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入熱情
發展事業！



Enagic公司的脈絡，可以說是從『困難』中誕生的。宣示『實現真正的

健康』的公司“是從『困難』中誕生的?”，對各位來說可能有點難理解。

但是要實現『真正的健康』也就是『三個健康』，人必須積極的從『困

難』的狀況中『改變』。

我們公司的座右銘是，“改變水，就能改變生活”，我們強烈的希望，能將

您的生活，往“好的方面改變”。但是這個座右銘，必須是您真的希望改變您

的生活。如果沒有改變的強烈意志，人生是不可能會成功的。我們經歷了無數

的困難和試煉，在那個過程當中，變得更好，變得更有創造力，並為了開啟能

變得更好的可能性，讓自己可以更加的適應困難。生肖屬蛇的我，從來不知道

如何後退只管繼續向前行。這是給您真心的建議，請您專心的往前方前進。為

了能真正的改變，請敞開您的心，繼續往前進。

水果在落地之後就會腐壞，所以要在最成熟的時候採收。請您也務必在

Enagic給您的機會(落地之前)，收穫起來，您必須理解，這是您成功的使命。

請您凝視您心理的變化，讓自己取得掌握機會的勇氣吧！

在2017年的現在，這個機會正降臨在您身上，今年想必可以變成最棒的一

年吧。我們Enagic同仁全體也因各位正朝著成功的方向前進而感到興奮。我會

非常開心的在沖繩招待各位，我們希望各位能支持我們E8PA的構想。能歡迎

各位到我的小島，一起慶祝，對我來說也是一個機會。讓我們在沖繩相會吧！

在困難的狀況中
朝著『真的變化』
繼續前進吧！

Enagic International 



非常感謝各位為了推廣『真正的健康』每天所做的活動。我們對於即將到來的『E8PA國際大會』將在沖繩，而且是剛剛

完工的『E8PA渡假村&訓練中心』舉辦。我們非常開心能夠能和大家見面的事。

去年的10月28日在當地舉辦的盛大開幕儀式，和250人以上的分銷商一起參與。參加者紛紛表示了『知道了大城會長的

想法和信念之後，獲得了大大的鼓勵。』還有『如果想了解真正的健康，就應該要來這個設施。』等建言。

大城會長在E8PA本館設立的沖繩縣名護市瀨嵩生長，也可以說這裡就是Enagic的原點。這次的『The 2017 E8PA Global 

C o n v e n t i o n』在3月1 6日 ~ 1 8日舉辦，我們準備了非常多的活動，詳細情形請見下列網址，至E 8 P A官網。

http://www.e8pa.com

另外3月17日是大城會長的生日，希望能和世界上的分銷商們一起盛大慶祝。

Let’s unify!我們Enagic員工全員，在沖繩等著各位的到來。

Enagic的原點˙沖繩舉行E8PA國際大會！

學習歷史、 感受未來！

一起盛大的慶祝大城會長的生日吧！

●參加資格：Enagic分銷商且是E8PA卡片持有者，  或是

　　　　　 2016年11月~2017年2月的新6A(以上)升格者

●參加費用：E8PA卡片持有者  10,000日圓

                (非卡片持有者，請洽各分店詢問)

●行程：3/16　訓練　

 3/17　國際大會　

 3/18   高爾夫大會&觀光

國際大會在日本沖繩



經過將近兩個月的準備，我們在2017年1月20日

盛大舉行溫哥華分店設立10周年紀念派對。有將

近380人的分銷商、團隊領導人、新顧客參加。在

開場，我們展示回顧了Enagic的歷史、Enagic加拿

大的快速成長、分銷商和其團隊的發展。參加者在

過去10年間，深刻地感受到我們推行的各種改善

的政策。此外，參加者也獲得很多有關Enagic和分

銷商活動的構想和情報。他們齊聚在這裡，確信

Enagic的未來，且得到的了今後對於提升自己的營

業額的自信。

分銷商給予這次的派對很高的評價。此外，很多的分銷商展現了自己的『才藝』。大家各別發揮自已的才藝，為我

們展示了他們的熱情。非常的感謝他們。

這次的派對非常的成功，參加者都非常的開心。他們對於從事Enagic事業，又更加有了自信，可以說獲得了更上一

層樓的成長。這個派對也讓大家對於3月份的國際大會的意願更加的高漲。相信會有很多人登錄參加國際大會吧！

盛大舉行溫哥華分店

10周年紀念活動！

Enagic





Enagic 法國在2012年5月開幕。為了要回應法國

國內對於還原水的關心而開設的辦公室，也已經經

過了4年半了。在這四年間，我們體驗到了向法國

內外數千人介紹還原水的喜悅。就在現在，對於成

長中的法國市場，為了現有的分銷商和顧客，甚至

是包含將來的分銷商，提供更好的服務，我們決定

轉移到新的辦公室。

盛大開幕的紀念活動在2月12日(下午12點~6點)在新辦公室舉辦。為了祈禱Enagic在法國的成功，我們非常開心

的期待各位分銷商的到來。

是不是讓我們一起討論Enagic的未來，以及讓人充滿期待的

全球事業呢？

新辦公室地址‥
8-10 Avenue Ledru-Rollin, 75012, Paris,France

來參加新辦公室的盛大開幕慶

祝活動吧！

Enagic



 Enagic正慢慢地擴大世界中的辦公室網絡，其中

印度辦公室是最新開幕的辦公室之一。辦公室坐落

在有許多高科技企業設立，有印度『矽谷』之稱的

班加羅爾。

 印度分銷商在辦公室員工的幫助之下，已經獲得

很大的成功了。尤其是Ramesh Gamangatti是其中

最為拔尖，可以說是印度最成功的分銷商。

Ramesh是班加羅爾出身，在1年多前透過友人介紹還原水，馬上就參加

了還原水講座。其中一個動機是因為妻子的健康問題。他透過講座了解

還原水的好處，馬上購入了一台LeveLuk。開始飲用之後，他的妻子的健

康問題得到改善，而他也開始了Enagic事業。

就這樣Ramesh積極的舉辦講座和訓練，成為強大的分銷商。目前他是6A，但是距離6A2已經不遠了。對他來說

更開心的是，他心愛的女兒也成為了分銷商。向成功前進的他購入了很棒的高級車，完成了他其中一個夢想。他

目前的目標是達到6A2-3。他現在盡全力的支援自己的團隊來完成自己的夢想，他另一個遠大的願望就是可以在

印度將Enagic發揚光大。

印度辦公室支撐著分銷商的

成功！

Enagic

Enagic印度辦公室

Ramesh買入的高級車



經過1月30日、31日在沖繩舉辦的『Daikin Orchid Ladies業

餘高爾夫大賽』，Enagic 高爾夫學院所屬的金城沙希(19歲/

名護高中畢業)獲得優勝。佐渡山理莉(16歲/名護高中1年級)

也獲得第二名，有非常活躍的表現，和特別推薦額的新垣比

菜(18歲/興南高中三年級)一起獲得3月2日~5日在沖繩舉行的

職業錦標賽『Daikin Orchid Ladies 高爾夫大賽』的出賽權。

其他也有Enagic高爾夫學院所屬的6名選手參加這場比賽，

2名選手(仲西摘菜和石原果楓)分別獲得佳績(第8名和第9名)。

金城和佐渡山在個人採訪中，對於這次的大賽自己的抱負，

做了以下的感想。

「我以這次的業餘大賽做為目標，這次得到優勝，真的是

非常的開心。(在正式比賽中)對於揮桿我很有自信，我想給觀

眾們看看不輸給職業選手的動作。」(金城)「Daikin Orchid是

沖繩最大的比賽，也是當地有許多人會來看，非常特別的大

賽。在去年的大賽時在預賽中落選，我感到非常的懊悔，今

年要好好的通過預賽，以獲得優勝為目標。」(佐渡山)

另外去年的大賽Enagic高爾夫學院中由佐渡山理莉、金城

沙希、新垣比菜、比嘉梨沙4位選手出賽，新垣選手進入決

賽，獲得第35名。讓我們期待這幾位選手今年的大賽的活躍

表現吧。

Enagic
高爾夫學院三位選手
出賽職業錦標賽！

來自日本

世界中的Enagic

■榮獲大賽出場權的選手 照片 大金工業



現在在全球有超過65萬人的Enagic分銷商存在著。大

城博成和八重子一起開始的沖繩還原水，越過了海洋、

越過了高山、越過了國境，克服文化、

語言，被世界上的人，家族飲用著。

這樣的勁頭每天都在成長中。

現在國際性的展開和新市場的開拓

狀況而看，分銷商在4~5年內應該會達

到100萬台。Enagic的直銷成長率非常

的高。12年前，進軍美國之後到現在，

分銷商已經達到20萬人了，歐洲市場

也非常順利的發展，亞洲各國的氣勢

也是非常的令人吃驚。

正所謂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依照國別的不同，

分銷商也相距甚大。例如馬來西亞是回教國家，在契約中

有規定不得不設置一個可以給他們禱

告的空間。沒有宗教自由概念的國家

也是存在著的。而義大利的話，有稱

為“siesta”的習慣，在下午會有3~4

小時的休息時間，但是晚上會工作到

很晚。此外，甚至存在著紅酒比水還

要便宜的國家，這應該是日本人想像

不到的吧！“國際事業”只是一句話

而已，但是背後有令人尊敬的管理、

人事、經理，經營策略更是辛苦。

大城博成成功故事

『從小島喝到世界 !』

達成巨大的目標

  的道路是 ?

※上面文章為大城博成傳記『從小島喝到世界』中擷取片段。這本書是由Enagic編著，其中滿載大城先生的經歷，

以及令人難以置信的教訓和喚起人活力的故事。

 各分銷商必讀！洽各分店或透過www.enagic.com/shop購入。

 另外『Global E-friends』日文版從下次月刊開始，將再度開始從去年12月號刊中斷的本傳記的連載。敬請期待。



好好的發揮熱情。請不要因為些許的失敗，就喪失了您的熱情。

請回想起您在被還原水和 Enagic 事業吸引的那天所學習到『用

大局觀看事物』的心情吧。
在您過往的人生當中，如果有能讓您夢想的工作的話，絕不可

能『只工作一天』吧 ?

如果是 Enagic 分銷商的話更是如此，絕對不會有只工作一天這

樣的事。為什麼呢 ? 因為分銷商的事業，是建築在熱情之上。

另外，要理解為什麼這麼多分銷商沉迷於 Enagic 事業是非常容

易的事。因為他們正在推廣的，是誰都會沉迷的『真正的健康』。

以下為您介紹幾個，在您在投入了熱情建構您的 Enagic 事業之

中，能讓您獲得更優渥收入的幾個小技巧。

請和熱情的人一起工作。積極且志向相同的人在一起的話，

您建構您的事業會更容易。保持熱情去等待擁有豐富將來性

的人吧！

第一步：

把您的熱情分享給其他的人吧。不恐懼、不迷惘，把您對還

原水和事業的熱情，傳遞給其他的人吧 ! 平日把還原水裝進瓶

子中，隨身攜帶。和其他的人分享您的資訊。要改變人生，

只需要去分享就可以了。

第二步：

請繼續讓您的熱情澎湃。多數的分銷商對於還原水和 Enagic

事業的熱情，隨著時間的過去，越來越成長。任何人在有意

義的經驗累積之下，在接觸到更多人的人生之後，自己成功

的喜悅和熱情也會更加成長。

第五步：

最重要的是“樂在其中”。開心的話，就能好好地夢想於事業

之中，事情也能更順利。有許多的分銷商都是一邊享受樂趣，

一邊進行他們的事業。也請您在努力和開心之間健康地保持

平衡。

第四部：

第三部：強烈的熱情會帶來
豐厚的收入！

6A分銷商的道路



2011 年 3 月 11 日發生的大地震為日本的東北地區帶來相當大

的打擊。其中福島縣的核能發電廠，加上爐心溶解這樣的事故，

損害非常的嚴重，要復原的道路更加的困難。但是人們非常的

努力地跨越這些困難，邁向復興的道路。

這次介紹的設施『健回爐 Tera』( 以下簡稱 Tera ) 的啟用，也

是讓人感受到那樣氣概的實例。

Tera 在福島縣西白河郡中島村。在 2016 年 3 月開幕，是使身

體中心開始溫熱，是引導出自然治癒力的溫浴設施。

根據長年以 Enagic 分銷商之姿活動，活躍至今的老闆豐田明子

小姐的話，溫浴床採用巴特加斯泰因礦石墊和太赫茲礦石墊是

非常嶄新的點子。前者是澳大利亞的加斯泰因所出產的礦石所

製成的墊子，後者是能產生每秒 1 兆回 ( 1 太赫茲 =10 的 12 次方 ) 的震動電磁波的墊子。在這兩片墊子上，最多

橫臥 120 分鐘就是 Tera 的溫熱療法。

豐田明子小姐說，再加上電解水的活用，效果會更加的好。具體來說，就是在

溫浴中，還有溫浴前後飲用還原水。另外藉由強酸性電解水，去除『發汗』所

產生的『臭味』，還有鋪在地上的墊子的清潔，效果也十分顯著。Tera 全年無休，

等待著追求療癒和放鬆的人。另外充分利用還原水的豐田小姐，也在去年年尾

達成了 6A。在之後也打算投入很多的力量在普及 LeveLuk 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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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的設施帶來療癒和放鬆效果！

鋪滿墊子的室內，最多可以容納16人。

休閒室也準備得非常充足

福島縣

大城會長手上接過6A認定證書的豐田明子小姐
(在去年12月在沖繩展開石井團隊的活動會場)

地址:福島縣西白河郡中島村二子塚字榮田23-2
電話:0248-52-2630
營業時間:早上9點~晚上10點

強力推介

活用電解水的活用電解水的



發行︰Enagic HK Co., Ltd.   （Tel.）852-21540077　(FAX)852-21540027
香港尖沙咀彌敦道132號美麗華廣場A座16樓1615-17室 Room 1615-17,16/F., Mira Place Tower A, 132 Nathan Road, TST,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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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長野縣松本市的小笠原智江小姐實在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

首先是以美容師身分獲得豐富的經驗為傲。在30年前獨立到現在，

一直在美容室裡努力。有一段時間，貫徹『完全預約‧一天一人制』。

現在自家公寓住宅的一個房間，放置美容器具，在早上11:30到下午

2:00的時間帶，以提供午餐的方式，慢慢的花時間實施美容術。

而她另一個身分是歌手。這邊也長年以『健康演唱會』為名在全

過各地舉辦，投入了很多的心力到現在。第三個身分，就是展開

Enagic事業的分銷商。和LeveLuk相遇是在2003年，在看到實驗

之後馬上就購入了。在那之後一直在(包含料理、衛生、清潔方面)

美容方面充分的活用。但其『方法和成果』請容後再敘。小笠原小

姐說，自己的抱負是持續透過美容事業，來更深一層的了解電解

水，並和銷售結合，腳踏實地的持續活動。

祝賀！ 2016.12 月份達到新 6A以上者

2016年12月以下分店
達成月間銷售目標！

長野縣松本市

研究『美容和電解水』達成
6A的重要性

溫哥華

印度

香港

夏威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