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negic Family
終於成為100萬人的家族     

敬上由衷的感謝



達成100萬的家族
對各位勤奮不懈的努力
敬上深摯的感謝！

Enagic International Co. Ltd

在我少年時代「100萬」對我來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數字。

想起在Enagic成立初期，我在預付獎金給分銷商的同時，也希望

他們能交出優異的銷售成績，帶著滿面笑容回來。分銷商們從來沒

有做出讓我失望、欺騙我、讓我喪失信賴的事情。我從而了解到「

藉由一朵花能讓更多花開花結果」這個道理。

我們在擴展事業的過程中，促膝長談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一對一

的面對面溝通對Enagic的任務來說是不可或缺的活力來源。因此，為

了實現達成任務的夢想，我們集結了眾人的努力。

你改變了誰的人生？

你體驗著Enagic的任務，同時將其傳達給其他人，爾後，在你所

居住的周圍有多少人享受著「真正的健康」呢？我們全體，都是達

成Enagic任務真正的關鍵人物。

現在回顧這10餘年，在世界上達成100萬家族這件事，令我深感

惶恐，進而回想起一同完成這件夢想的所有參與者，每一個人都是

構成這100萬家族的分子，都是不可或缺的。

完成「達成100萬家族」此一無比壯舉的現在，想到這都是看似

不起眼的各位，每一個人默默耕耘同心協力累積起來的成果，我便

感到十分驕傲。

各位！我們達成壯舉了！

由衷的感謝各位！



環球報告
德國分店遷移紀念活動！

上台致詞的有力分銷商。左起Roland Hege(6A8-3)、跳過一人後為George Staneiu (6A2-3)、
Daniel Romascanu(6A3-3)、Jim Thompson(6A4-2)、John Hughes(6A4-2)
上台致詞的有力分銷商。左起Roland Hege(6A8-3)、跳過一人後為George Staneiu (6A2-3)、
Daniel Romascanu(6A3-3)、Jim Thompson(6A4-2)、John Hughes(6A4-2)

佔據大樓整個一樓的寬廣的新辦公室 從入口進去後左後方有大廳 可以容納50人的講習室 辦公部門(左)與商品展示區佔據大樓整個一樓的寬廣的新辦公室 從入口進去後左後方有大廳 可以容納50人的講習室 辦公部門(左)與商品展示區

從松橋本部長手中接受新6A認定的Kristian(6A)從松橋本部長手中接受新6A認定的Kristian(6A)

值得紀念的剪綵

訴說新據點意義的大城會長訴說新據點意義的大城會長

起頭乾杯的Sebastian Popa(6A3-4)起頭乾杯的Sebastian Popa(6A3-4)

新辦公室 地址
Enagic Europe GmbH　Charlottenstr. 73
40210 Dusseldorf, Germany
【電話號碼】 (+49) 211-936570-00  【FAX】 (+49) 211-936570-27

11月25日，為紀念Enagic Business於歐洲的據點‧德國分

店遷移至新辦公室，大城博成會長夫婦參加了當地舉辦的盛

大宴會。從歐洲各國前來參加的分銷商們，為更寬廣、設備

更充實的新據點的誕生發出喜悅的歡呼。

典禮由大城會長夫婦與有力分銷商的剪綵開始，引領歐洲

的有力分銷商Sebastian Popa(6A3-4)起頭乾杯後，大城會長

做了以下的致詞，「新辦公室是為了各位分銷商而存在的，

請多加利用來更加擴大『感謝的圈子』」，之後，進行了

晉升儀式與各種獎助金的頒發典禮外，還有帶來熱舞表演

的團隊等餘興節目，典禮便在充滿歡樂的氣氛下結束了。



慶祝！達成100萬人登錄！
於新加坡舉辦晉升認證&
獎金頒發儀式！

飯店裡最大的會場也座無虛席飯店裡最大的會場也座無虛席

大城會長感謝地說道登錄者突破100萬人大城會長感謝地說道登錄者突破100萬人

進行了充滿魄力的講座的7位講師們

11月13日，於新加坡的五星級飯店「濱海灣金沙酒店」

（Marina Bay Sands）舉辦晉升認證等盛大活動。當日以上

午的6A2-4(以上)會議起頭，下午由7位頂尖領導者進行了

講座與訓練課程，眾多分銷商有幸聽到了講師們熱情的演說。

另外，還舉辦大城會長傳記「從小島喝到世界」的親筆簽名

發報會，活動準備的書售磬一空。

之後從晚上7點半開始晚餐會&各表彰儀式的主要活動。

開場，進行致詞的大城會長除了報告「新2A挑戰晉昇獎勵」

活動的優異成果，也發表了登錄者突破100萬人的消息，

「這都多虧各位分銷商勤奮不懈的努力」大城會長感謝地說

道，緊接著，又以充滿熱情的口吻說道，「在此各位與

Enagic的全新未來即將開始，讓我們一起更加努力！」得

到全場熱烈的喝采。

之後，進入晚餐時間，來到了頒獎儀式，進行晉升認證

與獎金頒發，每當一位得獎者手上拿到獎勵或認定時，台

下都發出熱烈的歡呼與掌聲。



由分銷商送給大城會長夫婦的驚喜禮物

各種餘興節目炒熱了氣氛

全部行程結束後拍的紀念攝影全部行程結束後拍的紀念攝影

大排長龍的大城會長傳記簽名會

掩飾不住欣喜的晉升者們

由分銷商送給大城會長夫婦的驚喜禮物

各種餘興節目炒熱了氣氛

全部行程結束後拍的紀念攝影全部行程結束後拍的紀念攝影

大排長龍的大城會長傳記簽名會

掩飾不住欣喜的晉升者們

下次的全球認證儀式情報

1月13日於USA洛杉磯舉辦！
會場為Enagic USA所在地，加州托倫斯市的

萬豪酒店(MARRIOTT HOTEL)
参加費用：US$85
（E8PA卡持有者免費參加！）



Enagic・體育掠影

於世錦賽出場的選手們，左前為幸喜選手，最右邊為下地總教練

Enagic高爾夫學院所屬選手於獎盃賽獨佔前位！

隸屬Enagic Bowl美濱的幸喜選手在世錦賽大活躍！

佐渡山理莉晉升業餘排行第一位
而被選拔為日本代表選手！

報導波滔盃賽事結果的「沖繩TIMES」(11月24日刊) 各部門優勝者
（右起第二位為小學男子高年級部門優勝的
田川隼禎）

以培育青少年高爾夫選手(中小學生)為目的，沖繩縣每

年舉辦的「殘波潮騒盃青少年高爾夫大會」(第10屆)於11
月23日舉行，Enagic高爾夫學校所屬的選手們在賽中表現

活躍。

小學生高年級(男子部門)由田川隼禎取得優勝，同部門

(女子部門)棚原帆南也得到第二名，低年級由(男女混合)

山本龍之介取得第六名，國中部(男子部門)分別由金城羽

矢斗取得第二、米須清幸取得第三、仲宗根祥仁取得第四，

同部門(女子部門)由石原

渚娑取得第三、田川日日

海取得第四。由此可見，

Enag ic高爾夫學校所屬的

孩子們的成長令人矚目。

當地時間11月26日起到12月4日止，在美國拉斯維加斯

舉辦的「世界保齡球錦標賽」中，獲選為日本代表隊選手

(男女各6人)的隸屬Enagic Bowl美濱的幸喜將太選手在賽中

有精彩表現。幸喜選手在單人、雙人、三人、團體(五人)五

個部門中出賽雙人部門，最後來到準決賽得到銅牌的成績。

本人以「雖然只有獲得銅牌，還是感謝大家的加油鼓勵」

表達未能奪冠的遺憾之意，還是恭喜他獲得佳績。此外，

Enagic Bowl美濱的下地賀壽守總經理擔任日本代表隊的總

教練，鼓舞了選手們而帶來了好成績。

隸屬Enagic高爾夫學院的佐渡山理莉(17歲)在11月10日

的日本高爾夫協會(JGA)業餘高爾夫女子排行榜中晉升第一

名，而被選拔為國家代表隊的一員。預計會在明年舉辦的

國際官方高爾夫賽事中被派出，期待她在華麗的世界舞台

中的表現！



從沖繩到世界
大城博成的成功故事

眾多百萬富翁的誕生

矽谷的蘋果公司同時以造就許多百萬富翁而聞名。

儘管規模不同，Enagic公司也是以特殊的佣金制度

造就了一票百萬富翁。過去曾經有同業的分銷商加

入Enagic公司，證實以前的收入和現在完全不能相

比。失業中的人繳不起房貸、車貸，抱著姑且一試

的心態成為Enagic的分銷商，約6個月就擁有了高

收入的例子不勝枚舉。有人因此賺到治療疾病的錢，

得以避免面臨破產的經濟窘境，還有人因此改善了

夫妻關係。這才是經濟上的健康、身體上的健康、

精神上的健康。當然其他公司也可能有類似的例子。

只是Enagic公司的特點在於快速及立即性，貢獻極

大。少量資本就可以隨時開始，也不必負擔商品庫

存，更沒有業績壓力。最大的優點是可以在自我控

管下，無拘無束地自由做生意。

在此介紹伊萊‧戴非（Eli Defesh）

這名傳銷商的經驗。

「在寫對大城先生的感言時，我對於自己的話語

可能無法充分表達而感到十分惶恐。和大城先生的

相遇實乃特權，我將這等榮譽收藏在心中。第一次

與他見面是2006年，在長灘瑪莉皇后號上舉辦活動

的時候。會場內座無虛席，大城先生用日文演講，

口譯人員翻譯成英文。我盡最大能力聽取英文，試

著理解內容。雖然我還是聽不懂，不過大城先生的

話卻觸動了我的心。我被他誠懇、殷切的話語，那

種想要幫助人、希望人成功的熊熊熱情所撼動。當

下我便決定要去見大城先生，與這位人士一起工作。

我認識大城先生以前，已經是個成功的商業人士。

我從事美容業20年，後來透過傳銷商務，每年可賺

得1,000,000美金。我從經商經驗中學會要時時留

意機會，找出潛在商機。但是，我現在明白，在生

意上擁有領袖特質更加重要。網絡商務的世界裡，

經常缺少這般領袖特質。我所追求的不是那種光輝

耀眼的領袖，而是剛中帶柔、不矯揉造作、真正的

“領袖”。我在大城先生身上看見他最真誠的模樣。

和他的私交愈深，愈了解他是個熱情、信守承諾的

人。

有人說，一個人的本性從他對妻子的態度就可以

得知。如果這句話沒錯，那麼大城先生就是個思慮

周到、尊敬他人、忠貞又光榮的人。大城伉儷總是

一同行動，是相當出色的一對夫妻。內人吉麗娜

(Jilina) 和我經常與他們夫婦接觸，並對此深感光榮。

和大城先生共事後，我的人生、家庭受到了難以

言明的巨大影響。Enagic公司的商品與商機是卓越

超群的。透過Enagic的商務，可以獲得人生最重要

的“名為自由的財產”。當然，成功以後可以住豪

宅、買一干奢侈品。但是如果沒有時間與深愛的家

人一起享受勞動的成果，成功又有什麼意義呢？大

城先生雖然獲得了成功，卻過著樸質的生活，總是

以幫助別人為己念。我們今後也將以他為榜樣，效

法這種精神。

最後，敬愛的大城先生，你以熱情、智慧、寬容

與大愛對待我與我的家人，為了表達感謝，我將竭

盡所能成為一個好丈夫、好父親、好的分銷商、以

及一個好的領袖。由衷地感謝你給予包括我們在內

的云云眾人最佳的生意機會

與幸運。這是我發自內心深

處的感謝！」



「Hacchi的
  電解水的生活」  

日本已是冬天，來到流行性感冒與諾羅病毒發威的季節了。

於是乎今次要來討論使用強電解水來預防這些疾病的方法

■基本為「洗手」與「漱口」
首先是流行性感冒的對策，「洗手」與「漱口」怎麼說都

是基本中的基本。洗手時，以強還原水至少 15 秒的時間仔

細的搓洗手心、手背、指尖與指甲縫，接著以拇指為中心清

洗指間，最後手腕處也徹底清洗。再來，以強酸性電解水以

同樣步驟做至少 15 秒的清洗。

當然，漱口也是非常重要。一回到家立刻以強酸性電解水

到喉嚨深處徹底的漱口數次。

■擊退諾羅病毒的方法
接下來是諾羅病毒的對策。此病毒以經由手指或食物從口

內感染最為常見，首先以上記同樣的方式仔細的洗手，並以

強酸性電解水徹底的清洗食材是最佳的預防對策。

當然，廚房用具與食具也要徹底的清洗消毒 ( 特別是砧

板！ )

本來強酸性電解水是不會用在調理食物上的關係，會令人

產生與食品、食材無關的錯覺。

但是，藉由在食材的清洗與消毒上使用，可以使調理時的

安全性提高⋯⋯雖然頭腦可以理解 (^^;;)，還是很難與清

洗食材這件事聯想在一起。然而，強酸性水原本就是由

「水」而來的喔 (^^)。所以作為要入口食材的清洗與殺菌

不是非常有用嗎？

■用強酸性電解水清洗鮮魚的話就能安心！
關於提高效能的清洗方法，以 LEVELUK 產生的強酸

性電解水清洗是最好的。若是將水儲存起來以泡洗的方

式，一面補充強酸性電解水的話，可以使效果持續。特

別是鮮魚，以強酸性電解水清洗後再調理的話會十分安

心 (^^)。

以上就是活用強電解水的方法。讓全家過著與流行性

感冒、諾羅病毒無緣的健康生活吧 !

用強電解水與流行性感冒、諾羅病毒戰鬥！



為LEVELUK深深著迷的飯店老闆開始
在飯店的餐廳內活用還原水機！

地址：158 Dunhua North Road, 
　　　Taipei 10548, Taiwan
電話：+886 2 2715 6888

五星級飯店

台北文華東方酒店

熱烈訴說還原水好處的林先生

在最後的熱粥服務員加入了還原水

使用LEVELUK的「但馬本館」
料理擔當者

本次介紹的，是台

灣5星級飯店文華東

方酒店。身為飯店老

闆的林命群先生，不

但關注各國傳統，同

時也有著現代化的國

際觀。

在2014年重新裝潢

完成的飯店證明了這

點。從歷史悠久的歐洲進口石雕、且由世界頂尖設計師

規劃各個設施，毫無妥協地融合該建築古今優點，耗費

10年才完成。抱持如此探求心與熱情的林先生，為何

會愛喝還原水到飯店中全部餐廳都使用LEVELUK，我

們探聽了其原由。

「三年前經由友人的介紹讓我開始對還原水起了興趣，

讓我開始每天飲用還原水，了解它的好處之後，為了提

供客人健康、清潔且美味的食物，我決定在所有的餐廳

都設置了LEVELUK。雖然員工們也抱持著半信半疑的

態度，但是現在包括湯品、茶水，大家都非常愛用還

原水」

「LEVELUK優秀之處，在於不但能產生淨水，且能

產生還原水、酸性電解水，並在各種地方有效使用。

現在，餐廳裡從清洗蔬果、泡茶到製作湯頭，所有的過

程都使用了還原水。」

飯店內的但馬屋涮涮鍋本店是需要三個月前預約的人

氣餐廳。

在最後一道菜使用了還原水來煮粥，服務員並在煮粥

時跟所有客人說明使用還原水的理由。

林先生說道，「今後的飲食上，不只是美味，利用還

原水等方式來享用對身體健康有所助益的食物這件事將

會是一個時代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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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力推介

活用電解水的活用電解水的



推銷之前請確實的報上姓名等資料喔！

新法令遵守系列

我們的法令遵守宣言！
流通記者

推銷之前必須傳達的事項非常多！

消費者廳於11月24日，對以健康飲

料等物為商品的大型直銷公司F公司，

根據特定商交易法(特商法)下達了6個

月的業務停止命令。在這裡以他人的違

法行為為「他山之石」，我們也必須加

以警惕。

這次處分中被判定為違法行為的是

①無實報姓名等資料、②不實的說明

以上兩點。在特商法中，進行

直銷的推銷行為之前，規定必

須明示「公司行號、姓名」「推

銷目的」「商品種類」這三點

事項。而這次發生問題的推銷

是如此發生的。

■「未告知」而成為處分對象
會員A氏與B氏造訪B氏的友人消費

者C氏的住處，進行直銷的推銷行為

時，進入屋內之前僅說了「方便打

攪一下嗎？」，公司行號、推銷目的與

商品種類皆未告知。是以請確實的履行

告知義務吧。

這次處分中另外被視為有問題的行

為，是關於商品功能的不實說明。具體

來說，是做出了「喝了這個眼睛就治好

了」「腦幹出血也能獲得改善」「類似

憂鬱症的心情也痊癒，變得有活力」等

敘述。

■即便是事實也嚴禁「治療」 
 用詞！

「有效、治療」的用詞，不只違反藥

機法(醫療品醫療機器等法=前藥事法)，

也違反了特商法。推銷者不但會受到行

政處分，也會成為刑事處分的對象。敘

述「有效、治療」這件事，是與在監獄

的圍牆上行走無異的行為，請要有這點

認知。

這次處分中特別要注意的一點是，

「(先生)喝了之後，帕金森氏症的症狀

減輕，變得可以去日間照顧中心了。」、

「我的父親罹患膀胱癌，喝了之後便治

好了。」這類的經驗談被認定為違法字

句這件事。「有效，治療」的經驗談即

便是事實，仍然會被認定違法，請牢牢

記住。

違法案例中也有「有一種良藥」這種

敘述，由於健康食品並非藥物，這種敘

述即成為說謊行為。「吃這個比吃藥效

果還要好」這種敘述也被認定為違法案

例。如此一類的敘述，特別在行

政法上偏向被認定為有問題的。

即使售賣LEVELUK系列這一類

的家庭用醫療機器時，敘述超過

法律所許可範圍的字句的時點，

也是違反特商法與藥事法的，請

十分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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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X・Jr・SD501・
SD501U・DXⅡ・JrⅡ・
Super501,SunusR

不要錯失良機嘍！

Enagic特價情報

時間所剩不多！請及早訂購！時間所剩不多！請及早訂購！

止

繼9月後，又來自印尼的
100多人來訪！

大阪工廠參觀報導

大家和樂融融的在大門前拍紀念照

要求詳細說明的組裝部門

透過玻璃窗參觀的團隊眾人

大家集中拍攝LEVELUK的心臟部「電極版」

要求詳細說明的組裝部門

透過玻璃窗參觀的團隊眾人

大家集中拍攝LEVELUK的心臟部「電極版」

11,268日圓
（10,368日圓＋到付運費900日圓）

13,860日圓

高級型
原價
特價

特價 特價 特價 特價11,268日圓
（10,368日圓＋到付運費900日圓）

（除氯除鉛型）

DX・Jr・SD501・
SD501U・DXⅡ・JrⅡ・
Super501,SunusR

7,928日圓
（7,128日圓＋到付運費800日圓）

10,520日圓

標準型
原價
特價

（除氯型）

13,860日圓

新型
原價
特價

（HG-N）

DX・Jr・SD501・
SD501U・DXⅡ・JrⅡ・
Super501・SunusR

SD501 Platium・
Leveluk R

12,132日圓
（11,232日圓＋到付運費900日圓）

 14,940日圓

淨水濾心
原價
特價

（除氯除鉛/F-8）

KANGEN8
標準配備的高機能型，
可以除去從水管壁溶出的鉛

傳真訂購電話訂購

淨水濾心
特別促銷活動

11月9日，100多人的印尼團隊拜訪了大阪工廠，興

致勃勃的參觀了各部門。印尼在9月28日時也有約150人

遠道前來參觀，彷彿在彰顯Enagic商業在印尼蓬勃發展

般的接二連三來訪。

團隊到達後，首先在2樓大廳聽取引導員的工廠概況

介紹，才開始了到各部門的參觀。在每個部門裡大家都

熱切地向擔當說明的員工詢問問題並攝影，可以感受到

他們想要在世界最前端的「MADE IN JAPAN」現場好

好學習的意圖。



介紹6A以上的成員新6A晉升者

平日的努力終於有所回報！
恭喜各位晉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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