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帕夫妻在
「樂園沖繩」
享受Enagic無止盡的夏天！

無止盡的夏天
與無止盡的自由！
Enagic International

在我的故鄉沖繩的夏天，我總憶起「島之歌」。在我成長期的少
年時代，時間雖然實在是非常緊迫，故鄉人們的音樂總讓我能
維持積極向前的精神。Eisa(沖繩傳統舞蹈)中不可或缺的小太
鼓，其特殊的節奏與歌聲、和音，以及舞蹈在小小的村中遊
行的時候，會使人立刻感受到夏季，接著成為美好的回憶
。這和Enagic帶來的無止盡的夏天般熾熱的精神是一樣的。
當你面臨人生道路上的困境、損失、擔心、抑或不安帶來
的沉重壓力的時候，了解我們想傳達的「真正的健康」的訊息
將帶給你自由。
我認為人的可能性決定一個人的未來，並對Enagic能帶來這個可
能性這件事深信不疑，是因為看到了許多因為Enagic而扭轉險惡情
勢的例子。我們每個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觀感，我們基於自己的觀感，
以Enagic大使的身分團結起來並向世界所有人傳達自由所需的普遍
的真理。我們是多種民族構成的集團，一面重視每一個家庭，同時
也是僅僅為了一起同心協力傳達「感謝的還原」的大家族。
為了實行這件事情，需要你的熱情。也需要你身旁的人也抱持同
樣的想法與思考。更重要的是需要全世界的大家一起積極協力來改
變。
夏天真的是無止盡的。我們抓住天空落下的熱情陽光，帶著它來
啟發全世界人們的生活。我們做為情深義重的人群集合體有著共同
的目的，有確實達成它的能力。當然你也是做得到的其中一人。
無論你到世界何處，請散播Enagic的光芒，將希望帶給絕望的人
們，讓已灰心的人們重回笑顏，對失敗的人們伸出援手。然後，為
了困境中的人們，提供他們無止盡的夏天與自由。願Enagic誠心的
歌聲，能夠打進更多人的心中。

達成月間20,000台！

獎金挑戰

總獎金5億元的盛大活動發表！※
「您」只要開始Enagic事業，在一~四周內可以完成一組織銷售，
「您」和「您的介紹人」都可以獲得獎金！
而且是「不管幾次都可以獲得獎金」的「雙重方式」活動！
「您」不挑戰看看，藉由這次機會獲得高額獎金嗎？

１. 以全分銷商為對象

2017年9月4日∼9月30日新登錄分銷商和其上位分銷商為對象
獎金A、B、C等詳細內容，請見活動附件說明
時

間

2A達成獎金

分銷商
新登錄分銷商

１ 星期

上位分銷商
新登錄分銷商

2 星期

上位分銷商
新登錄分銷商

3 星期

上位分銷商
新登錄分銷商

4 星期

上位分銷商

參加活動並達成2A位階者，獎金將在10天後支付

2. 以 6A2 以上分銷商團隊為對象

9月底，10月底的時間點，以6A2~6A26為對象
團隊

2A達成獎金單價

6A2團隊
6A22團隊
6A23團隊
6A24團隊
6A25團隊
6A26團隊
9月底，2A達成件數統計後支付，10月底，2A達成件數統計後支付

※總獎金為推測金額，詳細內容請洽各支店。

最低達成件數

Enagic新商品情報

新商品「薑黃Σ New」開始發售！
9月4日起開始新商品「薑黃Σ New」的銷售。
銷售價格

1P獎金

SP期間

薑黃DD

薑黃Σ New

每年更新

（30盒裝）
充

獎金計算

每4個月更新

（10盒裝）

補

台數計算

薑黃DD會繼續銷售
使用E-PAYMENT，
付款期間算在SP時間內

更新時SP也一同更新，
解約時SP解除

使用E-PAYMENT得到的獎金，
第一次發放50%，
金額付清後發放剩下的50%
僅發放薑黃獎金給予擁有薑黃DD或薑黃Σ New的ID的分銷商家 (pass up)

期待的「新型」ANESPADX登場！

製造呵護肌膚髮絲的礦離子泉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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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變更的通知
由於零件價格高漲，我們將於2017年9月4日起變更LEVELUK R的價格。突然的
通知雖然深感抱歉。
還請多多見諒並理解。

售價
（舊）
LEVELUKR

※2 包含標準獎金

區分

1P獎金

台數計算

獎金計算

Enagic 全球活動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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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全球認定儀式。詳情如下：
行

10:00
13:00
14:00
15:00
16:00
19:00

程

6A2-3會議
由Don Prosser進行ESPRI訓練
E8PA與其他告知
客座講師演說
休息
全球認證典禮/全球E8PA
宣傳獎晚餐會

地

點

Resorts Casino Hotel 1133
Boardwalk, Atlantic City, 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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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n a g i c・訓 練 報導

磯部本部長於加拿大實施訓練師訓練會！
8月15日至8月18日磯部勝正國際訓練本部長於加拿大西

說，能夠重新認識自己的「本性與性質」，是個能從頭學習

部的溫哥華舉辦以6A2以上分銷商為對象的訓練師訓練會。

事業的機會。加上美國頂尖分銷商之一同時也是上級訓練師

在此之前磯部本部長在世界各地舉辦過多次訓練會，加拿大

的Tamia(6A2-4)，作為特別講師擔任一部份講座激勵了參

是第一次擔任地主國。這次在擁有各種民族與語言的溫哥華

加者。

市中，除了加拿大人以外，包含中國人，美國人聚集了約60
人之多。
為了訓練在全球主導Enagic事業的分銷商們，磯部本部長
進行了包含經營、教育與心理學等多樣的講座。對參加者來

18日舉行的「畢業典禮」，在參加者中產生了12名上級
訓練師、18名中級訓練師與30人的標準訓練師，由磯部本
部長頒發獎狀與鑲鑽的金徽章。相信這些新訓練師能夠背負
Enagic事業的將來。

參加者體驗了各種活動

結束意義深遠的訓練後全員拍紀念照

渾身投入執行訓練的磯部本部長

來自羅馬尼亞的波帕(6A2-4)夫妻尋訪
沖繩與Enagic相關的地域
本刊第一次介紹波帕先生的時候是在2012年6月號的
「新星 登場！」一欄。該欄介紹各國較為年輕、前途看
好的分銷商，當時波帕先生剛升上6A2。經過五年，他
成功的升上6A2-4，現在不僅在羅馬尼亞，同時也是牽
動全歐洲的分銷商。並非是想誇耀「本刊也是有看人的
眼光！」，波帕先生在8/21-8/28期間，與妻子洛克莎娜
女士一同來訪沖繩，尋訪了Enagic相關地域，並與大城
會長一同打高爾夫等，十分享受在沖繩的生活。在此刊
出當時的照片。
抵達沖繩後立即前往拜訪大城會長夫妻與其懇談

達成與大城會長一同在瀨嵩鄉村俱樂部
打高爾夫的願望

於瀨嵩鄉村俱樂部由6A2-3以上分銷商所種的
紀念樹園地所拍攝

由大城博樹常務引領尋訪相關地域的
波帕夫妻

波帕先生說道進入可說是Enagic發祥地的名護市瀨嵩後，接觸到依耐喆的根源而有很深的感慨。留下「這次訪問對於今後的企劃
帶來很多的線索」的感言後離開了沖繩。

分店新聞

PLAZA那霸開張舉辦紀念活動
PLAZA那霸大門正面照

Enagic發祥地的沖繩縣除了本

懇親會的最後，PLAZA那霸的久保裕志經理宣傳每日下午

社以外，還有另外3個分店。位於

1點舉辦的事業講座，並且與眾人齊呼「願各位之中有更多

西南部浦添市的沖繩分店、位於

人事業有成」作為結尾，結束了這次活動。

北部最大都市名護市的名護分店，
還有縣都那霸市內的那霸分店。
8/3那霸分店遷移到Enagic國際本
向眾多參加者致詞的大城會長

部大樓一樓，改名「PLAZA那霸」
重新開張。

大城會長夫妻也出席當天的開幕典禮，與約50名沖繩的分
銷商一起分享喜悅。會長談話中交雜著沖繩方言，一面說道
「那霸是住有30萬人以上的沖繩首都，在這裡藏有非常多的
商機，讓我們一起讓還原水生意更加蓬勃發展，推廣真正的
健康給那霸的人們吧。」讓參加者非常高興。

可以自由使用LEVELUK的分店

PLAZA那霸

寬廣的講座教室(下右)

地址：901-0036 沖繩縣那霸市西2-4-17
電話：098-917-1660
FAX：098-917-1886

從沖繩到世界

大城博成的成功故事
抵美之後數十年內朝全球發展
相隔42年的重逢
2003年1月，筆者前往了洛杉磯機場，在機場大
廳稍作等待準備迎接大城先生與夫人八重子。
大城夫婦完成移民局手續後，帶著笑容出現了。
相隔42年的重逢，一瞬間不禁懷疑自己的眼睛，他

數週後的半夜1點出頭電話響起。寧靜的夜間裡電
話的鈴聲顯得特別響亮。詢問話筒另一頭發生什麼
事，負責人說道「要在3週內在夏威夷成立分公司，希
望能幫忙辦理開業手續。」我理解到這是要跟時間
賽跑，因而立刻飛到了夏威夷。
筆者在夏威夷曾住過3年半，有眾多朋友與一面之

的髮色烏溜溜的，光澤十足的臉龐彷彿還是40多歲
的青年。
應該是與他這段42年之久的空窗期，使我不禁想
像他的外型吧，因為被外表吸引注意力的關係，知

交。一面聯絡許久沒用的人脈，一面在2-3天內登記
公司、租借事務所、聯繫會計師與律師，於2003年
9月夏威夷分公司開始活動。
「無論對錯動作要快」的理念，藉由不斷設立的

曉他的事業大成已是很後面的事情了。
這是1960年大城先生與筆者自縣立那霸商業高中

分公司分支推廣出去。僅僅在中北美，就有洛杉磯、

畢業以來的重逢。經過42年，僅管高中時代興趣相

夏威夷、紐約、芝加哥、溫哥華、墨西哥、華盛頓

異，彼此也沒有談過話，但對於他是個認真的學生

州，還有佛羅里達與德州。這段期間，朝EU(德國、

這件事情依然記憶猶新。放學後總是一手拿著課本

法國)與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菲律賓等

認真學習，與他重逢這件不可思議的事只能說是神

亞洲各地拓展，僅僅才12年。
就這樣，Enagic公司的電解水生成器的全球化一

的引導。
抵達洛杉磯後，他立刻著手工作，從比佛利山的

口氣的推進了。筆者經手過數百間新公司的成立，

旅館住處前來拜訪筆者自宅，安裝了還原水機

從沒看過能夠像這樣函數般成長的企業。大城先生

(LEVELUK)來立即進行測試。確認了洛杉磯的自來

正如文字所述般「從小島喝到世界」。
美國人認為，洛杉磯是由能幹的人建立起來的都

水質與水管的裝設方法。之後，我們家一直喝著還
原水，對其效力感到驚訝。

市。住在洛杉磯43年，確實是這樣感覺。經常聽到
這種對話：

以超高速在當地設立公司
大城的人生哲學有著「無論對錯動作要快」的奇

Go to LA if you want to be somebody.
Go to New York if you are somebody.

異理念，也就是發現錯誤再修正的意思。有可能是

Go to Florida if you want to be someone else.

個性急躁的關係，總之就是不要錯過時機，在別人

“ 「想成為能幹的人就到洛杉磯」”

抓住機會前先發制人。

“ 「是能幹的人就到紐約」”

果不其然，大城先生從機場前往筆者的事務所，

“

「想成為其他種類的人就到

馬上在加州成立了當地法人組織。隔天為了登記，

佛羅里達」”

3個人跑到LA市中心，建立了臨時事務所，錄用了

大城先生選擇洛杉磯作為據點，

一名女性，就這樣EnagicUSA, Inc正式成立了。

想必是其動物般的嗅覺所察覺

2003年6月底在Torrance Holiday Inn舉辦了第一
次的社長講座。參加者約有80人前後，其中也有日
本的頂尖分銷商參加。

到的吧。

Enagic・體育掠影

國一的仲宗根在「沖繩TIMES盃」取得最年輕優勝！
「NEW HERO誕生」。帶著大張照片在「沖繩TIMES」
(8月11日)如此報導著，Enagic高爾夫學院所屬年僅13歲
的仲宗根祥仁在「成人」高爾夫大賽中，獲得最年少優勝。
第53屆TIMES盃全沖繩預賽(沖繩TIMES主辦/8月8日~10
日)在恩納村的高爾夫球場舉行，仲宗根在一般組以高於標
準桿1桿的217(54

HOLE)桿，與第二名相差2桿取得最年

輕優勝的寶座。(另有青年組與女子A、B組)
住宿於高爾夫學院的宿舍，每天都是高爾夫的仲宗根，
被問到優勝感言以笑容回答「非常高興」。成長空間還非
常大的他，將來的活躍十分令人期待。另外該賽事同時為
「第35屆全國縣市業餘高爾夫對抗賽預賽」的關係，仲宗
根也會在全國大賽出場，請務必給予支持。
大幅報導仲宗根的活躍的
「沖繩TIMES」(8月11日)

Enagic・青少年盃於美國舉辦

8月13日開始共計4天，第2屆
AJGA(American

Junior

Golf

Association)Enagic青少年盃於洛
杉磯舉行。由於大城博成會長強
烈希望「培育在世界活躍的高爾
夫選手」的關係，本大會從去年開始舉辦。由4月的亞洲最
終預賽(於Enagic瀨嵩鄉村俱樂部舉行)中脫穎而出的Enagic
高爾夫學院所屬5名與來自泰國的招待選手4名，加上美國
當地預賽中出線的男女合計約100名選手參賽。高爾夫教
受大城會長鼓勵的高爾夫學院學生與來自泰國的招待選手

室的畢業生，現在在洛杉磯學習的三浦春樹獲得第五名，
在本大會中發揮年輕才能嶄露頭角，受到眾多注目。

接受大城會長親手頒發獎盃，
榮獲日本最優秀成績第五名的三浦春樹選手

會後的懇談會中，USA頂尖分銷商的Eli(6A2-5)&Jilina(6A2-3) Dafesh夫婦
也一同出席鼓勵參賽選手。

強力推介
活用電解水的

大阪市北區

地址：大阪市北區中崎1-8-8 JS大樓1F
電話：06-6376-0999
營業時間
午餐時間：上午11：00~下午3：00
晚餐時間：下午5：00~晚上11：00
每週二休息

藉由使用還原水現在人氣上升中，該店的招牌套餐！
奧斯圖初次踏上

奧斯圖原本是在斯里蘭卡五星飯店跟德國餐廳工作過

日本土地是在1991

的主廚，對料理有絕對的自信。但是起初在日本，上曾

年，當時在斯里蘭

吃了一點「辣味」苦頭。因為斯里蘭卡人平常對辣的味

卡街頭上充滿日本

覺與日本人有所差異，經歷研究習得適合日本人的「辣

進口車等Made in

味」後，每天都毫無問題地得到「好吃」的評語。

Japan的產品，

2年前購入LEVELUK，在湯頭、咖哩醬汁、洗菜、

且日本經濟起飛(之

煮飯、揉麵水等處使用。有湯頭味道變得滑順的印象。

後 被稱作「泡沫經

奧斯圖說道「今後會更加積極使用酸性電解水」。

濟」)的狀況也被傳
開，形成一種日本
LEVELUK與老闆的奧斯圖

繁榮景象。心想

「到這樣的日本來或許有賺頭」，奧斯圖抱著開斯里
蘭卡料理餐廳的夢想來到日本。6年後，成功在大阪市內
開張了第一家店，就是位於北區中崎三丁目的
「Ambalama」。以奧斯圖的說法，這是大阪最老的一家
斯里蘭卡料理餐廳，目前有從母國招來的廚師鎮店。
本次所介紹的店，是同樣位於中崎，一丁目的
「Rajasthan」。去年10月從3丁目Ambalama本店獨
立出來的姊妹店。採午餐時間(上午11點~下午3點)與
晚餐時間(下午5點~晚上11點)二個時段營業，每個時
段的套餐都非常有人氣。午餐時間有3種咖哩供選擇，
附飯或饢，價格是650~1000日圓間。晚餐時間的套餐

人氣套餐

是咖哩+飯或饢，加上單品料理，這樣是800~1500日
圓如此非常划算的價格。

從地下鐵谷町線中崎町站徒步2~3分
即可走到店門

,
If you know of any unique use for electrolyzed water, we d love to hear from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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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法令遵守系列

我們的法令遵守宣言！
通路記者

沒有傳達「重要的事情」是違法的！
所謂「不可以說謊話」的特定

了取得直銷獎金，必須每月購買

法律上列舉以下的事項：「商

商交易法(以下稱特商法)的大原

1 萬 數 千 日 圓 以 上 的 健 康 食 品。

品種類、功能與品質」「有關特

則，應該大部分的人都了解了吧。

但是介紹人並未說明該事情，使得

定負擔(商品購買費用或入會費用

那麼，大家知道所謂「有關重要

消費者沒有完全理解所購入的商

等)的事項」「有關解除契約的事

的事情不可以隱瞞」這個特商法

品內容與金額、契約整體及其交

項」等。

的規定嗎？介紹的時候，要是有

易造成的費用，作為未告知重要

重要事實」的違法行為，

格就簽約的行為，即是違反
商品的
性能有

…

受到嚴厲的行政處分或

種話語未告知商品種類與價

…

冷卻期是

情形，會造成「未告知

用理會先在這裡簽名吧」這

會費是

故意不傳達重要事情的

…

刑罰。

也就是說藉由「商品的事情不

法律。
可行使冷卻期、亦或是中

因「未告知重要事實」

途解約時(入會一年內•收

而受罰的案例，目前已

到產品90天 內 ) 可 以 退 還 未

有多件發生。最近的在

使 用 之 商 品 等 等，請確實的

2016年3月時某大型直

說明過後再簽合約。 像 這 樣

銷企業N社接到消費者廳

即使可能對銷售造成負面效

9個月的歇業命令，理由

果，但是確實的說明的行為，

是因為「未向被介紹人

「重要事實」
要全部傳達！

告知有會員登記費用的
事情」做為未傳達重要事實而成

正確地傳達讓對方理解是
事實而被舉發。

為其中一個處分理由。
同年同月另一家直銷公司M社

相信能得到對方的信賴。

非常重要的。即便好不容易傳達
了重要事項，卻被說成「劈哩啪

■何謂重要事實？

接到東京都9個月的歇業命令，同

那麼，沒有傳達什麼事情給對

樣也是因為未告知重要事實被裁

方會被判定是「未告知重要事實」

定違反法律。M社的情況中，為

呢？

啦講了一大堆話，到底說了什麼
其實不是很清楚」的話，就得不
償失了。

新健康講座

開拓幸福長壽的社會――
丹羽式
「融合醫療」
的
A to Z
你的減肥方法正確嗎？(下)
上次說明了「變胖是怎麼回事」，

上為肥胖)是30%，約是日本的十倍

簡言之就是因為年齡增長與運動量低下

(BMI=體重kg÷[身高m×身高m])，愛

所導致的基礎代謝量下降減少了所消耗

吃充滿脂肪、比日本份量明顯龐大的

的熱量，尚未被消耗的熱量被轉換成中

King Size牛排跟速食，又不太運動——

性脂肪而成為「肥胖」。

會變胖也是無可厚非。

雖然要減肥，一旦使用錯誤的減肥
法，會如同後面所說的有對健康造成不
良影響的可能性，必須十分注意。那
麼，要怎麼實行正確的減肥法呢？

■錯誤對策引起的症狀
第二種肥胖類型是「水腫型」，是由
於水分代謝的惡化所導致，較多日本人

首先需要的是，正確把握自己的身

的肥胖類型。第三種是第一與第二的混

體處於何種狀況。也就是說，即使是「

合型。肥胖對策(減肥)最重要的，是弄

變胖」，不弄清楚是「怎麼樣的變胖」

清楚類型，進而仔細觀察體質與身體狀

是無法導出正確的減肥法的。不知道原

態。弄錯的話，因為錯誤的減肥法，體

因，自然無法做出處置。

重不但不會減少，少量進食或是只有喝
水還會增加體重，造成復胖現象。

■肥胖分為3種類型
肥胖可以大致區分為3種類型。第一
種是「脂肪囤積型」。
這種類型正如文字所述，持續攝取
脂肪過多的飲食所造成的，非常容易理
解的
類型。以肉食為主的歐美人的肥胖
人口會多也是可以理解的。

此外會有各種精神躁鬱、精神不濟、
食慾異常高漲、容易疲倦、易感冒、重
心不穩、身體浮腫、發寒等症狀出現，
生理不順、無月經、無排卵等這種非常
嚴重的症狀也有可能出現。
碰到這些情形所能共同採
取的改善措施，筆者推薦攝取
維他命C，詳細雖然會在別處

另外根據美國疾病預防管理中心

另外說明，維他命C與代謝基

(CDC)的說法，美國國民的肥胖比率

礎有密切的關係，可以重整身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規定BMI30以

體基礎，因此推薦攝取。

丹羽正幸

（丹羽診所所長）

Enagic法令遵守新聞

E8PA
消息

「瀨嵩之里」修繕完畢舉辦完工儀式 「我們的法令遵守宣言」出版！
大城會長誕生的

本次敝司出版了「我們的法令

屋子「瀨嵩之里」

遵守宣言」。我們為了向全世界

(名護市瀨嵩)的修繕

的人們宣揚「感謝的圈子」每天

已完畢。於8月26日
舉行完工典禮，有
以大城會長為首的
眾多關係者出席，恰巧來訪沖繩的羅馬尼亞頂尖分

努力展開銷售活動的事實不必多
言。因此，最重要的事情是遵守
法令(compliance)。這是因為，違

銷商的賽巴斯汀•波帕夫婦也一同到場慶賀。「瀨

反法律會受到來自國家或自治團

嵩之里」是有著令人回憶起大城會長年幼時期模樣

體的處分，公司因此歇業，對各

的屋子，同時也是象徵依耐喆發源地的建築物，對

位的事業與生活帶來嚴重的打擊。

許多分銷商來說是聖地的存在。不如趁這個機會，
來「瀨嵩之里」拜訪一下如何？

敝司一直以來，以在本刊刊登相關記事，在講座上的說
明，來不時提出宣導遵守法令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國
家對消費者的保護措施是愈來愈強化，比方說今年12月
預定實施的「改正特商法」中，罰金上限從300萬日圓以
下提高到了1億日圓以下(33倍！！)。
我們十分慎重地看待這個事情，出版了這個用淺顯易懂
的方式解說法令的冊子。請多加利用，透過正當的商業
手段來推行「真正的健康」到全世界吧！(可向各分公司

來訪沖繩的波帕夫婦也來參加完工典禮(下)

購買)

2017.7月份 新6A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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