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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在內達華洲拉斯維加斯的Mandalay Bay Hotel聚集了

4000人的分銷商，舉行世界大會。延續去年加利福尼亞州安那

翰，今年也是在美國舉辦。但是參加人數近一倍，這正是這一年

「仁愛的圈」在世界擴展的證明。

大城會長也在招呼中提到「今天全世界喝著還原水的各位，在這裡聚集。我們正朝著實現著經濟、身體、心靈這三個領域

的健康而前進。為了這個目標，最重要的是繼續喝還原水。為了向更多的人，傳達感謝的還元，用讓財富可以公平分配的8P

系統，大家一起變幸福吧！」這樣高聲的疾呼著，參加者也送上熱烈的歡呼。4000人的參加者，對大城CEO的發言送上了歡

呼聲，會場的氣氛非常的熱絡。目前受到注目的新計畫，「Enagic 8 Point Prosperity Association(E8PA)」也由大城CEO親自

介紹，成為非常充實的大會。

在26日的早上9點到超過晚上8點，在同一間飯店展開「世界6A會議」和「事業講座」，有非常多的分銷商參加，充實了

整個活動。另外在27日Enagic引以為傲的6A2-3(以上)最好的20幾名訓練者，從早上9點到晚上6點展開「分銷商訓練」，參

加者都展現最認真的態度。接下來，依照慣例介紹大會活動。

在開幕儀式時，站在台上的大城會長夫婦在開幕儀式時，站在台上的大城會長夫婦

擠滿參加者的會場擠滿參加者的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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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唱美國國歌的Mareyah Datan獨唱美國國歌的Mareyah Datan

主要參加國介紹

美國薩摩亞 澳洲 百慕達 巴西美國薩摩亞 澳洲 百慕達 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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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的大會一開始各國6A(以上)分銷商一個一個的上台介紹，由澳大利亞開

始，依照開頭字母順序，最後由舉辦國的美國來做一個結尾。

分銷商的瑪莉亞小姐帶來的美國國歌獨唱之後，大城會長登場。在熱烈的鼓掌聲中，大城會場登上舞台，向參加者進行了以

下的演講。

「各位，Enagic的分銷商夥伴終於要達成了100萬人，LeveLuk目前全世界有172個國家使用中。這都是大家的努力的結果。

真的是非常感謝各位。世界的人口約有75億人。事業才正要開始而已。」

「Enagic的8P計畫，是讓大家有可以公平的擁有成功的機會，不是誰可以獨贏的計畫。最重要的是互相幫助，並且帶著熱情

向世界各地的人傳達感謝之情。所做的努力一定會得到回報的。」

大城CEO也在公司介紹時，親自登台，為Enagic的新計畫「Enagic 8 Point Prosperity Association(E8PA)」做說明。一開始，

回顧小時候二次世界大戰時在沖繩悲慘的戰爭經驗，在故鄉名護的瀨嵩這個人生的原點，「在這裡，我想要建造一個能夠撫慰

各位身心的設施。而這個心願，終於實現了。」

詳情請見「下表」，主要內容就是購入名為「Facility Pass」的卡片，就可以以折扣或免費的使用在沖繩的Enagic相關設施(

即將完成的瀨嵩E8PA鄉村俱樂部、訓練中心、高爾夫球場、保齡球場和SPA⋯等)的新制度。另外，卡片裡面可以儲存「尊爵

不凡點數」，集到一定點數之後，就可以獲得非常棒的「沖繩招待」特典。請大家踴躍購卡。

在早上大城會長的演講之後，舉行大家期盼的新6A(以上)達成者頒發認定證書和頭銜認定的授予會。在各國Enagic工作人員

的介紹之後，是利用暑假「遠征美國」的Enagic學院的學生們上台介紹，接受參加者們溫暖的聲援。最後由Tamia Bathea做最

後的閉幕詞，今天一整天的主要活動就到這裡結束了。之後，晚餐時間是開心的派對，為今天做一個完美的結束。

大城會長的演講
歡迎！來自世界各地方的分銷商！
讓我們帶著熱情互相幫助，把「仁愛的圈子」
發揚到世界的各地方吧！

Facility Pass概要Facility Pass概要

黑卡
白金卡
金卡
銀卡
銅卡

加拿大 中國 法國 希臘加拿大 中國 法國 希臘

聯絡 :



7/28盛大舉行表揚典禮
在4000人的目光下，6A(以上) 授予達成者頒發認定證書
和頭銜認定!

在台上高高舉起認定書的
新6A分銷商

7月28日早上，為了表揚6A(以上)新達成者和頭銜認定的受獎者的活躍，盛大的舉行了表揚典禮。合計270人的分銷商依

照級別和國別登台接受表揚，每個人臉上都帶著笑容，喜悅的心情不言而喻。另外2015年間，贈與營業額第一名的馬來西

亞分銷商Saifol Mualim Ahmad Yahaya「沖繩旅行」。

對於這次活耀的受獎者，期待您藉由這次的機會更加廣闊散播仁愛的圈子的理念。受獎者、受獎者的家屬和分銷商的大

家，非常恭喜您們。

關島 香港 印度 印尼關島 香港 印度 印尼

主要參加國介紹



慶祝夥伴升格，拍攝紀念照片的
分銷商團體

繁忙的接待區處理想
登記人們

意大利 牙買加 日本愛爾蘭愛爾蘭 意大利 牙買加 日本

努力獲得回報的新6A2和6A2-2分銷商

達成期盼的6A2-3開心的
接受頭銜認定的分銷商

活動花絮



韓國 澳門 馬來西亞 毛里求斯韓國 澳門 馬來西亞 毛里求斯

主要參加國介紹

從大城會長夫妻手中接受頭銜認定，非常感激的
6A2-4~6A2-6分銷商

恭喜我們2015年間營業額
第一的Saifol Mualim 
Ahmad Yahaya先生

活動花絮

穿過有著Enagic理念「Let’s Unify」的拱門，
即到達活動會場 迎接各國參加者的國旗 裝扮成貓王、瑪麗蓮夢露、勞勃狄尼洛的參加者出現
穿過有著Enagic理念「Let’s Unify」的拱門，
即到達活動會場 迎接各國參加者的國旗 裝扮成貓王、瑪麗蓮夢露、勞勃狄尼洛的參加者出現



墨西哥 荷蘭 紐西蘭 尼日利亞墨西哥 荷蘭 紐西蘭 尼日利亞

盛況空前的派對會場

在表揚典禮之後，下午5點到7點會場外有雞尾酒派對，許多人享受小酌「餐前酒」。正式的晚餐派對上，吉他、三味線、

古箏帶來非常獨特的樂器三重奏所帶來的表演，為派對開場。接著大城會長開場，「非常感謝大家今天聚集在這裡，希望大

家可以充分地享受今晚。讓我們大家一起把「仁愛的圈子」況展到世界各地吧!」一開場就帶來非常強力的宣言。

接著6A2-5(以上)分銷商進行敲酒桶儀式，還有6A2-3(以上)的分銷商帶領大家舉杯。在晚餐派對迎來餘興節目的時間，有

唱歌有跳舞還有吉他演奏，「Enagic Idol」六組人，給大家帶來精彩的娛樂節目，參加者們都非常得盡興。

餘興節目之後，是豪華的Enagic禮品大會(Shuffle)，現場的氣氛達到最高潮。再來是大城會長夫婦在三味線和四竹板的演

奏之下，合唱「福壽的花」，最後由Tamai Bethea小姐為大家線上閉幕詞，為活動做一個結尾。

晚餐派對—讓參加者盡興的
餘興節目

吉他、古箏和三味線的演奏，為派對揭開序幕
大城會長夫婦和6A2-4(以上)分銷商的
敲酒桶儀式 有力分銷商有精神的帶領大家乾杯吉他、古箏和三味線的演奏，為派對揭開序幕
大城會長夫婦和6A2-4(以上)分銷商的
敲酒桶儀式 有力分銷商有精神的帶領大家乾杯

為大家帶來豐富的娛樂

的「Enagic Idol」的各位

在禮品大會中獲得LeveLuk的幸運兒 遠征美國中的Enagic高爾夫學院的學生們也登場
最後由大城會長夫婦在三味線和
四竹板的演奏下，大合唱「福壽的花」在禮品大會中獲得LeveLuk的幸運兒 遠征美國中的Enagic高爾夫學院的學生們也登場
最後由大城會長夫婦在三味線和
四竹板的演奏下，大合唱「福壽的花」



向「百萬分銷商」問訣竅向「百萬分銷商」問訣竅

主要參加國介紹

在6月28日大會前，在Mandalay Bay Hotel裡，26日舉行「Global 6A Training」

和「Bussiness Seminar」，27日舉行「Distributor Training」。不管是哪個活動，

都是在世界上拓展Eangicg事業，受認定的講師在擔任，有非常多的參加者認

真的聽著。

在7月27日的分銷商培訓認定講師一個接著一個上台，說明分銷商活動時，必要的心理準備和理念，全力以赴的態度等，以各自的立

場，給予建議。另外，中場令人嚮往的新舊「百萬分銷商」也上台介紹，會場氣氛達到高潮。

有很多充實的會前活動

會場人數多到椅子數量不足會場人數多到椅子數量不足

在講座和訓練扮演重要主持人角色的Daniel Dimacale
認真地聽著講師的話的參加者

各種講座和訓練，可以學習
成功的祕訣！

7.27　 分銷商培訓

獲得「百萬分銷商」稱號的6A2-3(以上)超級分銷商

巴拿馬 波多黎各 羅馬尼亞巴拿馬 菲律賓菲律賓 波多黎各 羅馬尼亞

講師的Robert Gridelli(左)和Brian Welch講師的Robert Gridelli(左)和Brian Welch



豪華的講師陣容豪華的講師陣容

許多的參加者聚集，要聽講師的意見

上台被介紹的各國分店的主要工作人員

Enagic引以為傲的認定訓練師

上台被介紹的各國分店的主要工作人員

Enagic引以為傲的認定訓練師

俄羅斯 新加坡 斯洛伐克 西班牙俄羅斯 新加坡 斯洛伐克 西班牙



主要參加國介紹

瑞士 大溪地 泰國 英國瑞士 大溪地 泰國 英國

笑容

學習

洋溢著笑容、夢想和希望的世界大會
用照片記錄世界各分銷商的百態



越南 美國越南 美國

和夥伴們

熱情和感動



祝賀！達到新6A 2016. 4月份 6A.6A2以上者

在直銷業界的專門期刊『日本直銷產業報紙』(4月28日、

5月4日合併)發表在「淨水器、整水器、活水器」領域的

2016年度月平均販售實績調查結果。第一名是ENAGIC的

LEVELUK SD501，海內外總和的月間販售額到達15億日

圓。第二名是9億1,600萬

日圓，第三名是6億3,000

萬日圓，是名符其實的第

一名。這一切都是所有的

分銷商平日活動銷售的成

果，真心地感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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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西班牙、葡萄牙、夏威夷、多倫多、印尼、韓國、紐約、東京、溫哥華、
墨西哥、德國、中國

賀！6月份以下13間分店達成月間販賣目標！特別贊助沖繩的「Enagic Cup 國際少年足球大會」

CEO Hironari Ohshiro declares the
opening of the championship.
大城博成CEO發表開場宣言

（新加坡） （葡萄牙） （多倫多）

（印尼） （韓國） （紐約）

（東京） （溫哥華） （德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