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幫助他人來實踐自己的夢想!』這就是我們的事業哲學！「幫助他人來實踐自己的夢想!」這就是我們的事業哲學！

以造福社會而創業作為目標！

在首都的都柏林的Pub裡，就算和隔壁的人是第一次見面，
也可以馬上聊開來。在這樣的街道生長的O’Hara先生，是6A3
的分銷商。參加Enagic事業的契機是在2013年，在友人的勸
誘下，夥伴的Jill Hongan購入了SD501。

在知道了可以獲得獎金之後，加上知道還原水新的好處，
相信Enagic事業誰都可以參加的理念和將來的可能性，加深了
開始Enagic事業的決心。在伙伴Jill的支持下，開始了Enagic
事業。

［Ireland／愛爾蘭］



2月銷售成績達成至今最高的11,475台。這正是分銷商的各

位不斷努力的結果。來！年的目標是月間達成20,000台，在

這之前的跳板，7月的國際大會之前，6月份目標為15,000，

讓我們一起加油吧！

印 尼 的 頂 尖 分 銷 商 A N D H Y K A 
S E DYAWAN先生 ( 6A 5 - 3 )率領『
KANGEN AMAZING TEAM(KAT)』所
主辦的環遊三國家的豪華皇家加勒比海
旅遊，以2月22日~26日的行程出發。

參加者高達106人，從加爾達、新加

坡、泰國到馬來西亞，周遊各國觀光景
點。

在航海時，領導者也會在船內舉辦講
座，希望能增加團隊能力。

最近，紐約分店從同一大樓的4樓，
遷移到1樓，變得更大更便利了!辦公
室位於再開發地區，目前商業、政府
相關的大樓，正在相繼的建築起來，

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地方。大家也不要
客氣，請多加利用。

環球話題

/ 印尼
Ample office space
充足的辦公空間

The seminar room to accommodate large audiences
可供多人數使用的教室

The spacious salon
寬廣的接待室更大、更方便-紐約分店遷移！！

Kangen Amazing Team (KAT), touring Singapore.
訪問新加坡的「Kangen Amazing Team(KAT)」的各位

Seminars held on the cruise ship.
在船內相繼舉行的講座

豪華巡迴講座遊來學習、 遊玩！

2月銷售實績是至今最高的11,475台！6月目標15,000台！

/ 美國

地址 3636 33rd Street Suite 101,  Long Island City, NY 11106
718-784-2110電話 718-784-2103傳真



分銷商活動『CIRQUE DU SOLEIL MICHAEL JACKSON ONE』秀的在
3月1日已經開始囉！
LEVELUK SD501、SD501PLATINUM、SD501U、K8或者是SUPER501
以上機型3台直出，即可獲得7月26日 21:30開始的『CIRQUE DU 
SOLEIL MICHAEL JACKSON ONE』表演的門票乙張！
本活動限量400張門票，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2016 年
7月20日為止

249美元

124.5 美元小  孩

當    天

299 美元

149.50 美元

[ 參加辦法 ]
■日期 : 7月26日 ~28日
■參加費

[ 主要內容 ]
■7月26日 /6A會議 事業講座
■7月27日 / 國際講座&訓練
■7月28日 / 各頒獎典禮 
   大城會長演講  晚宴

詳細情形請見官方網站
＊其他的分銷商活動也開始囉 !!!
針對國際大會參加者的活動

7月26日~28日拉斯維加斯舉辦「Enagic2016國際大會」！



目標是達成月間20,000台！

決定轉換成全職的事業

說到GANTE 和GLENDA CALINISAN夫婦，就是加

拿大沒有人不知道的分銷商。不管怎麼說，DANTE是

加拿大第一位升格6A2-3的人(現在是6A5-3)。而且在

不久之後，妻子的GLENDA也成為加拿大第2位升格

為6A2-3的分銷商。但是要到今天這樣的位置，必須

要克服很多的障礙才行。

G L E N D A小姐登錄分銷商是在2 0 0 7年 2月，

和DANTE先生幾乎是同一個時期登錄，登錄的原因是

因為健康的問題。但是他們感受到了事業的吸引力，

所以了分銷商活動。當時在加拿大的醫療關係研究所

從事全職的職業，所以ENAGIC事業不得已只能用兼

職的方式從事。

為了要爭取事業的時間，特地請向工作的地方申請了

特休，讓工作和事業可以雙贏。想起那個時候，

GLENDA小姐這麼說「是非常艱苦的一段時間，但是對我

來說也是一個挑戰。」但是2013年8月，GLENDA小姐

下了一個重大的決定，那就是辭掉研究所的工作，

和丈夫DANTE一起組織『KANGEN CANADA TEAM 

INTERNATIONAL(KCTI)』，並把100%的力量都放到

這上面。

「我的人生不能優柔寡斷。」GLENDA小姐的個人特

色就是果斷的執行力，把這當成事業的基本，堅持到了

現在。另一方面，她常常向自己的團隊夥伴們伸出援

手，為了他們的成長，不私藏自己的經驗跟技巧。

「2016年要讓團隊每個人每個人實現他們的夢想，

並朝著ENAGIC月間20,000台的目標前進」GLENDA小姐

說著她的決心。

我是這樣地做到了 6A2-3

沒有團隊的成功 ，就沒有事業的成功

［Canada／加拿大］

新6A2-3 的肖像
Both of their daughters have also 
joined the Enagic family as distributors.
2個女兒也是分銷商的Enagic Family

Glenda is working together with her husband, 
Dante, to spread Enagic to the world.
和丈夫一起在世界中拓展Enagic



體質的還元
公平且高收益的還元
即時的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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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iting the house the CEO was born in
訪問大城會長的老家

(接續第一頁)
「ENAGIC給了當時52歲的我，一個

換跑道的機會。」O’HARA先生這麼說。
「幫助他人，也可以讓自己的夢想實
現。」遵循這樣的方針，展開分銷商活
動，升格到現在6A，「現在不正是證
明了這樣的方針嗎?」O ’HARA先生做
了這樣的總結。

另外O’HARA先生邊回憶，邊這樣說
著「因為和ENAGIC事業相遇，讓我獲
得新的知識和情報，做出了決定。我真
的覺得，那時的決定是正確的。」現在
O’HARA先生和JILL小姐率領著自己的
團隊，團結一心，朝著升格6A2-3的目
標前進。

國際焦點

愛爾蘭

The CEO blowing out candles on the
 “Kangen cake”
吹熄「還原蛋糕」燭火的大城會長

The leading distributors of Indonesia 
rushed to join the celebration
印尼的領導分銷商也親臨現場

Mr. Ohshiro received calligraphy 
art from the HK leading distributors.
香港的有力分銷商送上圖畫給大城會長

3月17日，會長在出生地的沖繩縣名護市瀨嵩(SEDAKE)

舉辦生日派對，從國內外來了總共200人的分銷商和

ENAGIC工作人員，大家一起盛大的慶祝。客人們的招呼

和乾杯的聲音帶領派對進入高潮，接著大城會長登場了。

以K8為原型的『還原蛋糕』上的蠟燭吹熄之後，大城會長

為大家帶來演講。

「75年前，我在這塊土地上的一個小村落出生了。

之後，我跟我太太一起推廣還原水25年。雖然已經是這個

年紀了，還是坐著飛機在世界中到處跑，讓人們可以變成

ENAGIC FAMILY的工作。一切都多虧了還原水。」這樣

說的大城會長，對參加者道出了由衷的感謝。

接封頁

大城會長在出生的故鄉迎來第75次的生日大城會長在出生的故鄉迎來第75次的生日





大城山原山的家

從沖繩到世界！
大城博成的成功故事

以前沖繩幾乎沒有鋪好的道路。鋪好的道路是佔領的美軍的軍用道路。在車後揚起沙塵的

道路奔馳，奔馳一兩個小時後，整個臉都會佈滿沙塵這樣嚴重程度的道路狀況。那個時候，

有類似敞篷車的三輪車，連接著鄉間和那霸。就算有巴士，也是非常不方便的。巴士的班次

非常的少，間隔時間也很長，甚至在某些地區一天一個班次的狀況也有。錯過了預定搭乘的

巴士的話，一整天的行程也算是毀了。巴士常常都是客滿的狀態。當然，電話市只有富裕人

家有的東西，一般的平民是沒辦法負擔的起的。電話也不是像現在一樣，可以放在手掌上，

動動手指就可以傳遞訊息到世界各個地方。通信手段有了這樣大規模的革命。

那個時候，從那霸到名護座車需要好幾個小時，以前被稱為1號線，連接北部和南部的基

幹線完全的變身，從前到名護需要一整天的時間，現在走國道58號線，在車上打的瞌睡，

醒來之後就到了。名護的七彎(在名護附近，有七個彎道的道路)，因為有大幅度的彎道，行

駛時不得不小心，現在經過整頓之後，已經沒有以前的樣子，但是自然的名護灣鋸齒狀美景

被刻印在眼前，美麗又令人懷念。

在名護城鎮裡，右手邊橫切過來的是沖繩人

自豪的ORION啤酒工廠，在深綠的山路裡，朝

著東邊的方向穿過去之後，就是東海岸。途中沒

有類似住宅的建築物，沿著海岸線朝著北邊前

進，右邊可以看到美軍基地的設施。這邊正準

備要建設邊野古基地，面對自然破壞這個巨大的

漩渦，也正是沖繩面臨的政治問題。

大城會長的舊家在海岸線的內側，一間小小

的民宅。這個村落被稱為瀨嵩。在這個小村落，正因為薑黃的栽培，增添了一點生氣。不遠

處卡努佳度假別墅的完成，為周邊村落的繁榮帶來好的影響。2年前完工的Enagic瀨嵩高

爾夫球場，也有為村落的繁榮供獻心力，而且從那霸開車只需要2個小時。

大城會長的讀過的小學，也在這個村落，八重子夫人也是這個村落出身的，這裡就是大城

會長的原點。

The house where Ohshiro was born in Sedake.
位在瀨嵩的大城舊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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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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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毯的去汙，由強還原水來發揮效力！

Hacchi的「水的生活」

每次在使用強還原水時，都會驚訝

於強力的洗淨效果。(@@)已經是家事

清潔不可或缺的存在了。

這一次在清潔家裡的地毯時，使用

看看強還原水。在我們家的木質地板

上鋪著的是可洗式的巧拼。這次要試

著洗看看巧拼。

■挑戰洗淨狗狗的大便
有各式各樣地毯的髒污，其中又以

狗狗的大小便過的地方，是最慘的

情況。

當然如果在發現的時候，立即使用

清潔劑，用力地刷洗後，就可以把髒

污去除了，但是還有髒污殘留在上

面。

  到底這個髒汙，可以只用還原水就

清洗乾淨嗎?讓我們實驗一下吧！(─

─)/

■只有強還原水，效果卻
首先使用毛比較密的刷子，用強

還原水刷洗，用力的刷洗。沒想到強

還原水就可以把殘留的髒污去除了。

天啊！真是令人驚訝！(@@)Won-

derful~

和新品同款的地毯比較，一點也

不會遜色。

■結尾用強酸性水噴、噴
之後，在最後的結尾為了要提高

除菌效果，用強酸性水噴上去，拿去

外面晾乾。

  在這個實驗，重新感覺到 「讓我們

在洗滌清潔的時候， 積極的使用強還

原水吧！」

  嚴重髒污的狀況， 在一定的時間內

用強還原水浸泡， 也有不錯的效果

喔！(^^)b

  今天的結論就是， 對付皮脂髒污，

強還原水可以發揮強力的效果！



Enagic
        體育掠影

3月28日印尼領導人Andh y k a 

Sedyawan率領他的團隊到大阪工廠

訪問，並參觀LeveLuk的製作過程。

工廠的負責人詳細的介紹之下，感受

到了最高等級的Made in Japan。這

之後還有香港、菲律賓和馬來西亞各

國來的訪問。

3月3日開始到6日在沖繩展開的『大蘭金花女子高爾

夫錦標賽』，Enagic高爾夫學院的4名選手出場比賽。

佐渡山理莉、比嘉梨沙、金城沙希三位選手，在1月的

『大蘭金花女子業餘高爾夫賽』中個別以獲得優勝、

第三名、第四名為目標，獲得出場資格。新垣比奈選

手獲得推薦資格，出場比賽。雖然進入決賽的只有新

垣選手(35名)，但是所有的選手都會以這次與眾多專

業選手比賽的經驗，繼續的努力下去吧!

After touring the Osaka Factory , the menbers held 
a seminar at the Tokyo office.
在參觀完大阪工廠後，一行人也訪問了東京分店，並舉行了講座

Andhyka Sedyawan and his team passionately tour 
the final assembly division.
在最後的組裝部門熱衷的學習

印尼Andhyka Sedyawan先生和他的團隊訪問大阪工廠！

Enagic高爾夫學院的4名選手出賽職業錦標賽！

祝賀!1月以下8分店達成月間販賣目標！

祝賀!2月以下15分店達成月間販賣目標！

Chicago 芝加哥Chicago 芝加哥

上個月的『1月份目標達成分店』有錯誤。對於給大家帶來困擾，深感抱歉。重新刊登目標達成分店。

夏威夷、芝加哥、佛羅里達、多倫多、法國、泰國、馬來西亞、台灣

洛杉磯、西雅圖、達拉斯、夏威夷、墨西哥、芝加哥、佛羅里達、紐約、溫哥華、多倫多、德國、西班牙/葡萄牙、

法國、義大利、印度



強力推介

電解水的活用電解水的活用

地下鐵東京Metro線，南青山一丁目的正上方是本田

總公司大樓的所在地。旁邊被約3公尺寬的道路包夾著

的公寓1樓，正是『會議室』的所在地。真的是交通非

常便利的地方。這個公司全部的戶數，高達500戶，分

別有居住用和辦公用。

也正是因為這麼多的戶數（住商混和戶），造就了

『會議室』。

老闆的岸本行司先生是這麼想的”對這樣數量的住

商混和戶，不正是需要一個可以開會、餐會、派對等

可以活用的地方嗎?”以此為動機，在2010年9月開店

了。現在包含附近的業務在內，會議室的需要大增。

店內被分幾個大區塊，第一會議室、第二會議室和

接待處三個區塊，在接待處的座位有15張桌子，平時

以義大利餐廳的座位區，供客人使用，也可以轉做派

對使用。

導入LeveLuk是在去年的12月。原本岸本先生是為

了要給母親使用，而購入了LeveLuk。這一次在店裡也

設置了LeveLuk，是為了活用對健康好的還原水，也是

為了用強還原水做到清潔、衛生管理。實際上，在烹

煮原本就很好吃的生義大

利麵時加入酸性電解水，

在烹煮湯的時侯加入還原

水，都有不錯的效果。

The café offers breakfast and lunch set menu.
早餐套餐和午餐也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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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estaurant/ party room is fully equipped with audio-visual devices.
店內備有影音設備
The restaurant/ party room is fully equipped with audio-visual devices.
店內備有影音設備

Koji Kishimoto, the owner of Kaigishitsu.
老闆的岸本行司先生



身體的健康和經濟的健康都成功地回復了！
將「Change your life」刻在愛車上的Soto先生

靠太平洋那亞里特州的州都特皮克出身的MIREYA小姐，

在今年1月的時候達成了6A。MIREYA小姐在7年前，身體

狀況出了問題，由醫生那邊介紹了一位營養師給她，從那位

營養師那邊知道了還原水的樣子。之後開始飲用還原水，也

開始了ENAGIC事業的結果，身體的健康和經濟的健康都回

復了。「都是托大城會長和家人的福。」她這樣感謝著。

ITERLING SOTO 住在加利福尼亞州的托倫斯市裡。是

的，就是ENAGIC USA本部的所在地。雖然是這樣，但

是步行也是有點吃力的距離，所以他都是開著愛車拜訪

ENAGIC。那台愛車就是照片裡的KANGEN車。現在6A

的SOTO先生，每天開著這台車，從事分銷商活動。

祝賀！達到新6A 2016. 2月份 6A.6A2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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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Soto and his car in the carpark at Enagic USA. To the left is Don 
Enagic’s Director of Professional Training.
在Enagic USA的停車場，把車停好的Soto先生
左邊是Enagic的Dan，專業培訓主任。

我的還原車

墨西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