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客和「分享成果」的理念，讓她快速躍昇。

［意大利］
Rochelle小姐是菲律賓出身，住在意大利首都羅馬的分銷商。
菲律賓有一成的人口，約1000萬人是為了尋求工作，而前往外
地，她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員。在意大利工作期間，2012年5月
在熟人的介紹之下，認識了LeveLuk，並購入了LeveLuk。本來
是因為還原水對健康很好而購入的，對於事業完全沒有想法。
雖然如此，那位熟人還是不停的推薦，讓Rochelle小姐下定決心
要開始發展事業，剛開始熱衷的展開事業，沒有花多久的時間，
在2014年達成了6A。向現在是6A2的她詢問了今年的目標，
她毫不猶豫的回答「達成6A2-3！」。
這樣的Rochelle小姐的理念是「和家族、朋友、熟人分享成功
的成果」非常的簡潔明瞭。Rochelle小姐的事業動力是就算是不
認識的人，她也可以非常開心的對話，這樣的理念和積極的性
格吧!(接第5頁)

印尼

展開會場聚集2000人的大活動
印 尼 的 領 導 分 銷 商 的 J O K O
TRIYADI(6A9-3)和其組織內的6A分
銷商結成的「501 SYSTEM INDONESIA」所主辦的活動，5月4日在
JAKARTA展開，現在有高達2000人
參加。活動被命名為「RESOLUTION
DAY」，如命名所示，一個一個上台

的分銷商，向參加者表明決心，也激
勵所有的參加者們。JOKO強烈表達對
於ENAGIC事業的意義，給予參加者勇
氣。就這樣活動順利的結束，為企求
更加進步的組織，帶來更加穩固且蓬
勃的發展。

會場充滿參加者

在台上熱烈演講的領導分銷商Joko

菲律賓

Jayvee先生送大量的鞋子給菲律賓的小孩 !
贈與的開
端 是 因 為
ENAGIC USA
的社員，知道
了因為颱風而
受到極大的災
害的薩馬島的
小朋友目前的
困境，和顧問
的前原利夫先生討論。前原顧問在所
屬的教會為孩子們的文具募款，募得
的600美元送往當地。之後，教會收到
和感謝狀一起寄過來的相片，照片裡
孩子們因為負擔不起鞋子的錢，全部
都穿著涼鞋，看到這樣的狀況，
ENAGIC社員感到非常的驚訝。

這時住在美國，菲律賓出身的有力
分銷商JAYVEE PICIFICO先生(6A8-5)
討論的結果，決定要贈與孩子們大量
的鞋子。
知道這件事之後的JAYVEE先生，
向自己在經營鞋子工廠的下線討論，
幸運的可以用較低的價格為孩子們做
鞋子。就這樣約600人份的鞋子，送往
薩馬島。包括運費在內的全部費用，
都由JAYVEE先生負擔，JAYVEE先生
說「沒有什麼可以比能為孩子們做點
什麼更開心了。」在恐怖攻擊和大災
害頻繁發生的世界上，還是有這樣讓
人感到溫暖的新聞的。

一個一個給孩子們鞋子的贈予儀式

開心地舉起鞋子的孩子們

美國

磯部本部長在紐約舉辦
連續4天的訓練 !
4月在加拿大-李蒙奇舉行事業訓練
的國際訓練磯部勝正本部長，5月26日
~5月29日期間，在紐約的旅館會場展
開連續4天的講師訓練。
連日，且包含午餐在內，從早上9點
到晚上，訓練時間非常的長，但是所
有的參加者們都表示「是一個非常充

實的活動。希望能活用在之後的分銷
商活動上，非常感謝磯部本部長。」
就這樣，在紐約總計4次約數百人受
惠，6月之後，在法國、巴黎、葡萄牙
的波多，再到奧地利的維也納等，歐
洲各地也預計要展開訓練。

正在實行商業訓練的磯部本部長

會場內擠滿的人潮

7月26日~28日拉斯維加斯舉辦『Enagic2016國際大會』！

https://www.enagic-conven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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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的門票乙張！
本活動限量400張門票，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針對國際大會參加者的活動

＊其他的分銷商活動也開始囉 !!!
詳細情形請見官方網站

https://www.enagic-convention.com/
[ 參加辦法 ]

■日期 : 7 月 26 日 ~28 日
■參加費
2016 年
7 月 20 日為止

小 孩

[ 主要內容 ]

當

天

249 美元

299 美元

124.5 美元

149.5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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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這樣地做到了 6A2-3！

想要成功就要離開舒適圈！
Receiving 6A4-3 certiﬁcation from Mr. &
Mrs. Ohshiro at Enagic Malaysiaʼs 3rd-Year
Anniversary in January
1月Enagic Malaysia 3週年慶典
由大城先生及夫人頒授6A4-3証書

［Malaysia／馬來西亞］

新 6A2-3 的肖像

以世界遺產京那巴魯公園聞名的馬來西亞沙巴州的州
都哥打京那巴魯，人口約47萬人，婆羅洲島是最大的
都市。居住在婆羅洲島的6A4-3分銷商的SHAW FUNG
CHIN先生，在2011年9月的時候，購入了LEVELUK
SD501。

The teamʼs Kangen Shop in
Kota Kinabalu
團隊的還原店在哥打京那巴魯

當初購買的時候，是以愛用者的名義購買的。但是在
使用之後，家人和親友都給了「非常的棒」的評價。看
到這樣的情況，SHAW先生想說「普及這樣的商品，是
非常有意義的。」，並在12年3月真正的開始了
ENAGIC事業。

訴求Enagic的未來性
SHAW先生在加入之後沒有多久，便以驚人的速度展
開始業，在短短的6個月就達到了6A。在短時間交出令
人驚艷的成績的SHAW先生，其實在達成現在這個成績
的路上，也遇到了不少的障礙。

以下個典型的例子。「大多數的人，都會無意識的待
在自己的舒適圈。讓這樣的人，脫離他的舒適圈，是一
個大難題。」「讓這些人，願意從他的舒適圈出來，有
一部分要歸功於，Enagic豐富的未來性。」

發揮大家都有的超強潛力！
SHAW先生率領由妻子LIESL TIA所設立的團隊「TURE
HEALTH 9.5 INTERNATIONAL」，遵循著ENAGIC的理
念進行推廣活動。他們的事業策略就是，「讓他們發覺
每個人都擁有的的潛力，讓他們更有自信。」
向在去年秋天達到6A2-3的SHAW先生，詢問今年的目

標，SHAW先生果決的回答「那當然就是達成6A5-4！」，
同時Shaw先生也說「達到6A4-3，真的是好像作夢一樣。
但是我們的「還原之旅」才剛開始而已。」遠望這長遠
的未來。

真實的健康的實現

５個還元

身體的健康
經濟的健康
心靈的健康

體質的還元
公平且高收益的還元
及時的還元

ROCHELLE小姐在八打雁州的塔阿爾湖西岸，名為
阿貢西略的小城鎮，開立了名為「KANGEN OASIS」
的辦公室。向她詢問了理由，她是這樣回答的，
「阿貢西略是我的故鄉，現在我們家人們也還住在這
裡。雖然我現在住在意大利，但是我不能就把故鄉給
忘了。我要和故鄉的夥伴們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幫助
更多的菲律賓人。」
當然，Rochelle小姐在義大利的菲律賓社群裡也是非
常活躍的。他的團隊夥伴也增加了不少。「在意大利
和菲律賓兩邊，我的團隊都會越來越活躍喔！」這樣
強調的Rochelle小姐，對我們表達了對大城會長的想法。
「大城會長見面之後，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他既是
偉大的領導人，也是我人生的老師。」

感謝之情的還元
對社會地區的還元

「Kangen Oasis」的開幕式

Rochelle去年7月的世界大會，帶領意大利
團隊參加。

沖繩到世界，
大城博成的成功故事！

貧困，
母親的教導
成功條件之一是幸運、運氣。運氣就是自己的能力領域之外的力量。我認為從外面得到
的幫助，並不是偶然的。大城會長從兩次的危機中幸運的生存了下來。第三次的危機，接
下來會敘述的錄影帶戰爭，回想著慘敗的經驗。
在當時，大城會長的家跟其他人都相同是貧窮的家庭且從事小範圍的耕作，過著自給自
足的生活。這些作物不能僅僅只是拿去換錢，而必須每日作精打細算，連未來的儲蓄，都
沒有辦法的時代。大城會長家是6個小孩的家庭，因為父親身體狀態不佳，大城會長是由
母親一手拉拔長大的。家裡的小孩，三餐無法溫飽，一天只有一餐。生病的時候，雖然有
保險跟醫療的幫助，還是需要花錢。沒有錢的人，就算生病了，也只能忍耐著的時代。這
時候在少年時代的大城會長的心中，已經體驗到了健康有多麼的重要了。
大城會長在提到母親的時候，都是抱著尊敬的心情說著。辛苦的母親，看著不管如何的
貧困，有怎麼樣的困難都不認輸，把自己扶養長大的母親的身影，在多年之後，為大城會
長開了一條寬闊的人生道路。貧困的劣勢就是會因為貧困而錯失機會。但是讓大城會長忘
記貧困的，正是母親的愛。母親在貧困的環境中，還是不忘記教導大城會長要顧慮周遭的
人的感受，要知道情意。另外母親也用身教教導了不要輕易屈服。
Enagic公司的理念，「感謝之情的還原」，對於母親的感謝之情，對於社會的感謝之
情，都是非常重視的。母親對於大城會長的影響，在之後提到公司的各式各樣的活動中都
可以看見。
大城會長的舊家，是在偏僻的深山裡面。說是以前的家，其實大小也差不多也就是美國
一般家庭的車庫般大小而已。在這樣的房子裡，6個兄弟姊妹熱鬧的長大。作者的我，曾
經拜訪過印度和孟加拉，整個家裡面只有一個房間。而在這樣的房子裡，有大約10個小
孩的家庭住在這。對於大城會長家的狀況，在驚訝的同時，也想起了印度的家庭。現在，
大城會長的舊家，已經沒有人住了，不過在這裡，大城會長母親的照片，被大大的放在裡
面，讓大城會長可以追憶母親還在的日子。舊家外圍的圍牆，塗上象徵著Enagic的淡藍
色。這就是Enagic公司的發祥地，朦朧之間，過去和現在的交差點，就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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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veluk Super501完全運轉！
順利的栽培「還原水耕作」的稻穗

香川縣的井戶農產進行的「電解水稻耕」也在五月的時
候，進入了插秧的階段，稻子茂盛的樣子，也呈現了出來。
在這之前的使用酸性電解水的稻作種子的洗淨、消毒，都是
由LEVELUK SUPER501來生產的。
和「使用農藥的水田」相比，早了將近一個月，從4月10
號開始，到7月初為止，順利的進行插秧的作業，不過最茂
盛的果然還是5月的時候。井戶農產的井戶俊博先生和井戶
哲也先生父子在廣大的稻田裡來回努力的插秧。
現在第一批插秧的稻子，在經過40天的成長之後，變成
什麼樣子了呢?在5月底去確認了一下。重新在定點觀測的
水田(以下稱A田)觀測後，稻子大約生長到30公分左右。稻

The “Enagic Kangen Rice Field” sign for the site of Paddy
A created for regular observation.
標記著Enagic還原米農田的測定用A田

Super 501 installed in the workshop next to the
water storage tank.
在設有儲水槽的工作間的SUPER501

苗事先在溫室裡栽培到12公分，在40天裡生長了將近20公
分，生長狀況非常的順利。
5月連休時插秧，其他農家使用農藥的稻田(假設為B田)
的稻穗也成長了不少，但是其稻子的間隔有很明顯的差異。
A田稻子和稻子的間隔，較B田寬。也就是說，B田的稻子間
隔，比A田窄(稻子的株數較多)。從外觀目前還不容易分辨，
但是稻子將會比較茂盛，看起來也將比較濃密。間隔較寬的
A田的稻穗，將會比間隔較窄的B田，看來更為「豐盛」。
兩個月之後，我們將會證明此事。

Rice plants growing steadily in Paddy A.
順利生長的A田稻株

A large sign put up on the work shed to appeal to neighboring
farmers.
作業小屋的看板，吸引附近農家

Hacchi的「水的生活」

潮濕梅雨季的洗衣機防霉對策，就用酸性電解水！
日本終於進入了梅雨季節。和東南

在洗衣機表面發現髒汙，能夠重複清

亞還有中南美洲溼氣重的季節相似。

洗擦拭。但是洗衣機內側的髒污，就

在這樣的季節，最令人注目的就是防

沒有辦法這麼簡單的清潔了。

霉對策了吧?不只調理食物的廚房、廁
所和浴室的周遭也不例外。

■各式各樣的防霉對策

■酸性電解水的使用方法
如果要說到更深入的防霉對策，
那就是用強酸性水來保養洗衣機了。
可以的話，在洗衣槽裡放入微溫
的強酸性水，就這樣放一個晚上就可

■洗衣機的「那個臭味」是…?

我們家使用的洗衣機有一個叫

以了，不能的話，用噴灑的方式，也

「清洗洗衣槽」的按鈕，說明書上寫

很有效果。「防霉對策」就是讓人忍

其中又以日常生活中，常常用到的洗

著，兩個月加入「氧系漂白水」來清

不住想要使用強酸性水呢！

機為例。就算不是在梅雨季的時候，

洗洗衣槽一次。

打開洗機的蓋子，想著「好像臭臭
的..」這樣的經驗呢?
那正是“黴菌的臭味”。日本在梅雨
季的時候，這個狀況會特別的嚴重。

防霉對策的基本，「定期的清
潔」是必須的。平常洗衣服的時候，
也要適量的使用洗劑，盡量不要殘留
洗劑，這樣也是一種「防霉對策」。

大家也請一定要試試看喔！

/ 印尼

辦公室的基本理念是
「最好的商品就要有最好的服務！」
Oﬃce building bearing a massive Enagic logo
巨大的Enagic標誌看板掛在辦公大樓外部

辦公室的主人 Janny Iskandar

The 1st ﬂoor showcases the LeveLuk and related goods
一樓展示著非常多的LeveLuk和相關產品

Seminar room equipped with a projector
可以使用放映機的講座教室

北蘇門答臘州的州都棉蘭，是蘇門
答臘島的經濟和行政中心，人口超過
200萬人，僅次於雅加達、泗水和萬隆，
為印尼的第四大都市。在第四大都市
設立還原辦公室，是非常重要的。
命名為「KANGEN CENTER INDONESIA」，這個還原辦公室的老闆娘是
棉蘭出身的JANNY ISKANDAR小姐。
和丈夫擁有兩個小孩的JENNY小姐，
在2014年4月，以「對健康好」的理
由，購入了LEVELUK。之後，覺得「想
要推廣這麼棒的商品」，而開始了
ENAGIC事業。
在那之後8個月，就達到了6A，在
那之後5個月(去年5月)，開設了辦公
室。JENNY小姐以這個設在蘇門答臘
島的辦公室為據點，為她的ENAGIC事
業，帶來很大的幫助。

在棉蘭熱鬧的大街上，辦公大樓是4
層樓建築，一樓是商品的樣品室，二
樓是講座教室，三樓是職員辦公室，
四樓是倉庫。講座最多可以容納100人，
非常的寬闊。
「最好的商品，不能沒有最好的商
品服務。」這樣的理念，在這個辦公
室徹底的執行諮詢服務。同時
ISKANDAR小姐的夢想是在這個據點，
「培養可以在展望世界的事業領導人」。
方針是非常簡樸的「好事伴隨著好心」，
但是卻建築在堅固的信念上。

Busy showroom space
一直非常熱鬧的樣品室

Seminars are held regularly
講座幾乎是連日的舉行

強力推介
活用電解水的

The exterior of the Subway Tozai Line・Nishi-Kasai
Minamiguchi (south entrance) branch. The main
branch is located near the north entrance of the station.
地下鐵東西線，西葛西站南口店外觀。本店在北口

結合還原水和阿育吠陀
「醫食同源」
的店

The owner, Chandrani, with his Leveluk unit
老闆的Chandrani先生和LeveLuk

說到江戶川區西葛西，就是以住著很多印度人有名。
其中最早的一批移住者，店老闆JAMMOHAN
SWAMIDAS CHANDRANI先生是1978年遠渡重洋到日
本，因為從事印度紅茶進口的事業，而選擇了距離東京
灣倉庫街比較近的西葛西作為他的據點。從那之後，他
就致力於日漸增多的印度人，各種生活上的諮詢。其中
一個就是正式開設印度料理店。
CHANDRANI先生說：「在日本沒有可以端出正統印
度料理的店家，大家都非常煩惱。正因為如此，在98
年的時候，開設了這間食堂。」在那之後，在日印度人
還是不斷的增加，餐廳也跟著擴張。現在在西葛西有兩
店鋪，品川和橫濱各有一店鋪。
CHANDRANI先生的說法，店裡提供的料理，是以印
度傳統醫學的「阿育吠陀」為基底，由印度找來的廚師

製作的。也就是說，以「醫食同源」的想法為本，為了
增強健康效能，在今年1月的時候，首先在西葛西站南
口店導入了LEVELUK，在料理裡加入了「還原水」。
所有的料理都加入了還原水，特別是以洋蔥和各式各
樣的辛香料炒成漿狀，加入「還原水」煮成的咖哩醬，
味道會變得很柔和。
其他像是喝完烈酒的飲
料、製作優格的水和混和
製作穰的麵粉的水等，大
大 的 活 用 還 原 水 。
CHANDRANI先生強調說
「不管怎麼說，健康是最
With a capacity of about 30 people,
重要的!」
the restaurant is also gaining popularity
with Japanese customers.
店內可坐30人，日本客人也正在增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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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h o u@ e nag ic. co. jp

新聞剪報

業界專門報紙的調查，LeveLuk的販售額日本第一！

賀！以下11間分店達成4月份月間販賣目標！

【Branches reaching monthly goal／目標達成支店】
中國、墨西哥、紐約、洛杉磯、新加坡、意大利、法國、佛羅里達、
印度、西雅圖、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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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

紐約

洛杉磯

新加坡

祝賀！達到新6A 2016. 4月份 6A.6A2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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