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機在世界各地！
引導地球上所有的人

邁向成功！

穆罕默德･伊路方
（印尼籍／６A2）

向在日同胞推廣
「仁愛的圈子」！

本月焦點人物



Enagic International

我的「小小的島」是我的故鄉。我在位於中國東海盡頭的小島‧沖

繩出生長大。這個位於台灣北部海面的我的小島，提供了我種種東

西，即為食物、小孩的遊玩場所、親戚，還有它獨特的文化。不過

我心中有個想要邁向全世界，熊熊燃燒般的願望，那就是向世界各

角落的人們詢問「你過著怎樣的生活？」抱著這個願望後十多年，

我抱著開拓精神從沖繩出發，首先是東京，之後是洛杉磯、紐約、

意大利、新加坡、香港等地，為了宣揚「感謝的還原」，我飛到這

些吸引我的各個國家地區。

歷史文化不同的人們所抱持的課題我一直十分好奇。而我對於我們

都抱持著「想要保護家人，給小孩過好生活」這個強烈的希望感到

欣慰，換言之，追求幸福生活這個核心願望，正是我們全體共同的

課題。

於是，為了讓Enagic的使命–「全球化」更加擴大，領導者努力去

吸收這個共同的核心思想成為自己的東西是很重要的。

我們都在尋求幸福，熱切追求生活上更上一層的安全與充實。我們

不去模仿、買下他人的成功之道，我們所要的並非事前準備好的幸

福，而是以正當途徑覺醒的幸福。

在這裡問問自己：

你是幫助我擴展「感謝的還原」的領導者嗎？你是誠實認真地，不

僅為了自己家人而是為了所有的家庭而想要傳播「感謝的還原」嗎？

你能夠為了需要自由的人，為了傳達給他們而努力嗎？你能提供自

身的故事嗎？能夠將作為Enagic心臟部位，邁向真正幸福的美好三種

健康原則與祕訣傳授給大家嗎？

接著希望你挑戰的事情是：

請務必成為我們所期望的領導者。培育你做為推廣「感謝的還原」

的優點與特性。時常磨練觀察眼與心，去發現人們內在最了不起的

東西。成為實現人們真正健康的傳媒去催促變化，使用你的影響力，

作為我的個人大使，高揭Enagic榮耀的聖火，照亮世界每個角落，

為了讓和平與真正的健康行遍世界各角落，讓我們一起來領導吧。

為更推進全球化，培育能柔軟對應的
領導者是不可或缺的 !



環球報告印尼支店搬家了！
變得更大更加便利！

Enagic Indonesia Jakarta 住址
The Plaza Office Tower 20nd Floor, 
JI. M.H. Thamrin Kav.28 ‒ 30, Jakarta 10350 Indonesia
【電話號碼】 (+62) 21-2992-3111  【傳真號碼】 (+62) 21-2992-8111
【電郵】  indonesia-sales@enagic.com

等待各位大駕光臨的分店員工等待各位大駕光臨的分店員工

明亮的講座教室 一目了然的商品陳列區

可以生成電解水的取水區

舒適寬敞的櫃台部門

明亮的講座教室 一目了然的商品陳列區

舒適寬敞的櫃台部門

Enagic
新產品情報

前陣子位於首都雅加達的印尼支店搬家了。新的支店變得

比先前要寬闊，擺設也更加便於利用，分銷商家活動用的商

品等必需品當然是一應具全。充滿熱情的工作人員們一同等

待各位的光臨，請務必前來參觀。

製 造 呵 護 肌 膚 髮 絲 的 礦 物 離 子 水 的

ANESPA全新推出更強力的產品，內置

的濾心會去除殘留在自來水中用來消毒的

氯，變成溫和的熱水。僅有直徑9cm的瘦

長機體可以設置在狹窄的地方。

能夠享受舒緩效果的ANESPADX，每家

都該有一台！

期待的「新型」ANESPA DX登場！



7月23日下午，作為EU支店所在地，杜塞道夫的希爾頓飯

店裡，舉行了CEO講座與6A2-3會議、以及升級者認定授予和

各得獎者表揚儀式。以歐洲為中心，亞洲、北美等來自各國

的績優分銷商在此集結，熱心傾聽大城博成會長充滿熱情的

講座，將6A2-3及以上分銷商所訴說的「成功之道」仔細地聽

進耳裡。6A及以上升級認定儀式中，不光是升級者本人的表

現，感謝同伴與家人的人們也多數留下深刻的印象。

各項表揚競賽中「E8PA全球銷售競賽」在6月實施，得到

獎金的各個成績優秀者都帶著滿臉笑容，另外一個「全球8P

銷售競賽」的得獎者們同樣也非常高興，此外，性能更加提

於德國舉辦CEO講座與
全球6A2-3會議！
進行各種頒獎與認證授予儀式！

被授予認定證書的升格者們

對著滿場的參與者熱烈演說著Enagic精神的大城會長對著滿場的參與者熱烈演說著Enagic精神的大城會長

擔任司儀的Padraig O’Hara 
6A3-2
擔任司儀的Padraig O’Hara 
6A3-2

升的新型ANESPA DX也在現場公開引起滿場注目，懇親會上

分銷商家表演的歌唱與舞蹈炒熱氣氛，讓參加者度過了一段

愉快的時光。

熱情分享有關於「成功的秘訣」的各國6A2-3以上分銷商



大成會長夫婦與各績優分銷商起頭舉杯開場！

EU總經理高林智三介紹工作人員會長也一起跳舞助興大家一起繫上Enagic領帶

獲得大城會長頒發徽章的
Rajan Manjrekar Ramakant（6A3-2）

獲得大城會長頒發認證書的
Teddy Hendryana（6A2-4）

各式頒獎儀式後開始愉快的宴會

大家紛紛圍著會長夫婦拍紀念照！ EnagicUSA社長比嘉孝一郎介紹
新型ANESPA



向在日印尼人推廣「仁愛的圈子」
熱愛日本的分銷商家所展現的氣魄

本月焦點

穆罕默德‧伊路方

在韓國京畿道的安山市舉行以在韓印尼人為對象的講座在韓國京畿道的安山市舉行以在韓印尼人為對象的講座

在故鄉的茂物市的講座也是盛況空前！在故鄉的茂物市的講座也是盛況空前！

在印尼，機車已經完全成為平民的代步工具。比方在雅加達

市內來往的機車數量，可說是非常龐大。伊路方的故鄉，100

多萬人口的茂物市也是一樣的情形，他會在當地經營機車安

全帽清洗店也是無可厚非。然而該店在2013年停業，轉為

Enagic分銷商。如今月收是當時的約30倍有，他的「轉職大

成功」的感想絕不虛偽。

現在33歲的伊路方公開表示「非常喜歡日本」。出生後半

年間在倉敷市居住是與日本的初次相遇，接著高中時，又有

在愛知縣岡崎市的商業高中留學的經驗。第三次的相遇是與

Enagic的邂逅，從此他的事業與生活有了全新的轉變。

在印尼拓展業務的領導者‧安迪卡的妻子與伊路方的妻子結

識是這個轉變的出發點，聽聞還原水與8P組織的事情後，伊

路方立即決定購入LEVELUK，並且投入銷售事業，起先是推

薦給友人與親戚，之後不斷擴張下線，在去年一月達到了6A。

接著今年二月成為6A2，在三月的國際大會中授予認證書。

伊路方回想，「因為想參加全國會議所以非常的努力。」

對國外同胞也注入熱情

這段期間，伊路方致力於「向國外印尼同胞傳達Enagic的

情報」。特別是在韓國致力創造了顯著的成果。這是從2015年

與安迪卡一起前往韓國開始的事，在當地主要以「研修生」

為對象。韓國與日本一樣面臨勞工短缺的問題，從90年代前

半開始接受大量從海外來的研修生，被安迪卡與伊路方認定

為目標對象，多次訪韓為實習生們舉辦講座。如今在韓國，

伊路方的集團約有200人，是以6A就此誕生。

從去年，他開始接觸日本數萬名的在日研修生(日本稱為

「技能實習生」)。印尼人研修生人數僅次於中國、越南與菲

律賓，為了開拓這個廣大的市場，他今年已來日本三次，輾

轉東京、大阪、名古屋與靜岡各地，成功讓LEVELUK的購買

者出現。伊路方主張「追求身體與經濟的健康，藉此想改變

人生的在日同胞十分眾多，我想要傳達Enagic的情報給這些

人」。當然，在印尼茂物市的自家與飯店他也頻繁的定期舉

辦講座，進行Enagic活動。他的目標是「不僅是家人，讓更

多的人能Healthy(健康) & Wealthy(富裕)，過更好的生活」。

（印尼／６A2）



從沖繩到世界
大城博成的成功故事

從“東京的夢想”到“世界的夢想”！
大城博成的主意與銷售方法正確地抓住方向，每

個月電解水生成器的銷售業績飛速成長，超乎本人

預料地，在東京的夢想似乎正一步步地實現。公司

一有收益後，事務所也搬到東京車站旁的一等地段，

分店北部從札幌、南部從那霸向全國拓展，回想起

來實在是一飛衝天勢不可擋。

從小島發展起來的Enagic與還原水如今正朝日本

全國展翅飛翔，未來數年，電解水生成器擴大販售

的當中，大城先生認為確保機器的生產線是當務之

急。將來，考慮到進軍海外，確保生產線是必要條

件。大城先生著手收購製造商的工廠，之後，成功

併購位於大阪的工廠，改其名為「Toyo Itex」，即

為現在Enagic大阪工廠的前身。

併購工廠的戰略大幅變更了Enagic的銷售體制，

首先，供需的安定化、價格的穩定化、品管、獨立

品牌等提高了企業形象自然不再言下，保有自家公

司的工廠這件事產生了各種可見不可見的效果。併

購工廠後販售穩定的成長，自家工廠則以全速運轉

的生產體制進行支援，從日本出口的海外市場也逐

漸擴大。

排除眾議赴美

隨著國內販賣體制的穩固與成功併購工廠，大城

先生「東京的夢想」開始朝世界著眼。從沖繩到東

京、從東京到洛杉磯的腳步將市場占地擴張的愈來

愈大。洛杉磯是代表北美西岸的市場，在西岸保有

落腳處的話前進東岸也會比較容易，能在東岸立足

的話就能看到大西洋對岸廣大的EU市場。大城先生

的「東京的夢想」正逐步朝世界振翅。

在東京本公司關於進軍洛杉磯的進展開始具體化。

首先是雇用英語人才來兼任支店長，接著大城先生

欲委託熟識的律師，準備一同踏上洛杉磯展開當地

調查。與律師取得聯絡進行調查與準備的階段當中，

正好聽聞大城先生那霸商業時代同窗的筆者在洛杉

磯一邊擔任牧師一邊長年從事經營顧問。對於此意

想不到的助力，為了確認筆者，大城先生拜訪了高

中時代承蒙照顧的恩師。就這樣，經由不可思議的

引導，筆者在Enagic的全球化黎明期成為大城先生

的助力，至今已是13年前的事了。

恩師的猜想成真

完成與大城先生有40餘年不見的再會，在這裡介

紹除了之前介紹過的平山良明老師以外的另一位恩

師‧運天康正老師。在大城先生年輕時代帶給他影

響。老師擔任牧師有50年以上，年輕時做過高中老

師，也在琉球大學擔任過講師。如前所述，經由運

天牧師，大城先生與筆者得以在洛城會合。若非如

此，兩人應該會走向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吧。

筆者遠赴沖繩，向運天康正老師提出採訪的申請，

現在仍如恩師般十分尊敬，自認為深懂老師內心

的眾人之一的筆者，劈頭就詢問老師「大城是怎

樣的學生？」，開口第一句話，運天老師道「有

數位年輕人為了升大學在我門下學習，但唯獨大

城不一樣。」問到「有何不同？」時，「大城很有

禮貌，是位好學生。」如此回答。運天老師彷彿乘

上興致般又說道，「大城很會說話，感覺出來他的

大器。」之後老師一臉自信地，「他適合當個生意

人。」說出了筆者期待的意見。「就是這個！」筆者

暗想。我們都對大城先生的成功表示由衷地欣慰，此

時，同席的師母立刻說出舊約聖經約伯記的一段話：

「你起初雖然微小，終久必

成大器。」一句話，“小渠大

河”連結了起來。前往大城先

生長男‧博樹準備的晚餐會，

與恩師夫婦和大城先生同期的

友人們一起舉杯慶祝成功。



Enagic體育掠影

成為日本業餘TOP的佐渡山選手

新垣比菜職業考試一次及格！

佐渡山理莉成為日本業餘排名第一！

仲西菜摘在全國高中高球
選手權大賽出場！

備受期待的仲西菜摘選手

附有新垣照片的介紹新聞
『沖繩TIMES』(7月29日)

7月25至28日於富山縣由日本女子職業高爾夫球協會

(LPGA)舉辦的職業考試中，在Enagic高球教室學習的新垣比

菜以低於標準桿11桿的成績在22位及格者中擠進第九，第

一次參加考試即及格。今年春天高中畢業的新垣今後，將以

職業選手身份出賽。

從富山歸來後，新垣立刻造訪Enagic那霸社屋報告及格的

喜訊。代替宣布本季後退休，也是新垣所尊敬的宮里藍選手

成為巡迴賽的一員，新垣熱

切地表示「想成為像藍小姐

一樣的職業選手」，另外在

同一天，本公司贈與新垣母

校的興南高中捐款金。

日本高球協會(JGA)7月發表的「日本業餘高爾夫排名」

中，所屬Enagic高爾夫教室的佐渡山理莉竟成為排名第一。

這是在JGA主辦與國內高爾夫相關團體主辦的比賽，以及國

際賽等排名計算對象中出場選手成績換算獲得的點數累計的

結果。「以此做為激勵，今後會更加努力」佐渡山表示了新

的決心。

8月2日至8日在山口縣舉辦的「全國高中高球選手權大賽」

(個人、團體賽)中，在九州沖繩地區預賽獲勝成為代表的

Enagic高爾夫教室所屬‧仲西菜摘(宜野座高中)也有參加，

奮戰的結果在團體賽的32隊中獲14名，個人賽的202人中獲

22名。

訪問Enagic社屋，受到社員出門迎接的新垣選手(左邊是父親的博昭先生。
右邊是高爾夫學院的嘉數森勇校長)



強力推介

活用電解水的活用電解水的

說到「千葉縣旭市飯岡」可能沒有印象，但是說到「飯

岡的助五郎」會如何呢？

中高年世代是否會想起浪曲‧講談的「天保水滸傳的助

五郎」呢？沒有錯，飯岡正是江戶時代那位助五郎活躍的

海濱地區。雖然助五郎在「天保水滸傳」中被描寫成與笹

川的繁藏一家進行以血洗血的「大利根的決鬥」的壞人，

但在當地被當作致力於地方復興的社會政策家的樣子。本

次要介紹的「幸丸」距離埋葬助五郎的光台寺只有徒步數

分鐘的距離，可以感到有某種緣分。

前言說到這裡，釣船‧釣宿的幸丸在25家同行中可說是

規模最大，擁有6艘未滿20噸可以搭乘30-40人的釣船，

全年滿足客人的需求。女老闆的向後博子小姐說道，6月

下旬接受採訪當時的主要漁獲是比目魚、真鯛、河豚、鰹

魚、鮪魚與銀魚。為了探尋客人想釣的魚讓他們釣到，船

長的力量是不可或缺的。

丈夫嗣一先生的父親在60年前創立幸丸，博子小姐他們

的長子、次子現皆已在幸丸裡工作，創業100周年指日可

待。

在幸丸、自宅與別宅總計使用了3台LEVELUK，主要用

途為飲用、調理與衛生管理等。幸丸在上午的釣客回來時

會提供咖哩飯與味增湯作為午餐，兩道料理皆使用還

原水。「咖哩的口感變滑順了」「湯使用的味增量減

少了」博子小姐十分高興，興致勃勃地說道「今後想要更

加拓展電解水的應用範圍」。

千葉縣 旭市

電解水特別的活用法募集中
●Please send 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 Relations Department.          信息請發送到廣報室／ e-mail：kouhou@enagic.co.jp
If you know of any unique use for electrolyzed water, we,d love to hear from you!

地址：千葉縣旭市飯岡3374
電話：0479-57-2258　
FAX：0479-57-2630
每月第二個星期二休息

幸丸釣船・釣宿

女老闆向後博子小姐

附空調與聲納的最新型船「幸丸一號」

釣客的休息室，在此相互炫耀釣果？

幸丸的定番午餐
「咖哩飯與味增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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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非常普通的邀約方式卻有可能違反法律！

我們的法令遵守宣言！

請確實履行告知義務！

通路記者 

冒昧請教各位，大家在邀請新

人入會或是參加說明會的時候，

都是用什麼樣的話語呢？根據說

話的內容，有違反特定商業交易

法的疑慮，請參考以下例子，十

分注意。

從事網絡銷售的A先生在某

天，於SNS上與友人B先生談到

「要不要一起吃個飯？」，之後

在一起吃飯的店裡提出「有個好

消息要分享，要不要一起去聽個

講座？」的邀請，帶B先生參加

了網絡銷售的講座。然而之後，卻

因為此事違反了特商法而被起訴。

同樣從事網絡銷售的C先生邀請

尚未入會的D先生說「認識的E先生

正在從事新型健康食品的銷售的樣

子，要不要聽看看？先來見一次面

如何？下周何時有空？」，做了見

面的約定，D先生一到C先生家，

就看到E先生早已等候多時，並緩

緩拿出產品說出「您知道權利收入

嗎？」等話語來邀請。事實上，這

樣的邀請方式也被認定為違反特商

法，所屬公司也因此受到行政處

分。

■「在講座上說明」是NG的
看到A與C的案例，覺得「明明

是很普通的邀請方式有何問題？」

的人要注意了。即便是一般感覺

上看似「非常普通」的邀請方式，

其實有可能是違法的行為。

A與C被問罪的點在於「沒有明

示邀請目的」造成違法。

特商法中，邀人加入網絡銷售

的時候，開頭必須告知對方①公

司名、②目的是邀請加入網絡銷

售、③商品或服務的種別。

A案例中因為只有跟對方說「

一起吃個飯」因此是完全違法。

C案例中也僅提供是販賣健康食

品的情報，沒有告知公司名稱，

也沒有清楚說明是否為網絡銷售，

因此還是構成違法。

「等帶到講座來再說明就行」

這種理由是絕對不管用的。各位

在向新朋友說明的時候，一開始

請一定要先傳達「我在Enagic這

間公司從事電解水生成器的網絡

銷售，想要邀請您一起參與，可

以請您聽聽看內容嗎？」

新法令遵守系列



新健康講座

（丹羽診所所長）

開拓福壽社會――
丹羽式［融合醫療］的
A 到 Z

你的減肥方法正確嗎？（上）
減肥話題分為本回與下回兩次來討論。這話題不分老少，

特別是女性非常關心。

說來日本經歷高度成長期(物質生活上)建立了富裕的社會，

國民營養方面好轉而增加了肥胖案例以來，減肥的必要性是

乎浮現檯面。更因為不僅中高年齡層，年輕族群的肥胖案例

也開始增加的緣故，肥胖更加成為確切的問題。

因為肥胖直接與生活習慣病有關，肥胖可說是全年齡世代

必須共同面臨的課題。同時錯誤減肥法與奇怪的「纖細」觀

念流傳開來，讓事態變得更加複雜。在此讓我們回歸原點，

重新探討減肥這件事吧。

■「變胖」是怎麼一回事呢？

話說「變胖」是怎麼一回事呢？其實是由於所攝取之熱量

與所消耗之熱量間的平衡崩壞所造成的現象。也就是說，吃

得飽飽的卻完全不運動，導致沒有被消耗的熱量被轉換成中

性脂肪儲存在體內的結果。

這麼一說，各種「不對呀明明沒吃那麼多但體重卻增加了」

「食量明明跟以前比起來沒有變化，一邁入中年就變胖了」

的意見絕對會有，雖然是理所當然的疑問，這種現象其實跟

基礎代謝率低下是有關係的。

基礎代謝是維持人體生存最低限度的必要熱量，作為生命

活動，也就是內臟活動與體溫維持所需的熱量。基礎代謝中

最消耗熱量的部分是肌肉，肌肉量增加的話基礎代謝量

也會增加，成為難肥易瘦的體質。

■基礎代謝量是關鍵！

然而一般來說隨著年齡增長基礎代謝量也會低下，加

上運動量與活動範圍比年輕時要少導致肌肉量減少的緣

故，就算不是大食量(甚至是與年輕時相同)，消耗的熱

量減少而變胖。

是乎開始減肥的話，若不十分小心可能會掉入陷阱。

也就是說使用「錯誤的減肥方法」的話，不但沒有成效，

反而對身體健康造成不良影響。

為了不要造成這種事態，首先究明肥胖的原因是很重

要的。不管怎麼說「不知道原因的話是無法找到解決方

法」的。下回會介紹搞錯肥胖原因的減肥法對身體造成

的不良影響，讓我們來思考何謂「正確的減肥」。

琦玉縣熊谷市出身。  1973年於橫濱市立大學醫學部畢業。

1976年擔任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外科研究室研究員。

1978年任職橫濱市大附屬醫院第二外科。

1981年擔任城西牙科大學(現為明海大學)外科講座講師，1988年創立丹羽診所至今。

國際融合醫療協會成立提案人與現任理事，日本健康科學學會理事，日本東洋醫學會會員。

著有「治好異位性皮膚炎  出汗是正常的」(青春出版社)、「異位性皮膚炎是如此治療的」(長崎出版)等書多數。

丹羽正幸（Niwa Masayuki）



捐贈典禮上與大家打招呼的
大城博成會長

圍著大城會長夫婦的各代表

10:00  6A2-3會議
13:00  由Don Prosser進行ESPRI訓練
14:00  E8PA與其他情報的告知
15:00  客座講師演說
16:00  休息
19:00  全球認證典禮/全球E8PA
　　    宣傳獎晚餐會

行       程

地       點

訓練&晚餐：＄75
Resorts Casino Hotel一夜附晚餐：＄150
（9月2日至截止日9月13日的費用為＄180）

參  加  費

6A・6A2以上紹介新6A達成2017.6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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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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gic 全球活動情報 Enagic 社會貢獻報導

於美國大西洋城舉辦講座與
全球認證典禮！

9月17日(日)於美國東岸有名的觀光地，紐澤西州的

大西洋市舉辦講座、特別訓練以及全球認證典禮。

詳情如下：

7月10日，大城博城會長懷著

「為青少年的健全成長與出生地的

人才培育盡一份力」的願望，將捐

獻金送給包括出身地所在的瀨嵩的

名護市5個地區(瀨嵩、大川、大浦、

二見、汀間)以及名護市立的中小學

直升校「綠風學園」。

在E8PA休憩&訓練中心2樓會議廳舉行的贈與典禮(餐會)上

集結了各5地區及綠風學園的代表，由大城會長親手頒予捐獻

金目錄。大城會長以「雖是一點意思不成敬意，能夠為名護市

培育從小小聚落飛向世界的人才助一臂之力的話，那是再好也

不過的事了」一番話表達了本次捐獻的目的。受獎的各代表除

了表達感謝之外，也發誓「要為培育人才貢獻己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