會受到時代潮

流的影響或重視各自的方便，而將教導配合自己。期望各位以荒木

棟樑自居的青年會員，要以復原的精神約束這個弱點，並也不要忘

卻以教導為優先的思考方法。

另一方面，現在的青年會，為了迎接這一次創立一百周年，提

出的主旨為「將這個時節視為『回復原狀，由一重新開始的時節』，

要回歸創立的原點，每一個會員身為荒木棟樑，專心勵行傳道與求

道，以做為一躍成長的契機。」這也就是說，將「百」這個字解釋為

「回復原狀，由一重新開始」，經過一百年的現今，重新回歸青年會

創立的元始一日，進一步來說，重新回歸教祖親自教導的教義以及

典範之道，並在一百年的歷史上，再次畫上新的荒木棟樑之道。我

認為，真柱先生於去年的大會席上，針對此復原的精神為例，特別

教導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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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所謂「由一重新開始」的意思，就如同剛才青年會長的

致詞中所表示的，一百周年活動，雖然以今天為目標，展開限定時

節的特別活動，但這一詞含有從現在起重新開始的意思。那麼，回

復原狀，由一重新該邁出什麼樣的步伐呢？我希望各位要參考剛才

所聽到的三個重點，充分地協商今後青年會的活動。尤其，每一個

會員，為了比起以往更積極更主動地展開活動，我想必須要充實青

年會活動才是。

青年會的活動，不論是過往的一百年、今後的一百年、甚至是

往後的未來，始終都應該是荒木棟樑的活動。荒木棟樑的活動之一，

就是將神名傳揚到全世界各角落。還有一點就是，因為各位都還年

輕，所以經常都要勵行求道，並且也不要忘卻努力矢志心靈成長才

是。

剛才也說過，現在這時代已經可以自由大方地信仰天理。不過，

大約到七十年前為止，這就如一場夢一般。對於走上天理之道的用

木來說，當時是一段艱難困苦的時代。

不過，在御指圖裡教導：「小徑易過，大道難行。此理須聽分明。

領悟則瞭然。大道難行，小徑易過，或認為到底是為何。啊，因細

心行之故，而小徑易過。」（明治 22年〈1889 年〉11月 1日）前輩們

在如此小徑時代當中，以可自由信仰的大道為夢想，拼命地思索在

嚴酷的現實當中能做什麼，同時下定決心很有耐心地盡力於現今力

所能及的事，並期望未來能大大方方地信仰。我相信他們就是以此

為力量而貫徹到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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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的現在是大道的時代，也就是說，自由大方地信仰，這看

似是理所當然的。然而卻因此造就了困難的場面。請各位仔細回想

自己周邊有無「雖然知道父母神的教導，但卻認為：『現在過得非

常好，所以我不需要信仰，以後如果面臨困難的狀況或遇到逼不得

已的時候，再信仰就好了。』」的人呢？平時能過著普普通通的生活，

都是因蒙獲父母神祐而來的。這一點絕對不可以疏忽。希望你們為

大家傳達不要只是蒙受祐護，而是要走上報恩之道的重要性。

在這邊，大大揭舉「感謝與挑戰」的標語。我非常期待各位在

往後的時代，積極地挑戰新的活動。但我認為更重要的就是平常可

普通過日子，對此不要忘卻感謝之情。我認為因為心懷感謝之心，

才能開拓並實現荒木棟樑活動光明的未來。

我再重申一次，復原的精神，就是我們走上康樂生活之道的彼

此，都不可忘卻的精神。要展開對應現今時代的活動，當然是很重

要的。就像對只會日文的人，用別的語言來講也聽不懂一樣，現今

這時代當然需要展開符合現代的活動。不過，如果隨著時代的變遷

動搖了宇宙元神、萬界真神之父母神教導的根本，那將會一事無成。

天理之道就是要實現康樂生活的專心拯救之道。希望各位青年會員

們，確實立足於這個基本，要先盡己所能的實踐康樂生活，一步一

步腳踏實地地實現世界拯救。

 若要揭舉世界拯救為目標，首先努力拯救自己身邊的艱難困苦

者，這才是應有的順序。敬請你們確實將剛才所聽到的青年會長的

致詞銘記於心，並且我身為一個 OB的身分，非常期待並支持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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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後也身為天理之道最前鋒的荒木棟樑，踴躍展開活動。

父母神教導：「踴躍而為，神即踴躍。神若踴躍，世界各處亦踴

躍。」（明治 40年〈1907 年〉5月 30日）我衷心祈望各位踴躍展開的

活動，能更加激勵彼此，並能使父母神接納大家的踴躍之心以及付

諸行動的真誠，而蒙獲更大的祐護，以使全世界的兄弟姊妹都踴躍

起來。以上，我衷心致上今天的賀詞。

恭喜各位今天盛大舉行紀念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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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理教青年會創立百周年暨第 94屆紀念大會

表明決意

天理教青年會本部委員長　　安 藤 吉 人

今天承蒙來賓們的蒞臨，隆重地舉行「天理教青年會創立百周

年暨第 94屆紀念大會」。在此感到萬分欣喜。

今年 10月 25 日，天理教青年會自從 1918 年成立以來，剛好迎

接創立一百年。回顧其歷程，心中除了湧現父母神和教祖的引導，

還有平時以溫厚父母慈心來關懷我們的歷代真柱，以及先賢們繼承

信仰的這一百年的感謝之情。

負責創立一百周年之時旬的我們，將此時旬定為「回復原狀，

由一重新開始的時節」，以「啟動內心 開拓世界」為口號，再加上

於去年揭舉了「感謝與挑戰」為基本方針，將新的挑戰加入於荒木

棟樑的本分，也就是很積極於推動佈教和求道。

佈教方面以「心連心的播香」為主題，平常意識到拯救，不是

僅靠著氣勢而已，而是呼籲要將教祖的教導由心傳心熱誠地傳達。

並且，將每月第二個星期日設定為「荒木棟樑一齊播香日」，努

力將佈教活動固定化。從去年 4月開始以「首次參拜」為目標推動

將未信仰者指引至教會各據點，以在教會吹起新的旋風。今年 6月

舉行「全世界一齊佈教月」時，在國內外全部據點，以「從首次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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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產生拯救連鎖反應」為口號，挑戰前所未有的新活動。活動中，

難以蒙獲到首次參拜者，在如此困境中，引導到參拜者的感動，並

且從參拜連繫至拯救的這喜悅之情，這是令人難忘的。在此也深深

感受到父母神、教祖有在背後給予溫暖的幫助。

10月 25日結束此活動。從首次參拜活動開始之後，在一年半的

時間中，從世界各據點總共蒙獲了 69,951 名的首次參拜者。此結果

與青年會創立百周年相符。

關於求道方面，以「日日實踐康樂生活」為主題，將焦點放置

在離自己最親近的人，也就是親子和夫婦關係，以「孝順父母及夫

婦圓滿」為關鍵詞，首先改變自己，呼籲自己從日常生活中實踐康

樂生活，同時積極培養用自己的話語來傳達教導的能力。

但是，當我們要實踐時，當中也會遭遇挫折，就是因為面對夫

婦和兄弟等近旁的關係，才會顯現出許多自己的壞習慣而感到煩惱

和痛苦。在這樣的情況下，會員們彼此互相勉勵、激勵，透過心靈

產生變化的信仰感言，而使自己的心靈數次被拯救，並產生我還想

再挑戰看看的踴躍心態。面對煩惱的時候，想要放棄的時候，伸出

援手來幫助我的，就是持著同樣信仰的天理夥伴們。在我好幾次想

放棄的時候，因夥伴們的鼓勵，我才能迎接今天。在此真的是萬分

感謝。

其實，去年大會結束後，有一位會員對我說：「我完全不懂為了

迎接百周年的決意，我不知道該怎麼做。」此時深深地感受到要將想

法傳達給他人、要請他人共同實踐是很困難的。這一年我與他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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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著感謝和挑戰之心的結果，本來沒什麼會去他的教會參拜的，結

果現在則是有眾多參拜者前來，他現在更是在百周年活動中扮演核

心角色。

百周年的活動於此暫時結束。今後的步伐當然需要察覺世界的

變化和其應變的行動力。然而更不可或缺的是，將青年會長剛剛所

諭示的方針，作為追求教導的判斷基準。

將青年會的歷史上，寫下新的一頁的就是聚集在這裡的你我。

我在此代表全體會員誓言，面對未來不會害怕失敗，使勁荒木棟樑

的使命來負責挑戰還沒開拓的世界，活用每個人承蒙的徳份，以真

誠之心，齊心合一把康樂生活的姿態映照於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