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藉由人才育成來增加自己的夥伴，正是這個
工作的樂趣所在！
藉由人才育成來增加自己的夥伴，正是這個
工作的樂趣所在！

［菲律賓］　　

(左上) Kraig/5A & Chad/6A & (Bottom Left)Hilary & Veronica/6A2-2 Quinain

這一家人是『Enagic事業家族』。母親的Veronica、長男的Chad和次男的Kraig三人一起進行著事業。(也有其他進行事業

的親戚)其位階順序為6A2-2、6A、5A。雖然還有最年輕家庭成員，妹妹Hilary，但是因為才14歲，要開始事業還太早了，

但已為她的將來準備了豐厚的基金。

Veronica在2016年2月開始了事業。從事這個事業，伴隨著增進健康的優點，讓她覺得『我要從事這個工作！』

Veronica原本從事料理及營養教學工作，在了解還原水的效能之後，開始了Enagic事業。

方法非常的簡單，『只要傳達還原水的好處』。她所率領的『Team Catribu』的夥伴們一起，每天分享她們確信的事實，

努力工作去鼓勵其他人飲用還原水。以此方式從事著Enagic事業的Veronica，其晉升也十分順利。開始事業之後一年多就晉

級到了6A，不到兩年就達到了6A2-2。這樣的她現在的目標是“在明年的3月的國際大會前，達到6A2-3。”，想必十分有

機會達成吧。  (續P5)



2017年3月16~17日

訓練　
國際大會　
高爾夫大會&觀光

一起慶祝大城博成CEO的生日！

在沖繩舉辦國際大會！

明年的3月16~17日， 在Enagic發源地・沖繩
舉辦 「2017年國際大會」。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未持有E8PA卡片者　　請向各分店詢問
●参加費用： E8PA卡片持有者　　10,000日圓

●參加資格： Enagic分銷商且E8PA卡片持有者， 或者是

 2016年11月~2017年2月新6A以上達成者



Enagic活動消息

馬來西亞
2,300人參加馬來西亞分店成立
4周年紀念會！

印尼

Joko在海邊舉辦特別訓練！ 

6A2-3(以上)的受獎分銷商。(由左)Jun Leong、John Lim、Cora Loh、
Sam Sia

6A2-3(以上)的受獎分銷商。(由左)Abdl Rahmen、Nordli Razmi、
Zahid  Saleh和Masslina

領導人的Triyadi Joko Cahyadi(中央)及他的團隊成員

6A2-2的受獎者們。(由左)Dato Jahlilawati、Saifol Mualim、
Moke E Yen；Brice Chow、Lim Yin Yin、Lim Suzzane

在台上並列的新6A2-2，看起來非常引以為豪的眾分銷商

集合200人的分銷商的訓練集合200人的分銷商的訓練

11月14日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的會場，舉辦慶祝馬來西亞分店成立4周年的盛大

活動，約有2,300人前往參加。以新興國之姿，在經濟發展有顯著成績的這個國家，

Enagic事業也大幅度的進展著。

在活動的高潮是，正是由磯部勝正國際訓練本部長和中尾Nick店長為升格者頒發認

定書和獎金的授予儀式。升格者個別所屬的團隊不停歇的歡呼聲，會場的所有參加者

獻上代表榮譽的掌聲。

其他由有力分銷商所帶來打氣的訊息和分銷商的『餘興節目』等，準備各式各樣讓

活動更有趣的節目，正適合躍進的馬來西亞的4周年紀年活動，就這樣結束了。

11月25日到27日，Triyadi Joko Cahyadi (6A-3)在印尼的龍目島的海邊，聚集約200人

的分銷商舉辦特別訓練。領導人的Joko說這個活動的目的是要提升未來領導候選人的能

力。具體來說是轉換想法和提升溝通能力，以及規劃更美好的人生等課題。參與學習的

參加者中，想必可以誕生出優良的領導人吧。參加者通過不同的解決問題項目，學習如

何挑戰自己的觀點，增強溝通能力，預見美好的將來。在這群優秀分銷中，定必能誕生

卓越的領導。



我是這樣成為6A2-3 的！

新 6A2-3 的肖像

支撐他辛苦工作的妻子和父母

和巨大團隊『KAT』一起向前邁進！

所謂成功是克服“神所給予的試驗”，
成為更好的人。

With the success of his business, 
he now owns two cars and a 
splendid home.
因為Enagic事業而購入的家和車子

［Indonesia／印尼］
(From left) his daughter, Callysta Khaira Hapsari,  
himself, mother, Pariyem, and his wife, Tantri Jayanti. 
(由左)女兒Callysta Khaira Hapsari、他、
他母親Pariyem和他的妻子Tantri Jayanti

Wikan先生是一位牙醫，年紀輕輕就在緊鄰首都雅加

達的西爪哇省，經營五間牙醫診所。但是在數年前，因

為其他生意失敗，承受了15萬美元的損失。『經濟的健

康』呈現最糟糕的狀態。

但是他認為『這是神為了讓他成為更好的人，所給予

的試驗。』，並每天祈禱。之後在2013年7月，終於和

印尼的頂尖領導人Andhyka相遇，並獲得了還原水的情

報。他那時的直覺告訴他『這個一定是一筆大生意，說

不定可以償還巨額的負債。』，並馬上購入了LevuLuk，

開始了Enagic事業。

有一次他遇見了一位需要購入LeveLuk來擴大事業，

但是卻沒有餘力去負擔購買的金額。當然Wikan先生也

沒有餘力負擔。這麼難得的機會，怎麼能讓他溜走呢，

在焦急的到處募錢的某一天，終於跟妻子說明了事情的

真相，妻子也允許了去跟別人借錢。他說「在那之後，

妻子和父母都給了我很多的幫助，真的非常感謝他們。」

在那之後，Wikan先生更加辛苦的工作。

在努力之後的結果，Wikan先生在14年4月早早的就

達成了6A，在隔年的10月達成6A2-2，甚至在今年的9

月終於達成了6A2-3。向說著「明年的國際大會前，要

達成6A2-4」的Wikan先生詢問了成功的秘訣，他說：

「從失敗中學習謙遜，並繼續奮鬥。」，並提到「真正

的成功是成為更好的人。」。Wikan先生現在率領著有

22位6A的巨大團隊『Kangen Amazing Team(KAT)』，

信仰著『神的加持』一邊朝著增加擁有「成為更好的人」

的理念的成員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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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打招呼的農水省生產局的真鍋郁夫技術普及課長

會場擠滿了參加者

11月18日和團隊的夥伴一起去大阪工廠參觀
(Veronica是最後排左邊第6個)

對Veronica來說團隊和家人是一樣的

11月4日由『一般社團法人‧日本電解水協會』(JEWA)主辦的第八屆電解水講座在

東京都內舉辦，而Enagic International也是該協會的會員之一。從政府在指定酸性電解水

為『指定農藥』已經2年半了。在這段期間以“特定對農耕無害之農藥”在稻作、蔬菜、

水果的栽培等各個領域都有發表實驗。

另外，農水省‧生產局技術普及課的真鍋郁夫課長在招呼中對於未來用酸性電解水

來代替農藥的可能性表示非常期待，並獲得全場的掌聲。

其他，食品領域的活用電解水實例或者是酸性電解水的消毒機制等都一一報告，是

一個內容非常豐富的講座。

(續P1)

Veronica住在的宿霧島是在國際上有名的菲

律賓觀光勝地。但是島上人民的生活，並不豪

華。身為其中一位島民的Veronica希望可以藉

由Enagic事業，提升貢獻及幫助他人改善

生活。她強調「為了這個目標，勤勉和不動

搖的精神是必要的」，「這不正是日本人的生

存方式嗎？」

原本不拘泥也不在意企業和人的『國籍』

的她，在工作上的態度和理念上，正在學習

Enagic的發源地-日本。再加上大城博成CEO所

提倡的『感謝(人情)之還原』和『團結精

神』，Veronica對於這樣的全人發展理念，給

予高度的評價。

「令人感到暖心的這個理念，一直都是工

作上神聖的原動力，也能同時人才育成，這正

是這個事業的樂趣所在。」在最後，她臉上浮

現親切的笑容這樣說著。

日本電解水協會舉辦
電解水講座！

Enagic電解水消息Enagic電解水消息





背向小島再次面向東京出發

從沖繩到世界！
大城博成的成功故事

大城到東京之後，在擅長的會計事務所，獲得了一份工作。

在當時，雖然目標是成為合格會計師，但是胸口燃燒著的企業

家靈魂，怎麼樣都無法熄滅。在大城夫婦的心中，開始描繪起

未來廣大的夢想。夢想就這樣從沖繩到東京，之後是美國的西

海岸、東海岸、歐洲、亞洲在世界飛行著。

鯊魚的習性也是非常的有趣的。在水族館的水槽飼養的鯊魚

，不會長太大。但是在海裡游泳的鯊魚，會生長成比較大的鯊

魚。如果一直待在沖繩這個小島的話，只會變成小鯊魚，但是

真的做得到朝著世界前進，變成大鯊魚嗎?觀察一下植樹商家的

工作的話，也可以獲得一些啟示。要種植大棵的樹木，一開始

的時候，要先把它種在小的盆栽裡，接下來移植到中型的盆栽，就這樣慢慢地移植到更

大的盆栽。最後移植到街道的路邊，讓他有更多的生長空間，成長為更大的樹木。就算

是很小的東西，也要盡量放進大的容器或著布包裡面比較好。兩人就這樣踩著沉重的步

伐，朝著未知的大都市前進了。

  大成夫妻兩個人深信，只有在大城市或者是東京才能成功，就因為如此，兩個抱持著

不管有多麼的辛苦多麼的艱難的覺悟，離開了小島，再次回到了東京。大城已經習慣了

貧困，對於辛勞有很高的忍耐力。夫婦在東京找了一個僅可以睡覺和吃飯的小房間，之

後會怎麼樣發展，誰都沒有辦法預測。兩人預想著極限的生活，再次的佇足在東京，並

凝視著駐足的這塊土地。但是這一次，八重子夫人也在身邊，對大城而言，沒有比這個

更好的力量和鼓勵了。悲傷和痛苦，只要兩個人分享，就會變成只有一半。但是一起分

享快樂，卻是加倍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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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無的夢想由東京小屋開始
Their dreams began from this tiny
room in Tokyo



大約100人享受第一次的每月大會

在開球式展現豪快揮桿的大城會長

●持有E8PA卡片者：免費
●擁有LeveLuk， 沒持有E8PA卡片者：2000日圓 
●兩者均未持有者：3000日圓 
　詳細情形請見 http://e8pa.com/jp/

Enagic E8PA主樓的盛大開幕慶祝活動結束過不多久，11月8日在沖繩縣名護市的

Enagic瀨嵩鄉村俱樂部主辦每月一次的高爾夫大賽。包含大城博成會長在內7人的開

球式之後，將近100人的參加者享受比賽。

另外，E8PA從12月開始每個月8日訂為『E8PA每月一次高爾夫大賽』日，以

Enagic瀨嵩鄉村俱樂部為舞台，為大家設立一個可以享受比賽的機會。規定人數為

100人，會費如下。

E8PA的設施的Enagic瀨嵩鄉間俱樂部在12月29日期限前，Enagic分銷商和其家族，或者是分銷商推薦的客人限定，18洞的

高爾夫免費體驗的特別活動實施中。另外在大浴場(男女)和溫泉(男女)等也可以免費使用。當然LeveLuk所製造的電解水，也

可以盡情活用。敬請期待這個特別的計畫，享受沖繩的度假設施吧！

順帶一提，以這個高爾夫球場為練習場的Enagic高爾夫學院的新垣比菜選手和佐渡山理莉選手，被日本高爾夫球協會(JGA)

所制定的日本業餘高爾夫排行榜為2和3名(11月份)。你也一起在這個『好兆頭』的高爾夫球場玩高爾夫吧！

申請&詢問請洽Enagic 8 Prosperity Association或是Enagic瀨嵩鄉村俱樂部(0980-55-8368)

Enagic 瀨嵩鄉間俱樂部募集
『免費體驗』的參加者

Let's play! 
第一屆 E8PA 每月一次的
高爾夫大賽 !

Let's play! 
第一屆 E8PA 每月一次的
高爾夫大賽 !

歡迎您一起在沖繩豐富的大自然中
打高爾夫 !



在工廠正門集合的馬來西亞分銷商團隊

在組裝部門仔細地參觀在工廠內一起拍紀念照片的菲律賓團隊

多名關係人元在地鎮祭祈求安全

由Enagic社員解說製造過程

經過一個小時仍然非常有精力的演說著的大城會長

1年級生全員都非常認真地聽著

經過一個小時仍然非常有精力的演說著的大城會長

1年級生全員都非常認真地聽著

11月11日馬來西亞團隊、18日菲律賓團隊相繼到大阪工廠訪問，

LeveLuk的製造過程，仔細地參觀。參觀過程讓各團隊增加了寶貴經驗，個

別的團隊接受工廠的負責人的說明，並對有疑問的地方，提問疑問，度過

了非常充實的時間。從分銷商那裏得到『我充分的理解LeveLuk是結合了日

本的最高技術。』表揚及驚愕之聲不絕。

沖繩縣名護市的沖繩還原食品工廠擴建，在11月19日舉行地鎮祭。新增的建築

物將會導入4台薑黃的乾燥機，以8台為一個體制，預定是現在生產量1噸的兩倍。

這正是還原薑黃∑熱賣最好的證明。

11月16日大城會長被招待至母校縣立那霸商業高級中學，想學生們發表演說。

以沖繩這個小島為原點，向世界飛翔，並回首自己的生存方式，向學生們熱烈的

演說『擁有夢想是很重要的』。

薑黃廠加倍增產及提升 !

海外分銷商相繼到大阪工廠參觀

Enagic 社會貢獻報告
大城會長在母校和年輕人們
熱烈演說 !



日本終於進入了冬天的季節。但是

也是流感流行的季節。

媒體們也開始播報禽流感傳播旺盛

的新聞，希望能引起大眾的注意。看

了新聞，不是很多人會開始思考「是

不是要去打預防針會比較好呢？」

嗎？但是，流感最重要的是「不要有

感染的機會」，正因為如此，優先事

項為『預防』。

■用強還原水洗手15秒
預防最基本的是洗手和漱口。那就

讓我們在洗手的部分洗手的部分活用

電解水吧！

首先用強還原水洗手，最少15秒，

手掌、手背、指尖和指縫細心的搓

洗，最後手腕的部分也徹底洗乾淨。

■也使用強酸性水洗手吧！
接下來用強酸性水沖洗，用同樣的

步驟洗手。這樣的話，就可以達到除

菌效果。最後用擦手紙或是擦手巾擦

拭之後，就完成了。另外在回家之後

洗臉，也很不錯喔！

洗手不光只限於剛回到家，在家裡

的時候，頻繁的洗手是最好的。

■漱口也用強酸性電解水
漱口也是很重要的。在回家之後，

馬上使用強酸性電解水，仔細的漱口，

潄到喉嚨是最好的。

這些使用強電解水基本的洗手和漱

口，每天徹底的執行的話，家人也能

一起對抗禽流感，度過安全的每一天

吧！

用強酸性電解水和強還原水對抗流感！

Hacchi的有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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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力推介

活用電解水的活用電解水的

地址：11-25 Shoeicho Neyagawashi 　
        Osaka-hu
電話：072-825-3800使用還元水種出來的花比起用自來水的更大更盛放！

Sakurako’s shop is just a 10-minute walk from 
Neyagawashi station on the Keihan Main Line.
京阪本線・寢屋川市站走路10分鐘的店鋪

Sakurako Yamazaki smiling happily next to a Platinum unit.
山崎櫻子在LeveLuk SD501 Platinum旁邊微笑

山崎櫻子是花店老闆的女兒。原本雙親就在經營著花

店，櫻子小姐在4年前獨立。弟弟在別的地方經營著花

店。該不會雙親為櫻子小姐取名為櫻子的那一刻，就注

定了將來的『職業』？

40平方公尺的店內，大概都有100種類左右的花排放

在裡面。來取材的時候，大約是10月底左右，剛好是玫

瑰盛開的時期。櫻子小姐也強調『初秋的玫瑰非常的棒

喔！』，加上已經接近聖誕節了，仙客來和聖誕紅等也

爭奇鬥艷的盛開著。接下來從年末到1月，很快的鬱金

香、甜碗豆花和小蒼蘭等初春的花也將漂亮的盛開著。

購入LeveLuk SD501 Platinum大約是在2016年的6月

左右。還原水普通用於飲用和調理食物，但是花店是活

用電解水在玫瑰和菊花等數種類的切花用水中。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還原水的吸收比較強的原因，像

是玫瑰等，和使用自來水的相比，還原水的花開的更大

更漂亮。」櫻子小姐驚訝地說。

目前商品還不是很多，之後櫻子小姐表示想要使用電

解水來試試很多種的花卉。相信這間店的花，一定可以

比其他花店的花開的『更大更美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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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賀！2016.10月份達到新6A以上者

新加坡 溫哥華

新加坡、溫哥華、德國

［墨西哥］

德國

Enagic生意
在墨西哥充滿希望

Jose在2015年7月購入LeveLuk，並開始了分銷商活動。

在那之後僅僅花了1年就達成了6A，目前在墨西哥於

Enagic事業上被寄予相當大的期待。原本Jose就從事著有

關增進健康與普及鹼性食物的工作。就這樣在調查(鹼性

的)還原水的過程中，朋友介紹了LeveLuk給他。開始飲用

還原水之後，不僅感覺到在健康方面有改善的頃向，甚至

連因為興趣而進行的馬拉松成績也變好了。

因為這些顯而易見的成果，讓他投入了心力在分銷商活

動上面。目前在還原水的普及和自身團隊的擴大上，

以『第一健康，第二事業』為口號，熱衷於各種活動上。

祝賀！ 
3分店達到10月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