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造福社會而創業作為目標！

用Enagic事業實現『在祖國工作』!
外地工作者最真切的願望

菲律賓

菲律賓大約有1000萬人為海外工作者，占了總人口數超過1成，
每年送回母國的金額佔了將近GDP的1成。可以說支撐著菲律賓經濟
的，就是這群海外勞動者。把家人留在祖國，做著自己不習慣的工
作，這樣的海外勞動著有著『好想再祖國工作。』這樣的願望，也
不是奇怪的事。
這次要介紹的Mark先生在16歲時，就已經遠赴西班牙，從事外地
工作了。在外地工作時，也遇到了不少辛苦的經驗。但是Mark先生
幸運的接觸了Enagic事業，完成了他『在祖國工作』這樣的願望。而
且這份工作，讓他得到遠超越去外地工作時的收入。(接第6頁)

環球活動
/ 馬來西亞

2200人參加馬來西亞分店，開設3周年紀念活動!

11月23日傍晚，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

6A2-2(以上)的分銷商，由大城會長

的會議中心，盛大舉辦馬來西亞開設3周

夫婦來頒發認定書，並一一頒發獎勵的

年紀年活動，現場約有2000人參加。

超大型支票。受獎者每一位都掛著笑容，

9種打擊樂器帶來有震撼力的交響樂，
為我們展開這次活動，在如雷的掌聲中

獎者介紹)

登場的是大城會長夫婦。在簡單的打招

在各個認定儀式中間，還有唱歌、跳

呼之後，大城會長對於馬來西亞的事業

舞等各種娛興節目，為活動炒熱氣氛。

進展，給了很高的評價，強調『就算是

在活動尾聲，海內外有力的分銷商一個

整個世界來看，馬來西亞也交出了非常

一個上台，發表能為參加者帶來勇氣的

好的成績。也非常期待接下來的發

演講。

展 。 』，並說了『希望大家可以在明年
拉斯維加斯的國際大會見面。』。
在這之後，馬來西亞當地有力的分銷

The CEO praised the rapidly advancing Enagic Malaysia.
稱讚日益精進的馬來西亞的大城會長

開心的心情不言而喻。(P4、P5另為受

最後，當地6A2-3(以上)的分銷商一
同上台，面向所有參加者，做出激勵的
喊話，為活動寫下句點。

商上台，和大成夫婦舉行『打開Leveluk』

就這樣日益精進的馬來西亞分公司

的儀式，為會場帶來高潮。接下來是是

3 周 年 的紀念活動結束了。隔天開始，

分銷商引頸期盼的新6A認定儀式。新6A

是為期兩天，在飯店會場舉辦由磯部勝

認定儀式，由馬來西亞分店長中偉Nick

正全球訓練本部長實施的特別訓練，超

頒予認定書，6A2(以上)則由馬來西亞頂

過100人認真的接受訓練。

尖分銷商的Samsia來頒予認定書。

The venue overﬂowed with 2,200 people.
被2200位參加者充滿的會場

A grand percussion performance opened up the event.
為開場錦上添花的打擊樂器

A massive cheer welcomed Mr. and Mrs. Ohshiro.
在大家的掌聲中登場的大城會長夫婦

The ʻchristeningʼ of the Leveluk with Mr. & Mrs. Ohshiro
and the leading distributors.
大城會長夫妻和有力分銷商的「開LeveLuk儀式」

Jalizer Lawal(left) and Moon Yong showcasing their
amazing vocal abilities.
在認定儀式的中場，展露歌喉的Jalizer Lawal和Moon Yong

Lively dance performance by the children.
跟著歌曲踏著輕快舞步的小朋友們

The children holding up a banner with Mr. & Mrs. Ohshiro
after receiving ʻOhineriʼ, monetary gift, from the couple.
從大城社長夫婦那邊收到獎勵，一起揭開布幕的小朋友們

The leading distributor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gave speeches on stage. (From the left) Keiko Ishii, Cynthia Briganti, Pierre Chan and Bernard Chan.
來自不同國家的領袖分銷商上台上演講(由左起)Keiko Ishii, Cynthia Briganti, Pierre Chan and Bernard Chan.

磯部本部長實施特別訓練！

11月20號ENAGIC INTERNATIONAL也是會員的日本電解水協會，舉辦了第七屆的電解水講座。
酸性電解水由農林省認定為”特定農藥”，並報告了在農場的實驗解果，吸引全場的目光。這場講
座，讓電解水的效果和用途有更高一層的發展。

頒獎典禮獲得升級獎的馬來西亞分銷商

環球活動

5 個還元

實現真之健康
身體之健康
經濟之健康
心之健康

體質之還原
以公平姿態實現高收益之還原
實時反饋之速度還原

感謝（感情）之還原
向區域社會之還原

通告！環球 Enagic 推廣活動

2016 Enagic拉斯維加斯世界大會

［印尼］

■日
期／2016年1月10日
（星期日）
點／雅加達會議中心
■地
■主要內容／Enagic印尼成立
2週年記念

■日
期／2016年7月27日
（星期三）〜28日
（星期四）
■地
點／拉斯維加斯, 內華達州 - 曼德勒灣度假村和賭場
■主要內容／2016 Enagic世界大會
※詳細資料，請瀏覽以下網址
https://www.enagic-convention.com

環球焦點
接封頁

With his family. His wife, Aleonor, is
also a 6A distributor.
跟家人一起拍照。妻子Aleonor也是6A分銷商

菲律賓

(接第1頁)
MARK先生在6年前接觸到ENAGIC事業
之後，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有未來性的工
作，借錢購入了一台水機。並馬上在工作
地的西班牙，展開了分銷商活動。但是『
發展中國家的人，要在歐洲擴展事業，其
實是非常困難的』。正當這個時候，
MARK先生知道了ENAGIC菲律賓分店開

設的事，並開始思考『在祖國從事工作』
這件事，最後他下定了決心，回到了祖
國。在那之後，事業很順利的發展，在今
年的8月達成了6A4-2。現在MARK先生
的願望是『希望我可以變成一個模範，告
訴外地工作者，從事ENAGIC事業，可以
實現在自己的祖國工作的希望。』

大城會長向世界說話！
/ 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訓練中心開設兩周年紀念會，大城會長表明熱切的期待感!
Hundreds of people gathered at the venue.
被數百人擠滿的會場

Mr. & Mrs. Ohshiro were received by a warm welcome.
被盛大歡迎的大城會長夫妻

11月1日展開在羅馬尼亞接近市中心

馬尼亞的ENAGIC事業，也牽動著整個歐

的布拉索夫設立的訓練中心2周年紀念活

洲的事業。另外也期待POPA先生能好

動，和羅馬尼亞第一位升格6A2-3的

好的活用訓練中心，讓事業發展能更加

SEBASTIAN POPA的慶祝會。大城會長

地順利。數百人的參加者，對於從日本

夫婦也到場參加。

遠道而來的大城會長給予熱烈的歡迎，

在簡單的招呼之後，大城會長對達

整個會場非常氣氛非常的熱絡。

成6A2-3的POPA先生努力不懈的精神給

Leveluk shaped cake-cutting-ceremony with the
leading distributors.
和有力分銷商一起切開LeveLuk形狀的蛋糕

予肯定，也認為這項成功不只能激勵羅

/ 日本

在沖繩出版紀念會揭露『沖繩精神』!

Mr. Ohshiro looking back on the
past and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大城會長在回望過去展望未來

Keiko Ishii hosting the party.
身為司儀的石井惠子小姐

A fully packed venue.
被參加者擠爆的會場

11月28日在東京分公司舉辦大城博成

島而來「絕對不能輸!」這樣的信念，並

會長的傳記『從小島喝到世界!』出版紀

堅持下去的結果吧!各位也要以「喝到世

念會。現場約有150餘人參加，甚至出

界!」這樣的氣勢加油。』。之後更有大

現『站位』的人潮，在這樣的盛況中，

城會長的簽名會跟懇親會，真是一個充

大城會長說『ENAGIC事業現在正在全球

實的活動。

擴展中。也許正因為是從沖繩這樣的小

The long line at the signing desk.
簽名會排隊的人潮

Enagic

的最新消息

Enagic團隊在全日本保齡球大賽中獲得優勝!

The team scored an average of 218.933 pins.
平均打出218.933瓶的隊伍

到11月23日為止，在大阪市內舉辦
為期三天的『第48屆全日本實業團體
保齡球選手權大賽』，在大賽中
ENAGIC INTERNATIONAL隊伍，獲得
了勝利。在全國的預賽中，脫穎而出的
55隊(1對5人)，雖然是平均一個人要投
12場這樣艱難條件下進行的比賽，
ENAGIC INTERNATIONAL隊合計打倒
了13136瓶，和第二名有105瓶差距。
這個大賽是全日本產業別和都市對

抗大賽構成的3大實業團選手權中，最
具權威性的大賽，在這樣的大賽中獲得
優勝，也可以說是在日本擁有最堅強實
力的證明吧！
事實上，ENAGIC INTERNATIONAL
隊伍在6月份的全日本產業別大賽中，
也獲得了優勝，只要明年2月份的都市
對抗賽也能優勝的話，就可以完成制霸
了。隊長石嶺可奈子選手說『我們會以
稱霸為目標，繼續的努力下去的。』。

The winners (from left) Shouta Kouki, Yuuki
Murahama, Mitsuhiro Gima, Kanako Ishimine
and Shuken Iha
獲得優勝的幸喜將太、村瀨裕紀、儀間光博、
石嶺可奈子、伊波秀賢選手

菲律賓分銷商到大阪工廠訪問

11月24日菲律賓分銷商到大阪工廠
訪問，從零件的製造到最後的組裝部
門，全部的製造過程都非常的熱心的
學習著。工廠的負責人細心地介紹了

LEVELUK的製造過程，親身體驗最高
等級的MADE IN JAPAN。在之後還有
香港的團隊和馬來西亞的團隊到訪，從
海外相繼的來大阪工廠見習。

The Philippines team observing the parts production.
正在組裝部門見習的菲律賓團隊

HACCHI「還元水生活」

用強酸性水溶解熱水瓶內的鈣質!
最近有沒有覺得家裡的熱水瓶的

非常的難以去除。如果太過用力的刷

熱水，變得比較難出水呢?往馬克杯

它，會造成熱水瓶內部出現刮痕。溶

裡注水，變得比之前更花時間呢?

解鍋垢的方式，還有用醋跟檸檬酸

這時候，往熱水瓶內一看。在熱水
瓶內有許多白色斑點牢牢地附著在上
面，往更內部看，更可以看到白色粉
狀物堵塞在出水口附近。

粉，但是其實用我們的強酸性水就可
以去除囉。

■有除菌作用，
用起來更安心

瓶變得非常的乾淨呢!

■茶壺裡的鍋垢清潔
在清潔完之後，用自來水清潔熱水
瓶內的強酸性水，把熱水瓶風乾之
後，就完成清潔了。
在茶壺內部的鍋垢，也可以用同樣

首先，先把強酸性水注入熱水瓶

的方法去除喔!在茶杯裡的茶垢，也

中，讓他浸泡一段時間。接著使用軟

是用同樣的方法，可以去除。不管喝

這就是熱水出不來的原因。這個白

質的海綿，輕輕地刷鍋垢，鍋垢就能

多乾淨的水，如果不是使用乾淨的煮

色的斑點，是水中的鈣質等礦物質成

輕易地去除。加上強酸性水有除菌的

水器具跟廚具，也是沒有意義的喔!

分。也就是鍋垢。雖然對人體無害，

作用，這樣一來，不僅可以達到清潔

但是就算用水沖它，用海綿刷它，也

作用，也可以消毒熱水瓶內部，熱水

■難以去除的鈣質成分

/ 馬來西亞

新興地區帶來Enagic事業的新旋風

The oﬃce is located on the 1st ﬂoor of a new
building.
在新建築1樓的辦公室

A seminar room with the capacity of 170 people.
最多可以容納70人的講座教室

2nd seminar room.
第二講座教室

從馬來西亞市中心的吉隆坡開車約
30分鐘，還在開發中的莎阿南州的州都 雪蘭莪。在這的新興地區裡，有一個名
為『KANGEN CNETER』的辦公室在7月
份是開張。在全新的大樓一樓，擁有180
平方公尺的大空間裡有非常完整的設施，
接待室、2間講座教室和辦公空間。甚至
更備有視聽設備。
這間辦公室的擁有者為6A的ZAHID
SALLEH和6A4-2的NORIL RAZMI夫妻。
兩人原本經營不動產事業，大約一年半
前決心從事ENAGCI事業。『在這一年半
間的收入比15年間從事不動產行業還要

多。』兩夫妻這樣說，目前包含兒子和
外甥在內約有20人的親戚正在展開
ENAGIC事業。
這個辦公室的業務中心是事業講座，
目前雇用3名員工，以每個月20次的頻
率實施中。『效果比在家裡舉辦的時候，
好非常多。』ZAHID SALLEH夫妻這麼說
著。在辦公室前有非常大的空間，
“停車問題”也解決了。
夫妻的座右銘是“用公平的精神傳遞
正確的情報，重視夥伴並育成夥伴。”
在新興國馬來西亞，吹起一陣
ENAGIC事業的新氣象。

A lounge and reception counter (in the back)
接待室和櫃檯

The owners, Zahid Salleh (left) and Norli Razmi.
經營者6A的Zahid Salleh和6A4-2的Noril Razmi夫妻

Congratulations! 13 Branches Reach September Goal!
祝賀 10月份以下13間分店達成目標！

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菲律賓、澳洲、夏威夷、芝加哥、佛羅里達、紐約、
溫哥華、巴西、法國、義大利

The Chicago branch reaches their
monthly goal.
達到目標的芝加哥分店

強力推介
電解水活用的

16 回

第

USA/美國

The restaurant decorated with bright illuminations.
被色彩鮮艷的燈具裝飾的店舖

還原水和亞洲結合的餐廳

The owner, Augustinus S. Suratin.
經營者的Augustinus S. Suratin先生

The restaurant is always bustling with a
diversity of customers.
店內有各個地方來的人，一直都很熱鬧

位於美國科羅拉多州，人口約4000人口，天然資源豐
富的小城鎮-玄武岩。
那邊有一間名為”K’GEN ASIAN CUISINE”提供日
式、越南、泰式、中國和印尼料理的餐廳。
經營者為印尼出身，在美國待了23年的AUGUSTINUS
S. SURATIN先生。也身為5A分銷商的他，在餐廳工作4
年後，被任命經營餐廳，並把店名改過，在去年的5月份
重新開張。他自己本身有10年的使用經驗，並說了”沒
有比這個更能生產還原水的機器”了，並果斷的在廚房
設置機器。
“有這樣一台的話，不管是料理、飲料、清潔都可以
用得上，對於飲食店來說，是不可或缺的一台機器。

”AUGUSTINUS先生這麼說。
AUGUSTIUNS先生對於具體的使用方式作了以下的說
明。
“水果、蔬菜、肉、生魚等用強還原水清洗，餐具、
地板、廁所清潔時，用強酸性水，另外火鍋跟越南米粉
麵的湯用還原水來烹煮。”
亞洲的各種香料可以用還原水來提出味道，讓美味更
加分，不只滿足了當地人的胃，也滿足了從遠方來的客
人的味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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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 uh o u@ e nag i c . co. jp

電解水和科學
成為6A是「傳達事實的結果」
日本電解水協會舉辦電解水講座

澳洲
JEWA chairman, Katsuhiro Kawada, gave the opening speech.
JEWA川田勝大會長開幕致辭

成為分銷商不久，SALLY小姐正確地傳達還元水的好，
LEVELUK的購買者一個一個地出現。在這樣的時刻，
SALLY小姐接受了分銷商的意見，成為講師以鍛鍊自己的
口才。現在的SALLY小姐現在更有自信，也帶領自己的團
隊從母國的澳大利亞，往紐西蘭發展。

11月20號ENAGIC INTERNATIONAL也是會員的日本電解
水協會，舉辦了第七屆的電解水講座。酸性電解水由農林省
認定為”特定農藥”，並報告了在農場的實驗解果，吸引全
場的目光。這場講座，讓電解水的效果和用途有更高一層的
發展。

祝賀！達到新6A 2015. 10月份 6A.6A2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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