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蒞臨拉斯維加斯！
Enagic 世界大會 2016
朝著實踐真的健康前進
集結所有參加者的熱情
一個成功的 Enagic 世界大會 2016

全世界分銷商的各位，7月26日開始在USA拉斯維加斯舉行比去年更加盛大的

ENAGIC 世界大會2016。對各位來說，對ENAGIC來說，都是一個朝著未來發展的出發

點，讓我們集合我們的力量，讓這次的國際大會成功吧！

CEO大城博成
Enagic集團



全世界分銷商的各位！
歡迎來到拉斯維加斯的
國際大會！！

現在就讓我們展翅朝著明天的
夢想前進吧！

CEO大城博成
Enagic集團

過往的Enagic世界大會

2013年在沖繩 2014年在沖繩

2015年在美國阿納海姆

終於來到一年一度ENAGIC最大的慶典，在拉斯維加斯的世界大會，已
預計最多5000人參加者。我內心也一直非常期盼這天的到來。因為可以和
最理解ENAGIC也是最大的貢獻者的各位，心與心交流，也就是說可以共
有「仁愛的圈子」。

各位，ENAGIC在2013發表了「在不久的未來，達成月間20,000台！」
的目標。在今年3月突破了13,000台，現在就只差一步了。讓這次的活動
成為動力，朝著20,000台的急速的前進吧!

另外，ENAGIC現在開始了新計畫「E8PA(ENAGIC 8 POINT PROSPERITY 
ASSOCIATION)」。詳細情形擇日再談，這個新概念的創造，可以讓分銷
商們擁有很多的動力！

各位，只要透過ENAGIC事業，誰都可以在這個充滿荊棘的世界中生存，
找到並通往成功的道路。讓我們背負著自負和自信，更團結大家的力量，
把「真正的健康」更加的推廣到世界各個地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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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gic創立42周年 ，盛大慶祝會！

Enagic 活動新聞

“Let’s spread Kangen Water throughout the world!” 
called out CEO Hironari Ohshiro.
「把還原水推廣到世界吧！」這樣呼籲的大城會長

The local top distributors giving their speeches (from left) Genichi Okuhara, 
Kiyoko Nakamoto and Seiichi Ishii
向大家打招呼的當地有力分銷商(由左)奧原玄一先生、仲本清子小姐、石井聖一先生

6月24日在沖繩宜野灣市的ENAGIC天然溫泉AROMA二樓
的餐廳「OCEAN 8」約有100人的分銷商、職員等關係人員聚
集，舉辦ENAGIC創立42周年慶祝典禮。由磯部勝正全球訓練
本部長帶頭，向分銷商說明訓練的重要性，同時進行大約30
分鐘的小訓練。所有參加的分銷商都非常熱衷的聽著。

在這之後登場的大城會長，也訴說創業當時的狀況和那之
後事業上的失敗，最後大城會長也強調「失敗是成功的開始。
我也是在艱苦的時期，思考並建立出8P制度，在世界上擴張。
真心的希望大家不要害怕失敗。」

在說明了ENAGIC事業國際化的現狀後，也揭開目標「突破
月間20,000台，累積100萬台」。在最後以「讓我們一起朝著
用經濟和健康來幫助別人的工作前進吧！」來做結尾。

之後，由當地有力的分銷商和相關企業的幹部職員一個一
個上台向大家打招呼，並帶領大家乾杯，帶領大家進入熱鬧
的懇親會場。



我是這樣地做到了6A2-3！

新 6A2-3 的肖像

用心於Step by step

困境可以用「經驗的累積」來突破！

Rudy’s house, complete with a 
seminar room, in Markham, Ontario.
在安大略州萬錦市備
有講座教室的住家

［Canada／加拿大］
Attending his son’s wedding
 (From left, Rudy and his wife)
出席他兒子的婚禮
(由左，Ruby和他的太太)

移民大國之一的加拿大，每年有超過20萬的移民移

入。出身於亞洲、太平洋區域的移民佔了全體的一半，

以國籍來區別的的話，最多人數的三個國家，分別為

中國、菲律賓和印度。在世界上以移民、出國賺錢為

人所知的菲律賓，果然還是在前面的位置。

這次介紹的RONULFU VALENCIA(通稱RUDY)先生

也是菲律賓出身的。當然現在已經是擁有加拿大國際

的加拿大人，但是因為出生成長在菲律賓，所以果然

還是沒有辦法完全忽視在菲律賓養成的人品內涵。

明顯地發揮在他的ENAGIC事業上，將自己伙伴的

利益為先這一點也暗示在他的溫柔和的表情，他的好

客和親切更是無法比擬的。

RUDY先生加入ENAGIC事業，是在2007年7月。理

由是「一直很重視水相關企業的關係。」非常的簡單。

當然他非常重視他的事業，更重視「一步一腳印」的

累積。雖然是這樣，還是在一年內，到達了6A，在這

之後也非常順利的進階。

RUDY先生認為講座正是最重要的事業機會。就因為如

此，他在自家設置了講座專用教室。在講座盡最大的努

力，對參加者拼命的宣傳的結果，終於達到了6A2-3。

(現在為6A3-3)

跨越了移民這個障礙，RUDY先生在ENAGIC事業的成

功，讓他購入了豪宅，也喜獲金孫，可以說是過著美好

的人生。但是他並沒有就此停住，反而計畫在今年達到

6A4-4，更計畫著國際性的推展。

在自家住宅設置講座教室





恩師的身教

從沖繩到世界！
大城博成的成功故事

大城位於瀨嵩的舊家是他歷史的原點，也是國際化的Enagic的原點。甚至大城會長目

前仍在籍舊家。雖然在洛杉磯和東京都有住所，但是正是這小小的住家，大城會長在這裡

跌倒、奮鬥，最後展開成功的人生的劇本。

大城會長第一次從鄉間出發到都市的沖繩，是為了要進入那霸商業高級中學就讀。在那

個時候，商業高中整個島嶼只有一所，是非常競爭，入學非常困難的學校。特別是鄉間優

秀的學生非常的多，許多學生到都市學習，為將來做準備。另外，在商業高中學習商業的

基礎、會計、簿記，在還沒有計算機的時代，學習算盤等知識，取得實習的機會。對於學

問沒有什麼即效性這點，而抱怨的人也有，但是這樣的付出，在大城會長的未來付出了很

大的貢獻，這一點大概是本人也沒有預想到的。有學習的機會，就不能讓他錯過。

因為家裡經濟上的困難，大城會長高中時代是半工半讀的。在現在，打工的經驗，是誰

都有的。但是在當時，是真的非常貧困家庭，才會讓高中生去打工。大城會長住在高中恩

師親戚的家，每天通勤上學，朝著獨立這個目標前進。接受了恩師的教誨，也刺激了他的

向上心和勤學的想法。其中一位恩師的-平山良明說，這段時間並不是只有大城單方面的

收到關照。住在恩師的家裡，接受恩師的照顧，人間的情義深深地影響了他。

筆者從洛杉磯飛到了沖繩。在高台上飯店的大廳，透過窗戶，遠望著那霸市。那天正好

是沖繩名產的颱風接近的日子，風非常的大，細雨已經持續了好幾天。悶熱的天氣，也變

得柔和沒有這麼悶熱。在約定好的時間，大城的恩師平山良明先生和他老婆兩個人一起出

現。事實上，平山教師也是我的恩師。但是和大城會長不一樣的是，我並不是一個好學生，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跟老師見面，總覺得有點彆扭。老師的專業是沖繩古典文學，今年80

歲，在大學是一位非常勤勞的老師，在那霸市內的數個地點都有開課教導琉歌。所謂的琉

歌，就是有點像萬葉集，沖繩的古典詩集。現在還有書籍。老師正學習個古代武術，目前

正在修業中。看起來非常的健康。

●作者介紹
1941年沖繩出生。1960年那霸商業高等學校畢業，經由夏威夷大學取得

南加利福尼亞大學經營學碩士和福樂神學院神學碩士。

目前擔任日系企業顧問和牧師。Enagic USA顧問。

著作︰

可在Enagic各分店或者http://www.enagic.com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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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agic保齡球隊在「全日本」連霸！

成功獲得優勝的(由左)幸喜將太、石嶺可奈子、
村濱裕紀選手。

Enagic高爾夫學院的佐渡山、新垣大活躍！

日本女子業餘賽中獲得第五名的佐渡山理莉。

少年足球「Enagic Cup」舉辦日期將近！

球員在球場上賽跑(照片為去年比賽)

6月10~12日福岡縣舉辦保齡球「第42屆全日本職業產別選手全大賽」，
ENAGIC INTERNATIONAL的團隊在去年獲得優勝後，再次的獲得優勝，成
功連霸。出場的選手為石嶺可奈子、儀間光博、幸喜將太三人。在接下來的
「全日本保齡球選手權」和「全日本職業團體都市對抗賽」成功獲得優勝之
後，就可以稱霸全日本三大職業團體大會了。選手們都準備好了。

來自15個國家的男子和9個國家的女子的國際隊伍來爭奪第一的
「TOYOTA JUNIOR GOLF WORLD CUP」。今年6月13~16日在愛知縣舉辦，
日本女子代表隊伍3人中，有2人是ENAGIC高爾夫學院所屬的選手。

2人分別是新垣比菜和佐渡山理莉，個人成績是佐渡山5以下同為第三名，
新垣是超過4，排名13。團體成績是13以下，可惜與優勝擦肩而過，敗給了
USA，排名第二。

日本的女子業餘高爾夫界最大的比賽「日本女子業餘高爾夫選手權」(6月
23~26日/福島縣)中，佐渡山和新垣兩位選手也以種子選手的身分出場，佐
渡山也在中場暫居第一，最後得到第五位。新垣最後獲得同位第16名。

對兩位選手來說，這次的大會是非常好的經驗，希望這次的經驗，可以在
未來的大賽中好好發揮。

7月16、17日即將到來，由ENAGIC INTERNATIONAL特別贊助的
「ENAGIC CUP第二屆少年足球大賽」(主辦/沖繩足球協會)在沖繩縣舉辦。

由大城會長擔任大賽名譽會長，名譽副會長由沖繩市長和宇流麻市長兩人
聯合擔任，分為U-12、U-10和U-8三個類別。由內外許多的隊伍爭奪第一。
ENAGIC對於少年身心靈成長有益的活動，都會全面的協助。

體質的還元
公平且高收益的還元
及時的還元

感謝之情的還元
對社會地區的還元

身體的健康
經濟的健康
心靈的健康

真實的健康的實現 ５個還元

體育掠影



日本在7月份正式的進入了夏天。夏

天最令人擔心的，就是「中暑」了。

預防中暑的方式有很多種，其中最

重要的就是吃的部分了。

這時登場的就是，讓人增加活力的

「韭菜炒豬肝」。但是說實話，並不

是很喜歡豬肝(^^;;)，豬肝有點腥味⋯

不過有電解水就沒問題了!

■用還原水備料
首先是豬肝的備料，使用還原水的

話，就可以把大部分的腥味除去，所

以把豬肝浸在還原水裡。

在這之前，用強還原水稍稍清洗一

下。這樣的話，幾乎可以完全的把豬

肝的腥味去除(^^;;)。

■用還原水重複的浸泡
把豬肝放進PH9.5的還原水裡，水

變濁就把水換掉。用豬肝的話，要多

次的換水。水很快地就會變濁了。

這樣重複的浸泡，豬肝的腥味就不

見了。不用使用牛奶醃也可以，不是

很棒嗎?

在烹調前，用廚房紙巾先擦去水

分。在調味豬肝的時候，也加入一點

還原水。

■是補充鐵質最棒的料理
終於差不多要完成了。用PH9.5的

還元水，充分的把豬肝裡的血去除，

也去除了腥味，好吃的韭菜炒豬肝就

完成了。就連不敢吃的我，都可以吃

了。

不只是預防夏天中暑，也可以防止

貧血，補充鐵質。讓人想挑戰看看其

他的豬肝料理呢！

Hacchi的水的生活

預防夏天中暑，在「韭菜炒豬肝」活用還原水！



強力推介

活用電解水的活用電解水的

「出摸到背部時，身體的僵硬程度可以知道「體內

年齡」喔！」，是「COCO」的老闆娘，同時也是美

容師的伊藤知惠子小姐這樣說。面對誰都逃不了的年

齡增加，如何保養正是展現專業的時候了。在COCO

有「頭部SPA按摩」和「減肥課程」兩種課程，美容

師一共有6人，每個人都有自己專業的領域，來幫客人

實施。

COCO的特長就是，在課程實施前進行一個半小時

徹底的座談。伊藤小姐的理由說：「要找到最適合的

美容方式，就必須要掌握生活習慣」。

在確定要實施的美容課程之後，現在不可或缺的就

是「飲用還原水」。

「保濕是生命」這樣說的伊藤小姐的還原水飲用方

法如下。首先在實施課程之前，先請客人喝下還原水，

提高身體的PH值，在實施完美容課程之後，也請客人

再喝還原水，以確保保濕效果。並且建議客戶用寶特

瓶裝回去，在起床到睡覺之前，多勤於飲用還原水。

課程的效果，加上體內的保濕，「背部僵硬」的狀

況會有好轉，伊藤小姐是這樣說的。

COCO在之後的發展是，

「和醫師共同打造減肥專

科」。「美與健康的傳道

士」伊藤小姐的未來，是

非常堅定的。

電解水的獨持使用方法在徵募中
●Please send 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 Relations Department.          信息請發送到廣報室／ e-mail：kouhou@enagic.co. jp

保濕加入還原水 ，有什麼美容效果呢？

Complete with private VIP room
另備有VIP室

Coco Midorigaoka branch (branches also located in Narita, 
Chiba and Kashiwa City in Chiba Prefecture)
Coco綠之丘店(其他分店位於千葉縣成田市、千葉市和柏市
也有分店)

A Leveluk unit and the owner of the salon, 
Chieko Ito
伊藤知惠子是Leveluk水機及髮型屋的主人



賀！5月份以下5間分店達成月間販售目標！

意大利

墨西哥

8月將在印度舉辦大城會長
的演講會！

多倫多

詳情請聯絡印度分店(91)80-4650-990

印度、墨西哥、多倫多、香港、意大利

Global E Friends 2016 年 7 月號 ( 通卷第 188 號 )  
發行‥Enagic HK Co.,Ltd.  香港尖沙咀彌敦道 132 號美麗華商場 16 樓 1615-17 室  
Room 1615-17,16/F., Miramar Tower, 132 Nathan Road, TST, Hong Kong.    
Tel: 852-21540077     Fax: 852-21540027

祝賀！達到新6A 2016. 5月份 6A.6A2以上者

● 日期 ：8月27日（星期六）
● 會議1 ：國際演講嘉賓成功分享
● 會議2 ：盛大開幕會（CEO大城博成的演講）
● 地點 ：Taj Bengaluru國際機場大球場大樓（加爾各答）

印度從去年開設分店以來，順利發展事業，在這裡即將
舉辦盛大的開幕派對和大城博成會長的演講會。詳細資料
如下。這次的活動，將會在新興大國的印度捲起旋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