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上對夥伴們的感謝，與夥伴們共同歡迎更好的人生

Hsu Chun Wei(6A) & Tasi Chao Jun(6A2) & Hu Chin Ming(6A)［Taiwan］
Recently, 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e in cases of entire families
joining the Enagic Business. In most instances, it is the parents who
get involved ﬁrst, leading the way. Then the children, who had
been observing their parents, join in developing the family
business. This is just one piece of the mounting evidence that the
Enagic Business is a program that provides high income for a
sustained period of time.
Of the three featured Taiwanese distributors, Tasi Chao Jun, the
mother, was the ﬁrst to encounter Kangen Water. After being
introduced to the water by her friend in May of 2014 and learning
of its amazing beneﬁts, Tasi Chao Jun purchased a Leveluk unit and
started up her business. Her husband, Hu Chin Ming, joined soon
afterwards, followed by their son, Hsu Chun Wei. Being the ﬁrst to
join Enagic, Tasi Chao Jun, has managed to reach the rank of 6A2,
while her husband and son both reached the 6A rank this year. This
“6A Trio” has now become the leading ﬁgure of the Enagic Business
in Taiwan.
(Contʼd to P.5)

最近家族共同經營依耐喆事業的情況開始增加了。一般來說
會由父母起頭經營，以後關注於此的子女開始共同投入事業。
這樣狀況的增加，同時也證明了依耐喆事業持續提供了高收
入，高等級的經營計劃。
這次介紹的台灣分銷商家族，最初接觸到還原水的是身為母
親的蔡昭君女士。2014年5月由友人介紹接觸，了解了還原水
的美妙之處後購入了Leveluk電解水機，並且開始了依耐喆事
業。接下來開始經鎖商的是丈夫許志明先生，以後次子許淳威
先生也一同加入。今年，蔡小姐成為了6A2會員，而丈夫和兒
子共同達到了6A。這個【6A三人組】目前成為了台灣依耐喆
事業連串貫通的重心所在。（接續P5）

『日本流通產業新聞』為國際大會做了特級！
聖地
「沖繩」
的設施也有介紹

日本代表的經銷業專門新聞「日本流
通產業新聞」(9月15日、22日合併號
刊)，使用一整面的版面，介紹在美國
拉斯維加斯的國際大會的狀況。在該新
聞中，專門報導傳銷產業的記者被派到
當地，以「共37國，聚集了4000名的
參加者」為標題做了報導。不只如此，
從世界各地的LEVELUK到薑黃的販售
狀況，到沖繩開放中的休養設施都附上

照片介紹等，多方面的報導了ENAGIC。
大城會長的訪談報導也在刊載其中。
當記者詢問，為什麼要在沖繩建立許多
的設施，大城會長回答「希望能為世界
各地的會員，提供健康保養、福利設
施，就是我最大的目的」。此外他也表
示，希望能把我出生的瀨嵩市，『變成
ENAGIC的聖地』，也紀載在報紙上。

Nihon Ryutsu Sangyo Shimbun, which published a large
feature on Enagic.
Enagic被大大的被特輯刊載於『日本流通產業新聞』

Enagic新製品情報

「示範套裝」開賣！

Easy to understand with a clear pH display and a
sophisticated exterior look!
打開之後PH標示一目了然的組合(右邊是沒有打開的狀態)

假如， 去 參 加 熟 人 的 家 庭 派 對 ， 被 要 求 「 示 範 套裝」 ，
你會怎麼行動呢？
把許多的瓶子和杯子等相關器才分開放進箱子裡，之後再
放進車子裡，到達目的地之後，又要從拿出來，真的非常的
耗時間，也非常花體力。
在這邊給你一個好消息，實驗所需的器具類都放進了

「示範套裝」裡面，這麼方便的實驗套組開賣中！重量大約
是8公斤以下，大小是寬34cm×長50cm×23.5cm、大約是一
個小型的手提箱大小，女生也可以輕鬆搬運。價格是非常合
理的200美金，一家一台！常備「示範套裝」，在從事分銷商
活動的時候便可以好好活用！

Enagic已登錄會員限定

E8PA度假勝地&事業訓練中心，終於開幕了！
10月28日， 世界各地的分銷商參加者一同舉行紀念活動！

在大城會長夫婦的故鄉名護市瀨嵩建設中的『E8PA度假
勝地&事業訓練中心』終於完成了，10月28日在同一中心
舉行開幕典禮。前一天在ENAGIC鄉村俱樂部便先行舉行了
紀念高爾夫競賽。在典禮後的隔天，29日在同一個高爾夫
球場，舉行【SPECIAL OLYMPICS高爾夫大會】（智能障
礙者的高爾夫大會）。在活動間，也準備了觀光行程，參

加者在這裡度過了非常充實的時間。再者，E8PA卡片購入
者，在停留期間的飯店住宿費可以享有折扣，天然溫泉
ARAMA 或是保齡球美濱等ENAGIC的健康休養設施的使用
費等，都可以得到免費使用的特別優惠。要參加活動或是
想要購入卡片的會員，請向各分店申請。

E8PA卡資料

E8PA持卡人的驚人好處

（１）購入者本人和已購入卡片8P內的上線分銷商，6A2以上分銷商將會獲得E Point。
（２）購入者本人可以免費使用沖繩縣內Enagic相關設施(Enagic瀨嵩鄉村俱樂部/Enagic
美濱保齡球館/Enagic天然溫泉Aroma等)
（３）購入者本人使用E8PA聖地及訓練中心的住宿設施，應所持卡片有20%~100%折扣。
【其他特點和注意事項】
①E8PA卡片購入者限分銷商登錄者。

⑥購入卡片的分銷商，在販售水機(LeveLuk和ANESPA)或UKON時，會獲得E Point。

②購入申請請洽詢各分銷商。

⑦卡片的有效期限為一年(如果不更新的話，E Point會消失)。

③購入卡片會產生獎金。

⑧E Point有限期限為三年。

④購入卡片會計算台數。

⑨以上事項隨時更改而不會事前通知。

⑤購入卡片的分銷商，會獲得E Point。

Enagic電解水漁農業新聞

電解水的多用途，讓漁農業的安心安全更上一層樓

Nouson News (Oct. 3 issue) featuring Enagic
in the ﬁelds of agriculture and ﬁsheries.
Enagic進軍農漁業領域，在周刊
【農村新聞】以特集的方式報導。(圖)

在日 本 ， 秋 天 是 「 成 熟 的 季 節 」 ， 實 際 上 各 式 各樣的穀
物、水果、蔬菜的收穫季節。其中對日本人來說，米是一個
很特別的存在，說到「豐收」就會自動的想到「米的收穫很
好」。在本雜誌的連載新聞『Enagic還原米計畫』中，如每
回所刊的報導一樣，使用LeveLuk所生產的電解水來種植的
香川縣井戶農產正在進行著「還原水稻作」。這個月的報導
(參閱8P)，這個計畫正準備進入最後的收割階段了。
這時農業領域的專門報紙『農業新聞』(10月3日刊)以
3分之1的版面，介紹了電解水稻作。在大城會長的專訪中，
記者詢問進入農業領域的原因。會長表示，理由是因為酸性
電解水被認可為特定農藥，「在電解水的用途增加之後，在
農業、飲食上的相乘效果，希望能幫助LeveLuk的銷售。」
話語中透漏著期待。

Enagicʼs prawn culture farm in Uruma City will make its ﬁrst
delivery in October.
10月開始出貨，位於宇流麻市的Enagic蝦子養殖場

在同一版面上，介紹到薑黃和芒果到牛的養殖場 。不管
是哪個，都是在沖繩縣名護市瀨嵩運作中的Enagic設施，並
且使用電解水以進軍農產畜牧業領域的決心。具體來說，
就是讓牛喝還原水，薑黃的塊根使用強酸性電解水消毒這
樣的情況。不只是如此，在宇流麻市也進行著蝦子的養殖。
在這裡，使用還原水混入飼料給蝦子吃，在出貨的時候，
使用一半還原水和一半海水混合，為了增加安全性而多下
了一到功夫。
就這樣，進軍農漁畜牧業，不只是因為電解水的 使用用
途更多了而已，更因為要找到確保食品的安心安全方法。

The livestock facility (left) and ukon ﬁeld in Sedake, Nago City.
名護市瀨嵩的畜產設施(左)及薑黃田

5 個還元

真實的健康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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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之情的還元
對社會地區的還元

Enagic 快樂消息
盛大慶祝會長的妹妹和表妹
88歲的生日！
大城博成會長的妹妹川畑久
子小姐和表妹的平田好子小姐
在最近迎來88歲的生日，在沖
繩縣名護市瀨嵩剛建設好的
『E8PA訓練中心』舉行盛大
的『To-kachi』(在沖繩的方言
意指慶祝米壽)。瀨嵩出身的大
城會長夫妻，邀請包含親戚、
附近的鄰居、販賣店和社員等
Enagic相關的人在內約150人，
盛大的慶祝兩人的米壽。
Mr. & Mrs. Ohshiro along with Hisako Kawabata (right) and
介紹的部分，大城會長是這
Yoshiko Hirata, who celebrate their 88th birthday.
大城會長夫婦和即將迎來米壽的川畑久子小姐和平田好子小姐
麼說的「非常恭喜兩人88歲的
生日，但是這只不過是一個中繼點而已，希望兩人能夠非常有精神的活到120歲，
健康和長壽都可以兩全。」真是讓人感到溫馨的祝詞。在全部參加者敬完酒之後，
帶來琉球舞蹈和英勇的『Eisa-』表演，為慶生會帶來高潮。

Mr. & Mrs. Ohshiro and relatives gather to join the celebration.
獻上米壽祝福的大城會長夫妻和親戚們

Ryukyu dance (above) and Eisa delight the audience.
在慶生會上表演的琉球舞蹈(左)和『Eisa-』

接封頁

許淳威（6A）＆ 蔡昭君（6A2） ＆
許志明（6A）

(接續P1)
從旁看來順利地累積戰果的這一家，其實其中還是遇到了不少的難題。其中特別
是在【結交事業夥伴】感到困難。為此，三人使用的策略為【投入時間培育堅實的伙
伴意識】。
以此慢慢形成優良的團隊，加上徹底的執行售後服務，爾後順利提升自己的階級。
除此之外，三人最重要的是用真心去傳達依耐喆的理念，並且永不忘懷對同伴們的感
謝之情。【我們最大的願望，就是跟同伴一起創造豐富的人生】一家三口異口同聲地這樣
說了。最後詢問他們今後的目標，他們回答【希望可以打入中國本土這個龐大的市場】

從沖繩到世界！
大城博成的成功故事

不管是誰，只要肯做就會成功
大城在名古屋的酒類販賣公司開始工作了。這是他第一次踏上本土。和沖繩的生活模
式、文化上有很大的不同。大城感到非常的困擾。這份工作最難的是要去爭取訂單的部
分，在沒有什麼車子的年代，要騎著腳踏車，從這一家到那一家，為了取得訂單一家家
的訪問。在接到訂單之後是待配送貨。是在腳踏車後座，做一個放置貨物的台子，在上
面放滿幾10公斤的酒類、醬油等，並送貨到目的地的工作。
雖然是非常艱困的工作，但是也存了一筆錢。在名古屋的第一個職場，大城體驗了面
訪販賣。面訪販賣可以說是直銷的原點。誰也說不清人生會在哪個地方影響我們邁向成功。
帶著為數不多的錢，大城從名古屋到東京發展。但是沒有想到，只短短的停留了一陣
子。父親的緊急病危通知，讓他決定回到故鄉。一邊照顧著父親，一邊在村子裡的村公
所工作。7年間在村公所擔任稅金徵收的工作，和之前的立場顛倒，之前一直處在被徵收
的那一方。在鄉下的工作，對大城來說是很無聊的。描繪著夢想，被刺激挑戰精神的大
城，決定離開鄉村。人生也不是只有痛苦的事，也正因為從東京回到故鄉，才能和青梅
竹馬的八重子小姐結婚。如今，鴛鴦夫婦達到了成功的頂點。
沖繩島真的非常的美麗，純白的沙灘、珊瑚礁的海洋。西邊是東海，東邊被太平洋環
抱，十分平和的一個島嶼。看地球儀上，大約是鉛筆筆尖一個點的大小，誰都不會注意
到的小島。坐飛機的時候，大約只要數分鐘，小島就會消失在身後，但是天空的湛藍、
海洋的美麗，都是不會消失在腦海的。美洲大陸從西邊到東邊，東邊到西邊，大約需要
花5個小時以上的時間。雖說如此，但是拿沖繩和美洲相比本來就有點奇怪。
但是、旋轉地球儀的時候，不管是哪個國家都是地球儀的中心，同時是世界的中心。
這樣會讓人忍不住想要去旋轉地球儀呢。旋轉地球儀的時候，原本不起眼的地方就變成
世界的中心，而那些大國則在角落追尋環繞。就如同我們可以依照視點的改變，而讓自
己在世界成為被注目的焦點，抑或是被人遺忘。而這也左右了我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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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異常天候下依然生長著稻穗的『還原米』

Kangen rice plants grow among weeds and even Rice plants grow without weeds in the normal
under abnormal weather.
rice paddy.
被雜草包圍，在異常天候下也伸展的稻穗的還原米 完全看不見雜草的『一般田地』的稻穗

目前正處於氣候異常的狀況。7月中，日照當頭，氣溫
上升，天氣非常的好，但是過了盂蘭盆節之後，天氣變得
越來越奇怪了。持續的長時雨、集中豪雨，颱風使的日照
時間縮短。今年作物的生長在盂蘭盆之前都是與往年相同
判定良好，異常天氣如果持續下去的話恐生變數。
因為異常氣候，收割的時間也往後延。在9月下旬去現
場取材時，幾乎所有的田地都還是青色的，還沒有轉變為
黃澄澄的顏色，井戶農產用還原水種植中的「還原米」也
是，使用農藥的「一般田地」也是一樣的狀況。
雖然是如此，但是也不是完全沒有進行收割的作業。「
一般田地」有一部分的農地，已經收割了，那些稻子的尺
寸，和8月份收割的『還原米』沒有明顯的差別。不過有一

Weeding is omitted in the harvesting of a normal Kangen rice growing from stubble, after only a
rice paddy.
month and a half since the ﬁrst harvest.
不須進行除雜草的『一般田地』，進行收割的景象 在收割之後，只花了一個半月又從斷枝的部分，
長出稻穗的還原米

點有明顯差別之處。8月的「還原米」的收割，在9月號刊
介紹的時候，有提到還原米收割的時候，必須要「除雜草」，
但是「一般田地」完全不需要這進行除雜草。一般田地並
不會長雜草，因此這樣耗時間的作業完全可以省略。但是
使用農藥是需要背負一定的風險的，在『效率』的背後，
這件事不可忘記。
當作是雜談，這次要跟大家說的是「稻子」被隱藏起來
的能力。8月份進行收割的井戶農產的其中一畝田，從斷枝
生長出來新的枝枒，並且長出了稻穗。在日本，基本上不
進行二期稻作的，但是稻子的潛力真的是令人驚訝。下回
的月刊，將會進入最終的收割階段，希望能比較電解水稻
作和一般稻作的稻穗的差別。

Hacchi的「有水的生活」

在夏天平凡使用的冰箱，用電解水清洗乾淨吧！
今年日本的夏天，是非常炎熱的。

有番茄醬和美乃滋的污漬在冰箱門

在這樣的時期，每個家庭最頻繁使用

上，冷凍室有肉和魚的臭味，阿~真是

的是冷氣，和電冰箱。

慘不忍睹。

當然，冰箱不管是哪個季節都要使
用，但是在炎熱的夏天更是使它高速
運轉。冰箱真的幫了很大的忙，但是
大家有好好的清掃冰箱嗎？
其實…我沒有很常清掃。(X)

■在冷藏櫃有很多髒污

■用還原水來去除油污
來開始清掃吧！首先是冷藏庫、冷
凍庫和蔬果櫃裡面的架子全部拿起來，
用海綿沾『強還原水』刷洗。
再用強還原水洗過的抹布，擰乾後
仔細地擦拭裡面。強還原水有去除油脂

雖然不行，不過還是先看看冷藏庫

的效用，而且不管怎麼說他只是水而

裡面的樣子吧！裡面還蠻髒的麻。嗚

已，就算真的殘留在冰箱裡，也不會像

阿~吃剩的食物和腐壞的蔬菜水果，還

清潔劑一樣，有吃進肚子的疑慮。

■最後的結尾用強酸性水
最後的結尾用『強酸性電解水』清
洗一次，就可以有除菌效果。
不可以忘記的是，『門口的墊
片』，其實最容易卡汙垢的地方，這裡
也用還原水洗過的抹布仔細地擦拭。
這樣清潔乾淨的冰箱，就不用擔心
會有食物中毒的問題了，全部都是說
LeveLuk做出來的電解水的福。

佐渡山莉理上個月
被財團選為支援選手
以運動為中心，從事教育、文化、社會支援事業的一般財

得金牌的體操選手內村航平和游泳選手狄野公介和金藤理繪

團法人『上月財團』(東京都港區)，在這次的『2016年度運

等著名的選手。本年度的支援對象，從游泳、田徑、體操等

動選手支援事業』選定74人為支援對象。其中一人就是

13個體育種類內選出，但是高爾夫項目只有僅僅三名選手被

ENAGIC高爾夫學院的佐渡山莉理。這個事業以未來有發展

選上，而這也是佐渡山選手備受是全國期待的選手的證明。

可能的年輕選手為支援對象，其成果像是去年在奧林匹克獲

高爾夫學院兩名學生，
參加日本女子公開賽。
今年第49屆的日本女子公開高爾夫選手

常大的。新垣選手也在大會前日的『朝日

權比賽在9月29日~10月2日於櫪木縣舉辦，

新聞』編輯的早報，日本女子公開賽的特

ENAGIC高爾夫學院的新垣比菜選手和佐渡

別報導中，以2014年國內女子巡迴賽最年

山莉理選手被選為參賽選手。本大賽由日

少的優勝者勝南選手齊名【高3黃金時代延

本高爾夫協會所主辦，是女子高爾夫界中

續】為標題，附上照片介紹，是備受期待

規模最大的錦標賽，其參加資格非常重要，

的選手。

因此兩人都背負著眾人的期待出場。成果

高爾夫球學院的其他選手也參加各式各

是新垣選手很可惜的在預賽中落選，但是

樣的比賽。在9月17日~19日在ENAGIC

佐渡山選在眾多的強者中脫穎而出，在預

瀨 嵩 鄉 村 俱 樂 部 舉 辦 的 『 C L U B

賽中取得並列26名的成績。

CHAMPIONSHIP』比賽中，獲得好成績的

17歲的畑岡奈紗是史上第一位業餘選手

選手們，也將在『KAN SAI CUP』(29~30日/

獲得優勝，今年的大會業餘選手非常的活

福岡)和『九州CLUB

躍。佐渡山選手在32名出場業餘選手中，

(10月4日~5日/長崎縣)出場，大家起一努力

獲得第4名的成績，未來發展的可能性是非

獲得好成績。

Asahi Shimbun (Sep. 28 issue), introduces
Arakaki with a photo.
『朝日新聞』放上照片介紹新垣選手

CHAPIONSHIP』

Enagic Academy member, Genki Tamashiro,
as featured in a poster for the Kansai Cup.
登上『Kan sai Cup』宣傳海報的高爾夫球學院
玉城元氣選手

強力推介
活用電解水的

Kangen Water ﬂags placed at the front of the salon.
玄關附近立著還原水的旗幟

花什麼時候會開呢?初次登場，日本最北邊的小據點

A party celebrating the opening of the salon
(front left, Sakurai, and front middle, Suzuki).
為了慶祝沙龍開張而舉行的慶祝會（前排左為櫻井小姐，
中間為鈴木小姐）

日本最北邊的北海道，最近外國觀光客慢慢增加中。
其中旭川市的增加最為明顯，去年比前一年度增加了
60個百分比。在這個充滿魅力景點的城鎮，有著越來
越有名的旭川動物園和雪的博物館，慢慢開始活躍起來
的販賣店有著一個小據點。他的名字就是ENAGIC『旭
川沙龍』
「因為才設立沒有多久，所有的事情都是從頭開始。」
話說得很含蓄的分銷商的鈴木小姐(4A)。設立的動機非
常的簡單，對鈴木小姐來說就像『上司』般景仰著的櫻
井玖仁小姐(6A)給鈴木小姐「積極的發展比較好喔！」
的建議，鈴木小姐也接受了，開了一間共同的沙龍。2
人是6A18-5的石井惠子小姐的下線，因為櫻井小姐住
在千葉縣，所以長期駐點的是鈴木小姐。(周一~週六的
早上)。

沙龍位在住宅區的兩層透天厝，向住戶租一樓的部分
開張。從JR旭川站搭巴士約需要20分鐘的距離(東光17
條7丁目下車)。為了讓大家能馬上知道在哪，在玄關的
部分，還有『還原水』的旗幟。這個沙龍的優勢是設有
廚房，可以馬上實際調理使用還原水的料理。順帶一
提，屋主也是LEVELUK的用家，給予很多的援助，真
的是讓人安心。
沙龍在8月下旬的時候開張，在近期會請營養管理師
來舉辦『食物和水』的講座等，而其他各種的活動也在
構思中。目前正在製作沙龍的傳單，在附近的社區分
發，努力的宣傳。在北方的大地剛成長出來的花蕾，不
久後將會綻放出美麗的花朵吧。

●Please send 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 Relations Department.

電解水的獨持使用方法在徵募中

信息請發送到廣報室／ e-mail：ko u h o u@ e nag ic. co. jp

還迎新 6A!

用少許聰明才智
來吸引人興趣！
祝賀！
4分店達到8月目標！
目標達成支店

夏威夷、溫哥華、洛杉磯、澳洲

［意大利］

夏威夷

溫哥華

洛杉磯

澳洲

RUFO是菲律賓裔意大利人，和妻子孩子三人住在羅馬。
2013年在看完水的實驗之後，知道了還原水。在之後
一家人試喝了還原水約三周的時間後感到非常的滿意而
購入了LEVELUK。七個月之後，他開始了ENAGIC事業。
在當時，RUFO對如何讓人們信任還原水感到不安。
但是只要自己強烈的確定著還原水的效果的話，相信對
方也會感受到，這樣認為著的他，開始了販賣店活動。
其結果就是在2年之後達到了6A。現在的他和妻子一起
組織事業，追尋著『把還原水推廣到世界』的夢想。

祝賀！達到新6A 2016. 8月份 6A.6A2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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