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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棒的贈禮！
Enagic 事業
獲得財富和幸福！

Balazs在2008年從母親的Zsuzsanna那知道了還原水的

資訊。其實原本Zsuzsanna會接觸還原水，也是因為兒子長年

健康狀況不好的關係。母親對兒子的愛無庸置疑，在尋求各

式各樣的改善方法之後，接觸到了還原水。就這樣，開始活

用家庭用的LeveLuk，Zsuzsanna成為了分銷商。

在開始飲用還原水之後，Balazs也開始了Enagic事業，

但是被朋友及家人嘲笑，只嘗試了Enagic事業幾個月。真正

開始認真地開始Enagic事業是在5年後的2013年的3月開始。

在 那 之 後 ， 他 就 努 力 的 晉 升 ， 在 今 年 的 6 月 終 於 成 為 了

6A2-3。不只如此，他還遇見了6A2-2分銷商，可說是完

美的Margaret，讓她成為了自己的未婚妻，得到了前所未

有的幸福，Balazs 每日努力“保持建立及制造更多機會，改

變更多生命。”

  因為Enagic事業而成功及非常可觀的收入的他是這麼說

的。“我和我的家人的人生有著戲劇性的變化。現在我能夠

實現了夢想，購置很棒的房子之類想要取得的事物，亦能完

成想要的成就的成果。這一切都是大城會長夫妻和世界上的

Enagic夥伴，以及夥伴的夥伴們的功勞，我打從心底深刻的

表示感謝之情。”(下文續P5)





日本

在開幕式的前一天，以外國分銷商為主，準備了沖繩觀光和在名護市的『Enagic瀨嵩鄉村俱樂部』紀念高爾夫球賽兩種行程。

主旨為療癒日常分銷商活動的疲勞以及為分銷商養精蓄銳。

沖繩觀光的行程是參觀琉球王朝時代的歷史遺產-首禮門、首里城之後，在Enagic美濱保齡球場，享受保齡球的時光。上午參觀

國際有名的美麗海水族館等。在品嘗沖繩的『現在』，追憶沖繩的『過去』的觀光之旅後，所有的海外參加者都非常的開心。

  在高爾夫行程之中，大城會長也一同參與這個活動。在被海(大浦灣)和山丘(瀨嵩之森)圍繞，擁有豐富自然資源的18洞追逐著

小白球。至於所有人的分數，那是『內部秘密』(?)的樣子。

在首禮門的前面辦王族、貴族拍照

在開賽前的紀念照片

在美麗海水族館驚嘆海洋的多樣性

大城會長爽快的揮桿

在保齡球美濱享受保齡球的一行人

Enagic 活動新聞

10月27日用觀光和高爾夫好好品味沖繩！

Enagic E8PA活動中心
在沖繩舉辦慶祝的開幕式！
配合觀光和慈善活動！



在進行主要活動Enagic E8PA主樓的開幕紀念活動之前，海外分銷商訪問了名護市嵩

瀨的相關設施。在薑黃工廠參觀薑黃Σ的生產過程，也拜訪了大城會長的舊家--『瀨嵩

的家』。

之後參與磯部勝正國際訓練本部長舉辦的特別訓練，參加者全員都非常認真的聽課。

接著終於正式的進入活動的主題，主樓的開幕紀念活動開始。首先在入口處，大城

會長和各國的6A2-3及以上分銷商一起剪綵，在剪綵之後，進入設施內的會場，見證特

別而且氣勢十足的敲酒桶儀式。

在這之後，帶來的市代表沖繩文化的琉球舞蹈和Eisa-，令現場的氣氛更熱鬧。接著

進行表彰典禮，達到6A2-3的印尼分

銷商Adit ya  Novr iansyah和Wik an 

Handono，達到6A5-4的Andhyka Putra Sedyawan從大城會長那接過認證書和獎金。

在派對的最後，是由對自己歌喉有自信的參加者帶來的歌曲，壓軸當然是由大城

會長夫妻在三線和四竹板的演奏下帶來的歌曲『福壽之花』，為活動帶來歡樂的

結尾。

今天在Enagic瀨嵩鄉村俱樂部舉辦『2016第5屆/特別奧運/九州、

沖繩高爾夫球場大賽』。所謂特別奧運(Special Olympics)，指的

是讓智能障礙者自立或融合社會為目的，提供運動機會的國際組

織。而在日本特別奧運這個組織和Enagic共同舉辦的比賽，為了

社會貢獻而舉辦的。

10月28日參觀Enagic相關設施和主要活動的熱烈盛況！

在薑黃工廠參觀薑黃Σ的生產

磯部國際訓練本部長所帶來的特別講座

升格為6A5-4，從大城會長手中接過認定書的
Andhyka Putra Sedyawan

在活動結束之後，包圍著大城會長夫婦的海外分銷商

說明中心成立的意義和作用的大城會長

慶祝中心成立，由大城會長和有力分銷商帶來的剪綵活動慶祝中心成立，由大城會長和有力分銷商帶來的剪綵活動

沖繩的石井團隊的成員也參加活動

被認定為6A2-3而感到開心的Aditya Novriansyah(左)和
Wikan Handono

破酒桶儀式的酒，是名為『琉球王朝』的泡盛酒

10月29日舉辦為社會帶來貢獻
的高爾夫球賽



(續1P)

雖然Balazs達到了6A2-3，但是回首過去的經驗，也是有不少的困難。尤其是團隊

的形成和發展維持的過程中，有不少的『陷阱』存在著。

具體來說，就是成員之間溝通不足和摩擦。Balazs對於這樣的事情，是這樣說的。

『不論如何，最重要的就是快速的把握狀況，馬上的做出解決方法。』這樣便可一

起學習、一起培育、一起成長。

歷經許多困難的Balazs對於未來的目標有什麼規劃，他是以『目標無限』這多年遠

大的夢想，『讓團隊的夥伴有更多能量，讓

更多人留下強烈的印象。這個事業的組織，

正是Enagic留給我們最珍貴的禮物。要獲得

健康和財富，正是要大膽的活用。我想要慢

慢的擴大為世界的規模，為世界創造新的繁

榮時代。』為我們說明將來遠大的夢想的

Balazs能力強大，永不倦於挑戰。

體質的還元
公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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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封頁

環球焦點

加拿大

探訪全世界的還原水辦事處

香港

5個還元

夫婦協力開設Enagic事業活動據點

在辦公室內，LeveLuk系列展示在牆上

有非常多的人前來祝賀的開幕紀念派對有非常多的人前來祝賀的開幕紀念派對

7月份參加拉斯維加斯國際大會的Balazs的家人。
(左邊開始)哥哥的Dave、Balazs、(未婚妻)的Margaret和
母親的Zsuzsanna。

新辦公室的開幕紀念派對，老闆是左3的Wong Tin Lok和
後面的Kong Ho Pak夫婦

在香港有非常多的還原水辦事處,大家都是為了更蓬勃發展Enagic事業而設立據

點。其中有很多是分銷商夥伴、家庭或是兄弟姊妹協力一起開設的，當然夫婦一

起開設的案子也非常普遍。其中一個例子中，江浩柏和黃天樂夫婦的關係就是變

成如此的緊密，進而開設了辦公室。

辦公室的名稱是『Great Cyperss Group Company Limited』，兩個人雖然年紀尚

輕，但是已經達到6A2-2階級，是率領許多分銷商的巨大組織。剛剛達成輝煌的

6A2-3。『我一直想擁有專用的還原水辦事處，能夠開設真的非常開心。開幕派

對有非常多的分銷商夥伴和Enagic公司領導前來祝賀，真的覺得非常的感動。』

兩個人是這樣說的。被這麼多這麼棒的夥伴包圍，踏上新的人生旅程的兩人與他

們的頂尖伙伴，在今後也會一起在Enagic事業上更努力！





夢想不只是夢想

從沖繩到世界！
大城博成的成功故事

接下來介紹的人物，用自己的手指轉動著地球儀，把自己的故鄉沖繩，放在世界的中

心。並且，是從小島喝到世界的人。2002年，大城從沖繩到東京圓夢，在隔年2003年

在洛杉磯建立了一個臨時的事務所。在那之後12年，美國、加拿大、墨西哥、歐洲市場、

亞洲和南美洲等20個國家進行著新市場的事業拓展，並且介紹著還原水。

大城會長經常這樣說「夢想不是拿來空想的，是要拿來達成的」。沒有夢想就意味著

沒有目標，但是卻有許多人都選擇放棄夢想。夢想的大小決定了一個人的氣量。氣量太

小的話，是無法得到碩大的成果的。雖然人們清楚這樣的真理，卻依然在這樣的狀況渴

求不努力就不會得到的成果，如此的結果最後就會化為空虛的現實攤在人們的眼前。唯

有懷有確切的標的，想要的成果才會相輔。

Sony的盛田昭夫先生和創業者們描繪著『日本再創造』『文化素質提升』的夢想，這

樣的能量，終於擴散至全日本，甚至全世界，現在沒有人不知道Sony這個品牌。

年紀輕輕便殞落生命的Steven Jobs的夢想是『A dent in the Universe』。Dent

是凹痕，這個凹痕向宇宙的遠方留下自己的印記，賈伯斯的發明、發現，就像是宇宙中

指尖的凹痕。雖然年紀輕輕就殞落了生命，但是世人不會忘記他宇宙般大的夢想。

人們說成功的人90%以上有自己的『夢想』『目標』，大家都知道夢想的實現並不是

偶然，並不是伸手就可以得到的東西。要有意識地以此為目的生活下去，大城也經歷了

很多的困難，在經驗的累積下，成就了今天國際性的企業。在小小的島嶼出生的他，今

天也在世界市場上活躍著。夢想是成功的推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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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
環球報告

■8/27楠榜省、班達楠榜
■8/28東加里曼丹省、巴里巴板
■9/3 中爪哇省、三寶瓏
■9/4日惹特區、日惹

■9/10 東爪哇省、泗水
■9/17西努沙登加拉省、龍目島
■9/18南蘇拉威西省、望加錫
■9/24占碑省、占碑

不管是望加錫會場還是占碑會場，多數的女性參加者引人注目。

在特別訓練後，講師的磯部先生(後排左邊數來第5位)和
參加者們一起合照。

8月27號到9月24號期間，以印尼分店為主，全印尼有8個地方舉辦特別活動。這個活動同時也是伊斯蘭教的結束斷食的活動，各地

的活動都是盛況空前，大約有1,000人動員起來。主要內容為，E8PA的訓練，實驗組合的介紹，由Enagic工作人員所帶來的機器的

使用方式和保養方式的訓練。各個會場都有活絡的問答，也聽到資料性非常豐富的培訓的意見，是非常有意義的活動。

10月21日和22日兩天，磯部勝正國際訓練本部長在新加坡舉辦特別訓練。兩天都

是從早上9點到晚上6點，比較辛苦的行程，但是參加者都表示，不會放棄這樣難

得的機會，認真積極的聽課。

特別活動的
日期和舉辦地

Enagic 培訓消息
磯部本部長在新加坡
舉辦特別訓練！

在全印尼8個地區，舉辦特別活動

訂正啟事

實驗組的價格訂正 本月刊10月號刊的第2頁，實驗組的介紹中，價格標記為200美金。正確金額為
300美金。不好意思，在此更正。



A test result of “undetected” fills up the report 
made by the Environmental Research Center.
『環境研究中心』的檢查結果為農藥「無檢出」

Kuriya’s packaging machine is disinfected 
with electrolyzed water.
用電解水消毒的Kuriya的包裝機械

Most of the weeds found in the Kangen paddy 
are millets.
在「還原田」裡茂盛生長的，大多是比較高的小米

No weeds can be found in the normal paddy 
using agrochemicals.
使用農藥，完全看不到雜草的「一般田」

Eangic還原米計畫

農藥檢查250項目，全部為0！
未來“生態農業”的先驅，電解水稻作

終於進入最後收成的階段。在收割之前，一般的農田和井

戶農產的電解水稻作的農田比較看看。上面圖片的①是還原

農田，②是一般農田。可以明顯地看到，圖①有但圖②沒有

的「雜草」(比較高的植物為「小米」)，非常茂盛的生長著。

一般農田使用了大量的農藥、化學肥料，自然而然的雜草無

法生存。還原田正好相反。雜草茂盛的還原田的電解水稻作，

正是個安心安全的證明。

另一個安全性的證明，正是科學。9月份收割下來的還原米，

送去『環境研究中心』(茨城縣)檢查，包括DDT等250項農藥

檢測，結果都沒有檢測出農藥來，圖③沒有農藥殘留的電解

水稻作，正是未來「生態農業」的先驅。

收成的還原米，首先用井戶農產的機械進行所謂把稻殼去

除的礱穀過程，優良米和不良米的篩選，雜質異物的去除之

後，在乾燥使還原米水分在15%左右，再把胚芽米用一噸裝的

袋子裝起來，送到精米、包裝業者那邊去。

米廠的Kuriya(公司)(香川縣)是創業134年的老舖。在這裡進

行還原米的磨米、篩選、計量、填充、真空包裝，之後就是

送到我們手中的商品。其實Kuriya也是使用電解水，徹底消毒、

殺菌機械實施衛生管理的公司(圖片④)。生產者(井戶農產)、

精米和包裝業者(Kuriya)還有電解水生成器製造業者的Enagic。

由「電解水三重奏」所以製造出來的還原米，今年開始將在

世界上販售。



糟糕！打翻的醬油沾到衣服上了。

阿~真是糟糕，醬油可是「液體」中，

污漬數一數二難去除的，真困擾。總

之，不快點處理的話就污垢就清除不

掉了。但是如果處理方式不當的話會

讓污垢更難清除，因此不能輕易下

手。

■用洗劑和汽油是去除不了的
首先把污漬的地方，用擰乾的毛巾

砰砰的敲打，接下來用中性的洗劑沾

污漬處，在砰砰的敲打。最後用擰乾

的毛巾擦拭，用這樣的方式先試試

看吧！

但是成果卻不理想，接下來試試用

汽油到在毛巾上，砰砰的敲打。但是

這個方式也不能很乾淨的去除。(^^;;)

■搓搓洗洗反而更去除不了
這些方式都不行的話，就沾上洗劑

搓洗看看吧！不知道是不是太沒耐

心，就算知道完全沒有效果⋯

但是以前，在清洗衣物的時候，有

聽過使用強還原比較好，那在去除污

漬也有一樣的效果嗎?這樣想著，就試

試看了。

■還原水可以去除的理由
試試看之後，果然對於去除污漬也

是有發揮效果的。強還原水有鹼化作

用、乳化、分解作用和污垢分離作

用，可以讓油脂等汙垢浮出來。之前

使用的中性洗劑，現在用強還原水替

換就好了。

但是因為是高PH值強鹼，所以使用

在動物性纖維的絹和羊毛等，需要比

較注意。

總而言之，使用還原水的話，就算

是我也可以順利的去除污漬喔! (^^;;)

活用強還原水，挑戰去除醬油的污漬！

Hacchi的「有水的生活」



強力推介

活用電解水的活用電解水的

第24回

Richard Cheng, who took part in the 
Global Convention held in July. 
參加7月拉斯維加斯國際大會的
Richard Cheng先生

Canada/加拿大

Richard Cheng是Ceragem Kangen Wellness Center的

資深講師，每天都過著忙碌的生活。紅外線醫療床最近

日本也慢慢流行起來，是在特殊的溫熱床上，實施按摩

的療法。Cheng先生把這個帶到安大略省的多倫多(兩個

據點)、哈彌爾頓、倫敦和布蘭普頓等5個據點實行。

Cheng先生強調，在實行這個療法，不可或缺的正是還

原水。

他是在2009年從自己的父親那裏知道還原水的。他們

購入了營業中心用和自家用的LeveLuk。但是Cheng先

生對還原水還是有些疑慮，但是在效果出來之後，很快

地就接受了。對於來營業中心的客人，也推薦了還原水。

Cheng先生對於這個行為的動機是這樣說的，「在健康

方面，我想要提供最好的還原水。」

至於使用方式是這樣的，首先透過按摩調整全身的狀

態，在這之後請客人喝下還原水。用這樣的方式，提高

身體的新陳代謝，讓身體煥然一新。

就這樣按摩和還原水的合作之下，讓來的客人都可以

開心，但是在2013年時，Cheng先生開始思考『想要更

推廣Enagic製造的LeveLuk』，並開始實施還原水實驗

示範演練，並且正式的開始事業。這樣的結果，讓他達

到了6A2-2，得到非常好的成績。在之後，Cheng先生

和夢想中的女性結婚，可以理解為什麼他說『2016年是

人生中最好的一年』。Cheng先生，恭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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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原水和按摩的組合，讓身體煥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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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兩色的卡車，
為還原水宣傳！

黑色與白色的Kangen皮卡車 6A2-3分銷商的Andy & Carmen

溫哥華、香港、俄羅斯

溫哥華

俄羅斯

香港

祝賀！達到新6A 2016.9月份 6A.6A2以上者

住在香港的Andy Lau先生現在是6A2-3的頂尖分銷商。

伙伴的Carmen小姐一起熱衷於分銷商活動及引證了推薦

還原水的使命。這樣的Andy先生，其實是Pick-up車的愛

好者，在這樣時尚的愛車上，貼上Kangen耀目的設計。

在原本白色的車體，用黑色的文字大大的寫上Kangen，

形成黑色與白色獨特的傑作。在裝飾上多使用紅色的香

港，這樣的設計反而吸引目光。Andy先生也很開心的說：

「這樣的設計，應該可以吸引到很多的目光吧！對

Kangen Water來說是一個很好的宣傳。」

祝賀! 
4 分店達到8月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