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城會長在自己3月17日的生日慶祝派對招呼曾發表，「今

年要讓ENAGIC的還元水稻耕正式的開始。」從LEVELUK生成

的電解水和還元薑黃以促進健康，到安心安全的稻耕，讓邁向

健康的道路可以更上一層樓。就因為如此，ENAGIC開發了農

業用的電解水生成器。

ENAGIC開始邁入農業領域的動機是，2014年3月農林水產

省、環境省認可、指定電解水為「特定農藥」。所謂的「特定

農藥」就是「以原料為基準，目前所知對人畜甚至水產動植物

沒有危害的東西，並獲得農林水產大臣、環境大臣來指定。」

也就是說，酸性電解水不僅對包含人類和動物等，所有環境

沒有危害，並且在對細菌的防治效果上，獲得了國家的認同。

在役所也把酸性電解水，命名為「電解次亞鹽素酸水」。

從申請已經過了11年的歲月，在2,900種類的申請物質中到

現在，被認可的物質包含酸性電解水在內，只有5種。以

ENAGIC為中心的「一般社團法人日本電解水協會」從申請到

認可，花費了11年的時間，對於農林水產省、環境省提出的各

式各樣的數據要求，這邊也是抱持著誠心且秉持著毅力，最

後終於獲得認可。

使用ENAGIC所開發的農業用電解水生成裝置，來栽培「

ENAGIC還原米」的，是四國香川縣三木町的米作專業農家-井

戶俊博先生(73歲)和兒子的哲也先生(48歲)，2人的稻作經驗

都非常的豐富。之後會在本雜誌上，報導「ENAGIC還原米」

從水稻種子的消毒開始、插秧、稻子的生長狀況、到最後的收

成、碾米、開始販賣的全部流程。

Enagic還原米計畫

安心安全的“電解水稻耕”全紀錄

香川縣的井戶父子來負責稻作



在櫻花飄落的季節，也是四國讚岐平原迎來種植「ENAGIC

還原米」的季節。從本月份的期刊開始，將會介紹井戶農產(

香川縣)實際使用電解水種植「ENAGIC還原米」的過程，具

體來說就是稻作種子的消毒、苗的發芽、生長、插秧這樣的

階段。

實際上第一次的插秧，已經在4月10日實施了。從現在到

7月初為止，分成10次，且中間間隔時間來插秧。在所有的

插秧作業完成之後的隔月下旬，收成第一次插秧的稻子，9

月就有安心安全又好吃的「讚岐越光ENAGIC還原米」送到

各位的餐桌上。

井戶農產的負責人井戶俊博表示，從稻作種子的消毒開始，

到插秧用的苗都是用酸性電解水消毒。和噴灑農藥的消毒方

式(殺菌劑、殺蟲劑)相比生長和根部的生長都比較好，也很

期待插秧之後的生長狀況。

下期的期刊，將會報告插秧之後的生長狀況。

稻耕的開始，是用酸性電解水洗淨稻米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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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e seeds are disinfected in a tank filled with acidic 
electrolyzed water.
在水槽儲存酸性電解水，消毒稻作種子。

To speed up the germination process, rice seeds are kept in 
a heated room called muro.
被稱作MURO的暖房，用來促進稻作種子發芽。

Seedlings are again treated with acidic electrolyzed 
water after a couple centimeters of growth.
生長約幾公分後，再度使用酸性電解水消毒。

Rice seedlings are nurtured after being moved from a muro 
to a greenhouse. 
從MURO移到溫室，繼續讓稻苗生長。

Transplanting of the seedlings grown in the greenhouse
 (first planting on April 10).
從溫室移出，開始插秧。(4月10日第一次的插秧作業。)

到插秧為止的作業工程



Leveluk Super501完全運轉！
順利的栽培「還原水耕作」的稻穗

Enagic還原米計畫

The “Enagic　Kangen Rice Field” sign for the site of Paddy 
A created for regular observation.
標記著Enagic還原米農田的測定用A田

A large sign put up on the work shed to appeal to neighboring 
farmers.
作業小屋的看板，吸引附近農家

Super 501 installed in the workshop next to the 
water storage tank.
在設有儲水槽的工作間的SUPER501

Rice plants growing steadily in Paddy A.
順利生長的A田稻株

香川縣的井戶農產進行的「電解水稻耕」也在五月的時

候，進入了插秧的階段，稻子茂盛的樣子，也呈現了出來。

在這之前的使用酸性電解水的稻作種子的洗淨、消毒，都是

由LEVELUK SUPER501來生產的。

和「使用農藥的水田」相比，早了將近一個月，從4月10

號開始，到7月初為止，順利的進行插秧的作業，不過最茂

盛的果然還是5月的時候。井戶農產的井戶俊博先生和井戶

哲也先生父子在廣大的稻田裡來回努力的插秧。

現在第一批插秧的稻子，在經過40天的成長之後，變成

什麼樣子了呢?在5月底去確認了一下。重新在定點觀測的

水田(以下稱A田)觀測後，稻子大約生長到30公分左右。稻

苗事先在溫室裡栽培到12公分，在40天裡生長了將近20公

分，生長狀況非常的順利。

5月連休時插秧，其他農家使用農藥的稻田(假設為B田)

的稻穗也成長了不少，但是其稻子的間隔有很明顯的差異。

A田稻子和稻子的間隔，較B田寬。也就是說，B田的稻子間

隔，比A田窄(稻子的株數較多)。從外觀目前還不容易分辨，

但是稻子將會比較茂盛，看起來也將比較濃密。間隔較寬的

A田的稻穗，將會比間隔較窄的B田，看來更為「豐盛」。

兩個月之後，我們將會證明此事。



Enagic還原米計畫

使用農藥的稻田和活用電解水的稻田比較看看

Rice transplanted in April has grown nearly 50 cm tall.
4月份插秧的稻穗生長了近50公分

Paddy A (left) is sparsely planted compared to Paddy B, in which agrochemicals are used(both transplanted in May).
A田(左)和噴灑農藥的B田相比，稻穗的密度較低(兩邊都是5月連休時插秧的稻子)

The Leveluk Super 501 unit that generates 
acidic electrolyzed water for disinfecting 
rice seeds
Leveluk Super501產生的酸性電解水用於消毒
稻米種子

4月份月刊開始的ENAGIC還原米計畫，到7月份已經迎來

了第4次的連載。在這段時間，從4月開始，每個月一次去香

川縣的井戶農產，為「電解水稻作」取材，這次向各位報告6

月初稻田的狀況。

在這之前，重新先向各位簡單的說明電解水稻作。2014年

3月由農林水產省和環境省，指定、認可酸性電解水為「指定

無害農藥」，ENAGIC進入了農業領域。酸性電解水對人和水

生動植物還有環境沒有危害，更可以進一步的消毒對抗細菌，

被認定為具有農藥效果，而具體的進行電解水稻作的計畫。

從稻種的到插秧的苗的過程都不使用農藥，而只使用

LEVELUK生成的酸性電解水來消毒，4月10日第一批插秧以

來，重複以上的過程。現在第一批的稻子已經生成到大約50

公分了。另外，同是5月連休時插秧的電解水稻田(A田)和噴

灑農藥的稻田(B田)比較看看，一個月之後，A田比B田明顯的

密度比較低(不茂盛)雖然是如此，但是A田之後會慢慢地越長

越茂盛。這正是電解水稻作的一個特徵。



正在種植還原米的井戶農產的水田，在香川縣松高市的近

郊。今年下雨天比較多，日照時間較短，成為農家擔心的一

個點。但是梅雨季來臨，強烈的日照和高溫多雨的天氣終於

到來，就好像要把落後的進度補回來一樣，稻穗的生長速度

變得非常快。但是也不是只有好事發生，稻田裡雜草的生長

速度，完全不輸給稻子。

但是一般水田(B田)完全看不到雜草的影子，只有稻子漂亮

的生長在水田裡。另一方面，電解水稻作的水田(A田)因為沒

有使用農藥(除草劑)，田裡的雜草相當得茂盛。這也可以算是

一種安全性的證明吧！

這次的取材，特別注目在「莖」和「根」上面。檢查莖的

部分，這次從A田取得的樣本大約有20根的莖，B田取得的樣

本大約有40根左右的莖，有非常大的差別。也就是說因為A

田沒有那樣的茂密，所以通風比較好，可以抑制蟲的生長，

不須使用農藥。再來檢查根的部分，A田比B田有更多的根，

根是生長的基礎，這正是根好好的生長的證據。另外拔除A田

的稻子比拔除B田的稻子，需要更多的力氣。

另一方面，B田稻子的高度稍微高一點，因為A田在一定的

時間沒有引水進去，就算乾涸，抑制了稻子的生長，但是這

樣也減少了風害。依照目前的狀況，A田地一次的收割大約會

落在8月中旬。安心安全的還原米就算要上桌了。

Chemical-free Paddy A (left) is abundant with weeds, while no weeds are found in Paddy B.
沒有使用農藥的關係雜草(前面的部分)茂盛的生長著的A田，和完全沒有雜草的B田

Weeds are entangled in the roots from Paddy A (above), 
while roots from Paddy B are free of weeds.
A田稻子的根部(上)，纏繞著雜草，下面B田稻子根部沒有雜草。

25 stems were collected from Paddy A (above), all short in height, 
while the 41 stems collected from Paddy B were taller.
上面A田稻子的莖較短，約25根。B田稻子的莖較長，約41根。

在不使用農藥，長滿雜草的稻田裡，生長茂盛的還原米



目前正處於氣候異常的狀況。7月中，日照當頭，氣溫

上升，天氣非常的好，但是過了盂蘭盆節之後，天氣變得

越來越奇怪了。持續的長時雨、集中豪雨，颱風使的日照

時間縮短。今年作物的生長在盂蘭盆之前都是與往年相同

判定良好，異常天氣如果持續下去的話恐生變數。

因為異常氣候，收割的時間也往後延。在9月下旬去現

場取材時，幾乎所有的田地都還是青色的，還沒有轉變為

黃澄澄的顏色，井戶農產用還原水種植中的「還原米」也

是，使用農藥的「一般田地」也是一樣的狀況。

雖然是如此，但是也不是完全沒有進行收割的作業。「

一般田地」有一部分的農地，已經收割了，那些稻子的尺

寸，和8月份收割的『還原米』沒有明顯的差別。不過有一

點有明顯差別之處。8月的「還原米」的收割，在9月號刊

介紹的時候，有提到還原米收割的時候，必須要「除雜草」，

但是「一般田地」完全不需要這進行除雜草。一般田地並

不會長雜草，因此這樣耗時間的作業完全可以省略。但是

使用農藥是需要背負一定的風險的，在『效率』的背後，

這件事不可忘記。

當作是雜談，這次要跟大家說的是「稻子」被隱藏起來

的能力。8月份進行收割的井戶農產的其中一畝田，從斷枝

生長出來新的枝枒，並且長出了稻穗。在日本，基本上不

進行二期稻作的，但是稻子的潛力真的是令人驚訝。下回

的月刊，將會進入最終的收割階段，希望能比較電解水稻

作和一般稻作的稻穗的差別。

在異常天候下依然生長著稻穗的『還原米』

Kangen rice plants grow among weeds and even 
under abnormal weather.
被雜草包圍，在異常天候下也伸展的稻穗的還原米

Weeding is omitted in the harvesting of a normal 
rice paddy.
不須進行除雜草的『一般田地』，進行收割的景象

Kangen rice growing from stubble, after only a 
month and a half since the first harvest.
在收割之後，只花了一個半月又從斷枝的部分，
長出稻穗的還原米

Rice plants grow without weeds in the normal 
rice paddy.
完全看不見雜草的『一般田地』的稻穗



在日本，秋天是「成熟的季節」，實際上各式各樣的穀

物、水果、蔬菜的收穫季節。其中對日本人來說，米是一個

很特別的存在，說到「豐收」就會自動的想到「米的收穫很

好」。在本雜誌的連載新聞『Enagic還原米計畫』中，如每

回所刊的報導一樣，使用LeveLuk所生產的電解水來種植的

香川縣井戶農產正在進行著「還原水稻作」。這個月的報導

(參閱8P)，這個計畫正準備進入最後的收割階段了。

這時農業領域的專門報紙『農業新聞』(10月3日刊)以

3分之1的版面，介紹了電解水稻作。在大城會長的專訪中，

記者詢問進入農業領域的原因。會長表示，理由是因為酸性

電解水被認可為特定農藥，「在電解水的用途增加之後，在

農業、飲食上的相乘效果，希望能幫助LeveLuk的銷售。」

話語中透漏著期待。

在同一版面上，介紹到薑黃和芒果到牛的養殖場。不管

是哪個，都是在沖繩縣名護市瀨嵩運作中的Enagic設施，並

且使用電解水以進軍農產畜牧業領域的決心。具體來說，

就是讓牛喝還原水，薑黃的塊根使用強酸性電解水消毒這

樣的情況。不只是如此，在宇流麻市也進行著蝦子的養殖。

在這裡，使用還原水混入飼料給蝦子吃，在出貨的時候，

使用一半還原水和一半海水混合，為了增加安全性而多下

了一到功夫。

就這樣，進軍農漁畜牧業，不只是因為電解水的使用用

途更多了而已，更因為要找到確保食品的安心安全方法。

Enagic電解水漁農業新聞

Enagic’s prawn culture farm in Uruma City will make its first 
delivery in October.
10月開始出貨，位於宇流麻市的Enagic蝦子養殖場

The livestock facility (left) and ukon field in Sedake, Nago City.
名護市瀨嵩的畜產設施(左)及薑黃田

Nouson News (Oct. 3 issue) featuring Enagic 
in the fields of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Enagic進軍農漁業領域，在周刊
【農村新聞】以特集的方式報導。(圖)



A test result of “undetected” fills up the report 
made by the Environmental Research Center.
『環境研究中心』的檢查結果為農藥「無檢出」

Kuriya’s packaging machine is disinfected 
with electrolyzed water.
用電解水消毒的Kuriya的包裝機械

Most of the weeds found in the Kangen paddy 
are millets.
在「還原田」裡茂盛生長的，大多是比較高的小米

No weeds can be found in the normal paddy 
using agrochemicals.
使用農藥，完全看不到雜草的「一般田」

農藥檢查250項目，全部為0！
未來“生態農業”的先驅，電解水稻作

終於進入最後收成的階段。在收割之前，一般的農田和井

戶農產的電解水稻作的農田比較看看。上面圖片的①是還原
農田，②是一般農田。可以明顯地看到，圖①有但圖②沒有
的「雜草」(比較高的植物為「小米」)，非常茂盛的生長著。

一般農田使用了大量的農藥、化學肥料，自然而然的雜草無

法生存。還原田正好相反。雜草茂盛的還原田的電解水稻作，

正是個安心安全的證明。

另一個安全性的證明，正是科學。9月份收割下來的還原米，

送去『環境研究中心』(茨城縣)檢查，包括DDT等250項農藥

檢測，結果都沒有檢測出農藥來，圖③沒有農藥殘留的電解

水稻作，正是未來「生態農業」的先驅。

收成的還原米，首先用井戶農產的機械進行所謂把稻殼去

除的礱穀過程，優良米和不良米的篩選，雜質異物的去除之

後，在乾燥使還原米水分在15%左右，再把胚芽米用一噸裝的

袋子裝起來，送到精米、包裝業者那邊去。

米廠的Kuriya(公司)(香川縣)是創業134年的老舖。在這裡進

行還原米的磨米、篩選、計量、填充、真空包裝，之後就是

送到我們手中的商品。其實Kuriya也是使用電解水，徹底消毒、

殺菌機械實施衛生管理的公司(圖片④)。生產者(井戶農產)、

精米和包裝業者(Kuriya)還有電解水生成器製造業者的Enagic。

由「電解水三重奏」所以製造出來的還原米，今年開始將在

世界上販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