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住在美國東部費城Julian先生，以驚人的速度升格。在今年

2月10日登錄分銷商，29日就達到了6A2。3周即達成6A2，

是如何完成這樣快速的升格，不管是誰都想要知道吧？

他首先針對加入Enag ic事業說明，「那是因為知道了

LeveLuk商品的價值，及知道了它可以改變很多人的人生活。」

再加上知道了「令人不敢相信的獎金制度。」這樣說的

Julian先生，在之後立刻積極的投入分銷商活動。   

(接第5頁)

以造福社會而創業作為目標！

登錄3周成為6A2的，  飛越式的升格秘訣登錄3周成為6A2的，  飛越式的升格秘訣

［USA／美國］　　



 3月份達到過去最高的實績，終於突破了13,000台的大

關，15,000台目標就在眼前。這就是分銷商的各位努力不

懈的成果。真的是非常的感謝你們。以此為契機，成為達

成20,000前進的一步，讓我們朝著6月份突破15,000台的

目標前進吧！

磯部勝正國際訓練本部長，在各國

相繼的展開事業訓練。4月1日、2日在

加拿大的里奇蒙展開，參加者從早上9

點到下午5點，展開長時間且有意義的

訓練。

接下來預定5月在美國紐約從26日

~29日連續4日實行訓練。6月4日和5

日在法國巴黎，7日在里斯本接下來在

葡萄牙的第二都市波多實施訓練。9日

在奧地利的首都維也納，11日和12日

在德國的杜索夫舉行。磯部本部長的

特別訓練，正是世界各分銷商引頸期

盼的活動。

環球話題

3月份的販賣實績為過去最高的13,419台， 15,000台的目標就在眼前！

磯部本部長在各國展開事業訓練！

Enagic 訓練消息

Poster promoting the training course in 
New York in May.
通知5月份紐約訓練營的海報

Participants giving Mr. Isobe an enthusiastic applause 
upon completion of the training (Richmond).
訓練結束後參與者給予磯部先生熱烈的掌聲
(里奇蒙會場)



分銷商優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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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隊的目標為月間販售300台！

在商品展覽會出展磨練Know How

在世界首屈一指的商業據點的香港，Andy Lau和

Carman Cheung是在2010年4月參加Enagic事業。理由

是“在香港，健康相關產業的市場正在擴大。對健康有

益的還原水，在市場受注目被期待也是正常的。”兩個

人這麼說的。

在加入Enagic事業，成為3A之後沒有多久，兩人就在

Enag ic香港分店同一地區的尖沙嘴地區，成立團隊

『Platinum Water Club』的還元辦公室。但是在半年間，

因為經驗不足，無法順利地在辦公室實行說明會，每天都

在嘗試錯誤。

破解這個困難的局面的，是在2011年開始香港最大

的國際綜合食品展覽會參加了攤位的展出。在攤位上有

男女老幼各式各樣的客人到來。對客人說明，並做實驗

來累積經驗，也學到如何進行分銷商活動和人才發掘。

在團隊實力實績提升的另一方面，兩個身為領導人的力

量也在提升。從那次出攤位以來，每年都在同樣的展覽

會中展出。

就這樣順利的升格，終於在去年的秋天完成了6A2-3

的願望。“現在團隊上下團結一心，努力完成月間300

台的目標。今年應該會達成6A2-4吧！”兩人充滿信心

的說著。

當然收入也有增加，在去年終於購入了嚮往的賓士車，

並把車牌用『KANGEN2』登錄了。“希望能讓下線全

員都能夠擁有自己的還原車”的夢想，滿腦子都是這樣。

我是這樣地做到了 6A2-3

新 6A2-3 的肖像

困難可以靠『經驗累積』來克服！

The dream Mercedes-Benz 
“Kangen Car”
夢想的賓士(還原車)

The Kangen Office of the Platinum Water Club.
「Platinum Water Club」團隊的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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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laysia team visiting the Osaka Factory.
到大阪工廠參觀的馬來西亞團隊

The social gathering in Sedake, Nago City, with Mr. &
 Mrs. Ohshiro in attendance.
在名護瀨嵩舉行的大城夫婦懇親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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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報告

馬來西亞團隊參觀沖繩和大阪工廠， 學習Enagic 精神！

/ 馬來西亞

(接續第一頁)

登錄後的Sherman先生，以『事業目

標對象的方針需要徹底遵循』來展開分

銷商活動。另外還有絕對不可欠缺的強

力援助和親切仔細的訓練，Sherman這

麼說的。

像這樣為了自己的團隊，付出努力的

精神，不正是快速升格的秘訣嗎。詢問

今後的目標，『讓夥伴們盡快達成6A，

並讓可以改善身體和經濟的Enagic在世

界上展開。』Sherman先生氣勢高昂的

回答我們。

4月份來日本的馬來西亞分銷商，拜

訪了大阪工廠和沖繩ENAGIC相關設施。

8日的時候拜訪工廠，熱衷的參觀

LEVELUK的製造過程，在說明會上也

相繼的提出問題等，學習了『MADE IN 

JAPAN』的核心。

在沖繩，首先先拜訪了大城博成會長

出生的故鄉-名護，ENAGIC瀨嵩鄉村俱

樂部和薑黃工廠，甚至拜訪了會長的老

家，舉辦會長夫婦的懇親會，讓參加者

真切的感受到ENAGIC的原點。另外也

拜訪了ENAGIC美濱保齡球場和天然溫

泉，預計在12日回國。

國際焦點

Boldly posing with a tiger during his trip to 
Thai land 
膽量比一般人大?泰國旅行時，和老虎嬉戲的
Julian先生。

美國

接封頁





在 「三死」 間徘徊

從沖繩到世界！
大城博成的成功故事

對大城會長來說瀨嵩就是他的原點，從大城會長家個街區的距離，即是八重子夫人的

舊家，這樣閉著眼都能走到的距離，意味著從小兩個人就朝著同樣方向的未來走著也說

不定。親戚們也同樣住在這個村落，第一份工作也是這個村莊的村落的村辦公室。從幼

兒時代到青少年時代，他的生活就在這個村莊裡。

雖然小學現在已經廢校，小朋友們也已經合併到其他學校了。大城會長租下建築物，

使用、管理並進一步的整備。這也許是對曾經讀過書的校舍的愛吧?對於這樣歷史的逆轉，

感到不可思議。

大城會長從這樣的Yanbaru到那霸，從那霸到東京，最後到了洛杉磯，並且向這樣的

世界都市介紹還原水。向世界飛翔、航行。在”從小島喝到世界”中，他的企業家精神

受到檢驗，在歷經風雨之後，再度展開他的事業。大城會長的原點-山原山正是他寫的劇

本的舞台。

大城會長常常說著「我曾經死過三次。」來緬懷著過去。感染瘧疾、軍用車車禍事件、

在錄影帶商戰中嚐到敗北的苦澀滋味。

讓我們再回到戰爭的痛苦經驗吧，戰爭帶來了瘧疾，大城會長的親弟弟、親妹妹也感

染輕微的瘧疾，卻比罹患重度瘧疾的大城會長早去世。兩人以戰爭犧牲者之姿，長眠在

沖繩南部的墓地公園，名字也被刻在和平之礎上。瘧疾的犧牲者和砲彈的犧牲者，擁有

同等的待遇。大城會長因為重度瘧疾，被預告時間不多了，卻在醫療技術匱乏的年代存

活下來了。瘧疾菌在體內的潛伏期很長，大城會長因為瘧疾，而長期煩惱著，大城會長

的母親，也已經做好了大城會長會先去世的心理準備，會長本人也好像已經做好了覺悟，

但是真的是非常的好運。

大城會長在22歲時，在村辦公所工作的某一天，遭遇了大慘案。大城會長從岔路到大

馬路時，突然被大型的美軍軍用卡車從正面撞擊，醒來的時候，人已經躺在醫院的病床

上了。也想起了那時麻醉藥效力退去，呈現茫然狀態的回憶。因為這個事故，大城會長

的頭部，還有些微的疤痕殘留著。當時的戰爭痕跡鮮明，軍用車在沒有整頓過狹小的道

路上奔馳著。在那個美軍優先什麼都通用的時代，大城會長這一方沒注意，也有過失，

但是在這樣的大事故和瘧疾中存活，真的是運氣非常好的男人。另外世上沒有像戰爭那

樣不負責任的東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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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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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agic還原米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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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酸性電解水來洗毛衣，洗不掉的「輕柔感」!

Hacchi的水的生活

差不多是該跟毛衣告別的季節了。

在放入衣櫃之前，希望能在清洗之

後，還能保留輕柔感。讓我們試看看

這樣的洗滌方式。首先，用強還原水

溶解毛衣專用的中性清潔劑。在清洗

液裡，放入30度左右的酸性電解水

裡。

■用溫溫的酸性水來洗滌
把摺好的毛衣，慢慢的放入清洗

液，並清清的壓洗。搓洗和長時間的

浸泡是禁止的(大約5分鐘為基準)。

洗淨的水，用另外準備的溫酸性電

解水，洗淨的時候也是同樣用壓洗的

方式，把清潔劑洗乾淨。

  再洗淨之前，先放進洗衣袋裡，放

進洗衣機裡脫水30秒，這樣的話可

以減少洗淨的水量，我都這樣達到節

約的效果。

■用浴巾脫水
洗淨之後，可以使用洗衣機脫水

30秒，或是準備浴巾，把毛衣放在

浴巾上面，並包起來，讓浴巾吸收毛

衣的水分。

把毛衣放在浴巾中間，輕輕的擠

壓來達到去除水分，也是一種方式

喔！

■為避免變形，用平放晾乾
的方式

毛衣用吊著的方式晾乾的話，毛

衣會變形，平放晾乾是最好的方式。

在我家是在桌子上鋪上浴巾，平放晾

乾。

清洗也是，洗淨也是用酸性電解

水，洗淨後的毛衣非常的蓬鬆柔軟。

酸性電解水用來洗淨自然素材的

衣物後，都會覺得真的是非常的合用

呢!大家也一定要試試看~！



4月1日在大城博成會長夫婦的故

鄉 -沖繩縣名護市的瀨嵩，舉辦

Enagic集團的入社儀式(男女27人入

社 )，同一天相同會場也舉行了

Enagic高爾夫學院的入學儀式(男女

13人入學)。大城博成會長在兩邊

的會場，表明了對新人的期待。對

高爾夫學院的學生也表明了「希望

可以活躍在國際上，並且為了這個

目標，要不惜一切努力」激勵了所

有人。

一方面，新生代表在兩邊的會場，

表達自己會盡力的決心，讓與會者

及來賓感受良多。讓我們期待負擔

未來的新人們，今後的表現。

4 月 3 、 4 日 高 爾 夫 第 一 屆 的

「Enag ic青少年冠軍賽」(亞洲預

賽)在沖繩縣名護市的的Enag ic瀨

嵩鄉村俱樂部舉辦。這是亞洲區爭

奪在7月19日~21日在美國加利福

尼亞州舉辦冠軍賽門票的最後一戰，

包含海外的7位選手，一共有51人

參賽。

分為小學生男女、國高中男子和

國高中女子三個部分，預賽的結果

由米須清幸(小6)、Putt (17歲/泰

國)、佐渡山理莉(高1)三人獲得優

勝，由米須選手以外的兩位選手，

將會參加冠軍賽(另外6位成績優秀

的選手，將會以亞洲區的選手名額

參加美國的賽前預選賽)。青少年

時期的海外體驗，將會成為他們寶

貴的經驗吧?

Enagic
        體育掠影

CEO Hironari Ohshiro gave an encouraging speech 
to the players dur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在開幕式激勵選手的大城會長

在開幕式激勵選手的大城會長

舉辦Enagic青少年高爾夫冠軍賽！8選手將前往7月份美國國際大會！！！

相繼舉辦的Enagic集團入社儀式和
Enagic高爾夫學院入學儀式！

(From left) The winners, Kiyoyuki Komesu 
(elementary level), Riri Sadoyama (junior high girls) 
and Putt (junior high boys)
(左邊開始)成功的獲得優勝的米須清幸(小學部)、
佐渡山理莉(國高中女子部)和Putt(國高中男子部)三位選手

在入社儀式一個一個給予勉勵的握手的
大城博成會長

包圍大城會長夫婦和數嘉校長的新生和在校生合影



說到吉隆坡的第一的美食廣場，當然就是擁有兩間大

型購物中心的MID VALLEY。距離馬來西亞分店的距離

不遠，美食街也有數百間店，非常的壯觀。雖然是可以

享受各式各樣美食的地方，但是德國料理的店面，卻沒

有這麼多，其中一間就是這次要介紹的「BROTZEIT」。

根據店長ROGELIO.MORGA JR.的說法，在2010年

11月開幕的時候，購入了LEVELUK。事實上在購入前，

推銷電解水生成器的三間公司，在店裡面試用。不管是

哪一個產品都是「不合格」的，第4台的LEVELUK根據

ROGELIO店長的話，是「最好的」並且「合格」了。

老闆在聽完講座的說明之後，決定購入了。

首先料理所使用的水，全部都用還原水，當然兌酒精

的水，也是使用還原水。並且店裡也使用強還原水來清

潔，調理器具也是活用強還原水來清潔，達到「不需要

清潔用品」的效果，ROGELIO先生非常的開心。現在，

包括馬來西亞的三間店鋪在內，全亞洲七間店鋪準備導

入，最早開店的這間店鋪，首先設置了LEVELUK。

ROGELIO先生說「希望之

後能順利的在其他店鋪設

置。」

強力推介

活用電解水的活用電解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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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laysia/馬來西亞

因為徹底活用電解水 ，所以可以提供安心安全的料理！

Leveluk installed by the kitchen sink.
設置在廚房的LeveLuk
Leveluk installed by the kitchen sink.
設置在廚房的LeveLuk

A spacious restaurant, easily accommodating 100, with 
plenty of seating choices.
計入吧台座位約可以坐100人的店內

The restaurant also has an outside seating area.
在外面也設置座位的店鋪

A spacious restaurant, easily accommodating 100, with 
plenty of seating choices.
計入吧台座位約可以坐100人的店內

The restaurant also has an outside seating area.
在外面也設置座位的店鋪



CARL先生認識ENAGIC大約是一年半前。直覺告訴他

「這個水有什麼祕密」，讓他在不到一個月就決定要加入

基督城的分銷商團隊，並積極的展開活動。現在因為「還

原水簡單又有效果」，又更熱情的投入推廣。

印度、芝加哥、夏威夷、羅馬尼亞、達拉斯、西雅圖、中

國、洛杉磯、新加坡、紐約、墨西哥、西班牙、葡萄牙、佛

羅里達、溫哥華、巴西、香港、法國

祝賀！達到新6A 2016. 3月份 6A.6A2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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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

推廣還原水的熱情活動，達成了6A！

賀！2016年3月以下18間分店達成月間目標！

芝加哥 馬來西亞

墨西哥洛杉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