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訪內表雙統領

立教185年4月20日

教祖一百四十年祭三年千日當前
此刻身為教會長應盡之事

　　真柱先生在今年的新春致詞當中表明旨趣，將在四年後的立教一百八十九
年奉行教祖一百四十年祭祭典。
　　授命於此，教會本部於二月設置了「教祖一百四十年祭籌備會議」，並於
四月在該會議之下成立了「拯救委員會」等，為全教能夠齊心合一地展開年祭
活動而進行籌備工作。
　　離立教一百八十六年一月，三年千日開始只剩半年多的時間，此刻身為教
會長該做的事為何？並且又該如何去調適迎向年祭的心態等等，有關上述之疑
問，特別訪問了內統領宮森與一郎先生和表統領中田善亮先生。

━━━真柱先生在今年一月四日的新春致詞中諭示：「為了使天理教之道發展，從各種意義來
說，我覺得奉行教祖年祭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此，教祖一百四十年祭將如期地來奉行」。
　　而身為教會長的我們，在此番諭示下，該要如何地來做事前的準備才好呢？

【表統領】　首先，承諭示之意，要儘早深思熟慮要如何去對應才行，並考量事情的先後順

序循序漸進，我覺得保有如此做事的態度是很重要的。

　　邁向教祖年祭的年祭活動，是全教信徒、用木總動員的時刻，為了朝目標邁進，身為天

理之道嚮導的教會長，現階段必須得先思考該要做什麼，我認為在這部分有三個要點：

　　第一點，為何要奉行教祖年祭？我認為這是在著手進行年祭活動上最根本的疑問，身為

教會長，請務必要將教祖年祭的意義銘記於心。

　　第二點，要確實地釐清把握自己教會的現狀、現在的全貌。在所謂朝向康樂生活之悠久

歲月的長河當中，將要如何定位這次的一百四十年祭呢？對此，我在去年四月時，以「今後

天理之道的步伐」為題，講述了在朝向教祖一百五十年祭以及立教兩百年此兩大年節上，以

長遠的目光，設想規劃好自己和負責營運的教會之未來的藍圖，並為了完成此一藍圖按部就

班地一步步努力。我認為一百四十年祭可說是朝向這個目標的中繼點，為此我們必須好好地

確認，並把握當今自己的樣子和教會的情況，若沒有經過這些程序，腦海中肯定也浮不出什

麼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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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點，調適好心態朝向年祭活動做準備。該說是需俱備嚴肅度過的覺悟，還是做好相

當程度的心理準備才好，總之期望各位都能下定如何大的決心。在具體思考要下定怎樣的決

心之前，我認為無論如何都要做好貫徹三年千日到底的覺悟，並做好心態上的調適才是要緊。

如果教會長沒有做好覺悟也沒有心要做，我想對信者們不管說什麼都是徒勞無益吧。

◆教祖年祭的意義

━━━有關執行教祖年祭的意義，在此重新請教一下。

【表統領】　不用多言，年祭的元始之日是一八八七年（明治二十年）的農曆正月二十六日，

也就是教祖隱去身影的日子。在這天顯現的父母神意和蘊涵其中的父母慈心，身為父母神子

女的我們必須要確實深入探討，並銘記於心才是。每年一月份奉行的春季大祭，再加上每隔

十年一次的年祭，其奉行的意義所在，希望能確實牢記在心。

　　年祭的元始之日也可以說是教祖五十年典範的最後一日，因此，到那天為止，由初代真

柱先生為首以及那個時代的先賢們的問答，這些都詳細地記載於教祖傳裡，這部分在信仰的

層面上，不僅對我們而言是最為重要的，也是我認為得到了最為嚴峻教導的地方。

　　教祖雖說隱去了身影，但這僅只是看不見其實際的形體而已，和往常一樣，仍永生在世

賜予祐護。可是，我想這對當時的人們來說，是非常悲傷且寂莫難耐的事情，甚至可以說無

法置信會發生這種事情。

　　有關當時的情況，雖然只要翻閱教祖傳，現今的我們也能體會一二，但另一方面，我們

只知道隱去身影後永生在世賜予祐護的教祖而已。當時人們所感受到的悲傷與苦楚，雖然可

以透過拜閱教祖傳去了解，但一旦闔上書本後，就會漸漸地把它遺忘掉。這點我覺得是不管

是我們也好，又或是將來要踏上這個信仰的人也好，都會碰上的事情。因此，更須要率先投

入於教祖的年祭活動，相信透過確實地拜領神祐，更能貼近永生教祖；更能感受到父母慈心

循循善誘的溫暖。

━━━表統領先生在今年春季大祭的神殿講話中有提到一般先賢的年祭和教祖的年祭之間的差

異。

【表統領】　那次講話與其說是想傳達兩者之間的差異，倒不如說是在時代的變遷下，我認

為聽到教祖年祭一詞卻不太明白的人有陸續增加的趨勢，所以才再次重申教祖的年祭和一般

先賢的年祭是完全不同的。

　　一般來說我認為人類的年祭是為了緬懷感嘆往生者的為人和功績而舉行，教祖的年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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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也似乎是有類似的一面，然而到了現代，教祖尚未隱去身影那時代的人已經不存在，更

不用說親眼見過教祖的人；聽聞教祖聲音的人更是不存在，正因為如此，所以必須透過每十

年一次奉行的年祭，來確實尋求教祖的典範、教祖的為人、教祖的心意。如果我們背離教祖

的教導，這條天理之道就無法成形，所以奉行教祖年祭的意義所在，如此的重要性請務必知

悉。

◆三年千日該如何來邁進

━━━明年即將到來的三年千日，該如何邁進呢？請說說看二位的想法。

【內統領】　御指圖諭示：

　　「不言難事，不差使難事不指使無根無據之事。一一皆有典範之道。不行典範之道，則

無可奈何矣。（中略）五十年之道，如言須行五十年、三十年，則難矣。亦不言須行二十年、

十年。十年之中之三即可。三日之道行之可也。僅須行千日之道。（中略）任何人如遵循典

範之道，必可成就與典範相同之理。」　（一八八九〈明治二十二〉.十一.七）

　　承如上述所示，教祖經過五十年所垂示的典範，我們就算一點一滴也好，必須要日積月

累才行。然而，一般人難以效仿和教祖走一樣的五十年歲月，因此諭示，限定時間為三年並

持之以恆，就等同於教祖的典範之理予以接納。

　　所謂「三日之道」的三年之間，我們應該全力以赴。為人父母者，不曉得子女們能否做

到，也不曉得結果會如何，但看到孩子們全力以赴的模樣就會感到開心，我認為這就像父母

神看待我們人類的目光。因此，就算神言僅「三日之道」的三年之間，也得向教祖觀覽我們

朝向康樂生活全力以赴的模樣，並使教祖感到歡欣喜悅。我認為父母神在那定會賜予祐護，

開闢出一條嶄新的道路。

　　如此這般，年祭活動常以三年為一個基準去著手組織架構，這是一直以來遵照父母神所

諭示之御指圖走過的歷史足跡，立於此，在適逢下一個年祭的現在，我們希望同樣以三年為

一個基準並全力以赴。

━━━表統領先生的看法如何呢？

【表統領】　御指圖諭示：

　　「果斷、毅力、智慧，定限之道，無論如何踏上。」（一九〇七〈明治四十〉.五.八）

　　承此神諭，我認為在「定限」這個基準裡著手進行的過程中，肯定會有能發揮的淋漓盡

致的東西，因此，以三年為期，三年內一直以相同的努力持之以恆，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

p. 3



　　為此，若沒有做好能持續三年的覺悟，那肯定難以持之以恆，所以在明年一月活動開始

時，首先必要的是要有三年之間得要好好全力以赴的決心。

━━━您的意思是，重點在於全體教會長站在同一個起跑點上，齊心合一地著手來進行對吧？

【表統領】　我想讓大家都明白這個部分。

◆何謂遵行典範？ 

━━━到這邊已經了解了以三年千日為期，並遵行典範而行是多麼重要的事情。那麼有關於我

們要遵行典範而行這件事，具體來說是指什麼事情呢？。

【內統領】　教祖五十年的典範，前半部可說是陷入赤貧，連親戚、村民們都無從理解的時

代，而後半部則是被官憲壓迫的時代。

　　教祖會親自踏上這樣一條路，是因為要讓人們了悟，無人知曉的父母神的存在和其神能

祐護，此一事實。而為了能讓人們了悟，不管再怎樣艱難的道路也都在所不惜的態度。因此，

一提到教祖的年祭就會聯想到遵行典範一事，但現在對我們而言最重要的是，要省視自己能

否像教祖一樣，為了讓周遭的人們了悟而全力以赴。

　　除前述之外，還有歷經五十年典範之道後，就算將定壽縮短二十五年也急於催促的事，

那就是奉行聖舞一事，和勵行拯救一事。而重要的是，這些都得由我們以身作則地來進行才

是。

　　有關遵行典範而行，我認為有兩點，其一就是抱著與教祖同樣的心情，為了讓尚未了悟

的人們能了悟而全力以赴；而另一點則是儘早能夠實現教祖就算隱去身影也期望的事情。

━━━關於這點，表統領先生的看法為何呢？

【表統領】　「遵行典範」的說法，在天理教確實是非常常用的一詞，然而裏頭卻隱含了許

多越想越不明白的難點，這並非只有單純地模仿教祖就好，既然不是模仿，那麼遵行又是指

什麼意思呢？

　　現階段我認為的是，教祖是為了什麼目的而垂示了典範，對於這個「為了什麼目的」需

要好好地去了解，並實踐讓教祖認同說「對，就是這樣!」的生活方式。

　　也就是說，這並不一定是要專職於天理之道的人才能達成，而是身為用木的各位，在各

自的崗位上，成為能讓教祖肯定的人就好。這個答案每個人都不盡相同，所以我認為首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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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各自好好地思考到底何謂「遵行典範」才重要。

　　總之，每天想著為了使教祖歡欣喜悅，而明朗踴躍地過日子吧。為此我認為最基本的還

是感謝和報恩，希望全教用木能將此做為共通的信念，在各自的崗位上好好地思考。

【內統領】　表統領先生所言即是，我也認為這是最基本的，除此之外，還得由近而遠積極

地推動。

　　神樂歌裡有：

　　切盼早日救村人  可惜不解元神心（四段 六）

　　正如此神諭，我們對周遭的人們拚了命地積極推動，但實際結果卻是近處不開，反而是

遠處開花。換句話說，在我們對周遭的人們努力且持續的傳達天理之道的過程中，就算沒有

因此而馬上開花結果，結果是在遠方盛開，這或許也就是所謂的天之理吧。不過如同歌詞之

中所諭示「切盼早日救村人」，我們必須早日傳達天理之道的是「村人」，也就是周遭鄰近

的人。讓聽不進任何話的人能夠聽進教理，我覺得做這件事很重要。所以啊，我在想今後就

以「由周遭鄰近的地方開始」為口號，展開年祭活動吧!

　　父母神的祐護是我們人類無從了解的世界，就算說實行了，我們也想像不到它會立刻萌

芽，而且我想諸如此類的場面應該蠻多的吧。正因為如此，對周遭鄰近的人每天不斷地努力

傳達教祖的教導，這才重要，即便在當下沒發芽，在每天不停傳達神意的努力當中，我想將

來必定會在某處蒙獲神祐發出芽來。

◆從枝節向心靈成長邁進

━━━那麼在思考當今這個時代，世界上蔓延的疫情所導致的社會上、經濟上的問題，又或者

是戰爭等，這是無法視而不見的大問題。在這樣一個世界局勢當中，兩位認為現在父母神、

教祖是在向我們要求什麼樣的事情呢？

【表統領】　依當今的情況來講，全世界爆發了新冠疫情，至今還尚未平息，又或者是戰爭

的爆發等，正在映入我們眼簾的是種種世界性規模的事件。而且，這些事件以結果來論的話，

我覺得這是父母神在教導我們每一個人各自須要做什麼事情。因為世界上存在著許多不同立

場、崗位的人們，直接性或間接性的世界上的人都著手於同樣一件事情就好，我想這倒未必。

所以在理解這點的同時，自己做為一個用木，現在必須要做的是什麼呢？這個必須得要仔細

的來想想。

　　當然對於直接性的問題伸出援手去協助也是一種方法沒錯，但如果先以我們是用木這樣

一個立場來看的話，現今世界上存在著許多背離教祖教導之「康樂生活」的狀況，我們身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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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所謂康樂生活的目標，為了達成此目標，根據教理，為了達成沒有疫情也沒有戰爭的世界，

請務必抱持著強烈的意志。

　　我們的目標是康樂生活，這若能實現，就不會再有疫情的擴散和戰爭的爆發，而且我們

擁有教祖親自垂示可直達康樂生活的典範之道，應該踏實地來遵行。為此，勵行專心拯救、

專心聖舞的路程，並確實的向前邁進。因為(在教會裡)這些實踐信仰基礎的人非增加不可，

所以一邊遵照教理去實行，一邊努力來增加能一起邁向康樂生活的人，然後以結果來看，教

會就會變得熱鬧起來。因此，各個教會就朝這個方向，確實地來做該做的事、能做的事，予

以父母神接納並感到踴躍，並且蒙獲拯救的祐護。希望大家都能把握這個先後順序，再來投

入年祭活動。

━━━內統領先生的看法如何呢？

【內統領】　全球性的疫情和戰爭，為何會發生呢？雖說這世上的一切都是出自於神意，但

把這個疑問具體的來思考成父母神是渴望我們什麼，而我們又該如何應對進退時，要回答應

該非常困難吧。而唯一能說的就是，所謂的鬥爭起因都是由於各自的主張，尤其是互自認為

自己的主張才是正確的想法，我想這樣一個固執己見的心態，是不是不符合父母神的神意呢？

　　這不僅包括了規模龐大的戰爭，範圍再縮小還包括公司、社區、家庭內的夫婦、親子、

婆媳之間的鬥爭，自認為自己對而對方錯的想法，這種心靈的使用方式越來越膨脹，我認為

就很有可能導致全球性的鬥爭。因此，我們用木得時時審視自己，應該抱持何種心態過日子，

這才重要。

━━━我認為應該有必要將如今的世界局勢，與年祭的時間點對照觀察呀!而在展開年祭活動

之前，需要大家共享的想法觀念是怎樣一個東西呢？

【表統領】　現在正是天理教全體總動員的時候，不只戰爭等教外的事情，在教內也出現了

各式各樣的大問題，包括甘露台的枝節、真柱先生的身疾，還有教會的返還，雖然這是由教

會本部發令，不是自然發生的事情，但確實讓我們看到了不得已才這麼做的情況。清楚地明

白了在那存在的是我們心有餘力而力不足的地方，而這也與現今世界上所發生的事相重疊。

我個人是感受到了父母神「這樣也還不懂嗎？趕緊著手、動身！」急於催促的氛圍，也感到

不得不趕緊著手、動身才是。

　　其實仔細觀察世界上存在著許多苦於各種問題的人，然而對於這些人我們信仰者是否能

應付得過來並一一進行拯救呢？只能說還有太多太多能力未及的地方，想當然耳要一個人面

對世上所有面臨這些問題的人是不可能的。因此，現在這個時代正需要大家同心協力，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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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之道全體來面對，祈求讓更多人蒙獲神祐。這點，我認為在適逢年祭活動的當下，恰好給

予我們信仰者們，可以努力賣力的一大課題。

◆教會追求的模樣

━━━即將邁入年祭活動的準備期間，每間教會應該追求的模樣是怎樣子呢？

【內統領】　在天理教的世界裡，不管任何事情都會向父母神「提願」，「請讓我這樣做」；

教會也是一樣，自身在此道的邁進上拜領神標後，提願而成立教會，這就是所謂的「下定決

心」。以教會來說的話，因為有提願，所以父母神對此心中想必也有「承如所願」的心意吧，

因此應該世世代代保持這個初衷。

　　不過，現在反倒是變成了「因為出生的地方是教會」，而繼承教會也轉變成了「因為被

這樣要求」的感覺，我認為這點得要好好注意才行。

　　天理教的教會原本就是遵行典範的場所，且跟世俗走的是不同的步調，所以難免會有其

辛苦之處。或許喜悅不起來的日子相對較多，可是，卻也是有值得期待的時候。像在某個時

機點突然「原來啊!」的頓時了悟了一般人所感受不到的喜悅，這不就是天理之道的教會嗎？

　　例如，教會長在月次祭時看到有不認識的人初次來參拜並坐在後方，心想「這個人，是

誰呀？」時所感到的喜悅；在提出初次返回原地的人聆聽別席的單子時的喜悅，當然還有其

他各式各樣的經驗，但總結來說就是天理之道上的我們，體會到的是一般人所感受不到的喜

悅，這點有必要確實地去了解。

━━━表統領先生的看法如何呢？

【表統領】　以思考方式來說，應該有很多吧，比如說，是要以外觀而言嗎？或在成員不變

的前提下，提出讓大家眼睛為之一亮的想法嗎？或現階段是這樣，再努力一點變這樣嗎？隨

著教會的不同，會有做生意的信者比較多，或務農的信者比較多等襯出教會特色的情況，當

然也有各地區性的特色。視周圍的狀況去想，如果是這樣一間教會的話，周遭的人們應該會

感到高興吧，這也是一種思考方式，所以是不是覺得有必要綜觀以上各種條件去考量才行呢？

　　教會變得熱鬧起來、(信者)人數增加，我想這是一間教會所必須追求的模樣之一吧。當

要一個人成為奉行聖舞人員之前，即便一開始尚未能夠上台參與月次祭，不過經常前來教會，

久而久之也開始會前來參加月次祭參拜，之後返回原地聆聽別席講話，接著才終於能夠擔任

月次祭時的奉行人員。當然為了不錯失良機，從一開始就請對方上台參與月次祭，這也是一

個方法。不過，教會裡除了教會長、教人、用木之外，我認為有必要朝著讓只是來參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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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進出之「低門檻教會」為目標。

　　天理教的教會我認為是與生活緊密型的教會，教會並不是只有聖職人員或修行者居住而

已，還有可能包括疾病纏身的病人，或者是教會本身因為某些緣故沒有實際運作的也有，或

甚至是收容被周遭世人諷刺「明明是天理教的信徒，怎麼會做出這種事情來！」的人，但其

實父母神為了拯救「正因為是會做出那種事情的人，所以才要以天理教的教義來更生呀！」

才引導至天理教的教會。也因此從以前開始，教會就會接納各種有困難的人，所以教會門檻

也才能降的那麼的低。

　　舉個例子，如果想要開辦「孩童食堂」，就算是教會的相關人士也會有人跳出來說「會

長，你做這件事是想要做什麼呢？是想要做社工活動嗎？」但我覺得事情並非如此。實際上

聽過開辦人士的心得後，可以立刻了解到，以孩子們為契機，包括孩子們的父母為首的大人，

還有地方上不少人士也會因此前來拜訪教會，而藉此機會讓教會的存在價值被地方上所認同，

在宣揚天理教之名上幾乎都是眾口同聲一致好評。

　　果然為了向前邁進，確實有必要開始做些什麼才行，當然這並不代表那就開始來做社工

活動吧，而是為了要讓更多人能前來教會，還有為了成為地方上不可或缺的存在，所以有必

要為此採取某些行動。我想今後的教會，若只有自家人每天奉行早晚拜和奉行每個月一次的

月次祭的話，應該毫無發展性可言吧!

　　還有一點，我認為經過這次教會返還一事，給了我們重新思考現今天理教的狀況：教會

是永代，信仰是永代，天理之道是永代。但是，我感覺教內對於這番話的接受度還很低，我

想很有可能是因為對於教會的事情，只有考量到自己這一代的範圍而已吧。但並不能如此，

若不能意識到「永代」，就無法達到康樂生活呀!父母神所觀覽的，是比我們一生更長的幾

百年幾千年的路程。雖然要以我們人類的力量，繼續延續下去並非輕而易舉之事，但我們都

被教導且知曉邁向康樂生活的路程，所以首先要由教會長確實地抱持「永代」的意識，並在

此意識下，思考出教會的模樣是很重要的。

━━━天理教的教會應該是要門檻低且開放的，那我想正好有機會可以透過這次的年祭活動來

回歸原點呀!

【表統領】　還有啊，關於教會所目標的模樣，想想若以一個教會而言的理想狀態是什麼模

樣時，說真的是不是想像不到到底是什麼樣子呢？月次祭的人數齊全；大家都會前去播香、

拯救他人、對於神授也不敢到排斥；一旦有什麼狀況，就會一起來祈願參拜；教會也是戶限

為穿；有少年會；青年會也聚集了許多年輕人；年紀大的人都恪守盡責，若能朝向這些目標

努力的話，將來所有的教會都將升格為大教會吧！

　　大教會因為是各色各樣的教會的集合體，所以才能達成上述的所有條件，若要以一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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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做到十全十美，現實上來說這是不太可能的。於是，說到理想中的教會到底是怎樣的教會

時，老實說才會變得難以找到答案。

━━━我想大家都想知道這個答案。

【表統領】　到底什麼是理想的教會，現階段的我們可能還不明白，但應該是有答案的，那

是因為在父母神、教祖的心中必定有其中意的教會模樣。假設這理想的教會是一百分的話，

被問到「那麼，你現在的教會是幾分呢？」 對此我想應該沒有人會回答「九十八分」的吧 !

大家應該都會更加謙虛地回答，比如說有個回說「現階段是二十分」的教會，但如果要它突

然朝向一百分的話，這就太強人所難了，最好應該還是由二十分朝向三十分、三十五分比較

好吧。當然想變成三十分，也不能一下子說變就變，首先要先達到二十一分才行，不過也有

可能一疏忽就掉到十九分甚至是十五分，所以希望每位教會長現在可以先構想一下三十分的

教會是什麼樣子。

━━━例如說，大家都能行使神授的教會就加五分，是像這樣的意思嗎？

【表統領】　這個嗎，我覺得分數的基準應該由自己決定就好，而且大家是不是都盲目地把

目標放在一百分呢？連一百分的樣子都還沒構想好，就隨風潮流的朝著一百分，也不知道什

麼才是一百分，妄自覺得做了這個就有一百分吧，就沒有多想就行動了。以結果來論，自己

也不好意思說自己的目標是一百分，單純地把別人說的灌輸到自己的腦海，覺得就是這樣吧，

明明是朝向一百分，卻不知不覺變成朝向了「不知道的完美」，所以才會導致自己身心俱疲。

我想應該要多加思考能讓自己更加踴躍的素材，因為我們就正處在這個現況。

━━━那也就是說，努力也會有永遠看不到結果，也得不到回報的痛苦吧？

【表統領】　不是這樣的，其實應該說已經有蒙獲碩大的祐護，但因為沒有顯現在自己所期

待的地方，所以才感覺不到喜悅而已。我想世上應該有不少人仍抱持著這般令人遺憾的心態

吧!

◆當今身為教會長該做的事情

━━━迎向明年即將開始的年祭活動，該有的心理準備，以及關於當今身為教會長該做的事情

是什麼呢？希望藉著這個機會詢問兩位的想法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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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統領】　御指圖中諭示：「各國各地賜名稱之理，亦可言乃道之路口。」　（一八九七

〈明治三十〉二・一）

　　這裡所諭之「路口」指的是「拐彎處」，可以說是人生的拐彎處，也可以說是引導至原

地的拐彎處。換句話說，就是引導人們至原地的拐彎處，而相當於路標、指標的就是天理教

的教會。

　　依照如此，將各式各樣的人帶回原地，並說一聲「往這邊走」給予引導，我想這就是教

會長的職責吧!因此迎向教祖年祭，作為一個教會長，應當勵行播香和拯救，還要隨時意識

並引導他人能返回至原地、貼近教祖的心意。現在正是確實保有這種自覺的時刻，也就是說，

每個教會長在年祭活動當前，「今年要如何過呢？」「三年千日要如何過呢？」需要明確的

來規劃，這就是現在的階段。

　　另外人啊，對於自己所看見的東西，都會想尋求其理由，我想這就是人性的一面。

　　教會長自己下定決心並去實踐某一件事情，而當有人看到這副身影，就會覺得好奇心想

「這個人為什麼在做這件事？」爾後自然而然就會過來詢問，因此，要成為「能被別人詢問

的人」，這點我認為很重要。

　　與其對別人講解「教祖的年祭就是這樣，所以現在該做這個啊!」，倒不如就照著自己

所定的事情去做，讓周遭的人們看到之後，成為能被問說「為什麼要做這個呢？」的會長，

我覺得這才重要。而且，能讓信者或未信仰的人，發覺「咦？」我們下定決心正在做的事情，

不是多大也無妨，「會長好像每天都在做些什麼事呢!」這個做些什麼事的舉動，在三年千

日開始之前，從現在起付諸行動吧!然後在進入到三年千日後，付諸的行動成為左鄰右舍有

興趣過問「會長每天都在做些什麼？」「為什麼在做這些事情呢？」的契機我認為是非常重

要的。

━━━表統領先生意下如何呢？

【表統領】　就如同最剛開始提到的，教祖一百四十年祭的年祭活動，是在明年一月正式開

始，為了屆時能盡可能的讓多一點人能順利站在良好的起跑點上，應該在今年內事先做好準

備才行。這是本部期望的成果，也希望各教會長能充分理解此點，並在各自的立場上恪守盡

責。

　　就像剛才所提到過的，信者經常來教會，信仰天理之道並以康樂生活為目標，祈求父母

神拯救受苦的人，增加同樣信仰的夥伴，是現在不得不去思考的問題。實際上，現狀是信仰

的人越來越少，所以很難立刻湊齊月次祭的奉行人員，必須一個個地去增加。

　　提到增加人員，可能會令人感到吃力，可是那是一個結果，要一步一步的去執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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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義並同行於天理之道的人，也就是對信仰有興趣的大人和小孩，又或者多少有如此自覺的

人，一個人、兩個人也好慢慢地去增加，必須要由這些事情開始著手進行，現在正是為此的

準備階段。

　　因此，期望教會長們首先將教祖年祭之理銘記在心，並在明年 1月開始年祭活動之際，

若被信者問到「什麼是教祖年祭？」「三年千日的活動是在做什麼？」時，能夠正確無誤地

來回答。

　　當然也有第一次迎向教祖年祭而努力的會長，而且彼此的年齡應該也有所差異，因此，

依據年代和經驗的不同，對事情看法也會有所不同。年輕人能透過失敗中學習，且隨著年齡

的增長，也會漸漸地明白事理，但是越當明白事理，反而身體因年紀開始跟不上自己的思考

也有可能，所以年輕時需要學習長輩們的經驗，然後漸漸上了年紀之後，就需要借助年輕人

的力量。總而言之，天理教教義之中「齊心合一」是不可或缺的重點，跨越世代讓教會齊心

合一，然後大家彼此共享教會未來之藍圖，互相討論並各自提出意見，能如此向前邁進的話，

我認為是個很強而有力的後盾。

　　最後再次強調，以三年千日為限，教會長要確實下定決心並貫徹始終，並在心裡確實抱

持「為了什麼而做？」「經過三年之後希望自己變得如何？」的期望，從現在開始充分做好

應盡之職分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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