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快速晉升」為座右銘
祈願團隊成員的成功

分銷商資訊(封面人物) :

從使用者轉變為馬來西亞頂尖領導人
一心同體急速成長的一對分銷商

4月號刊的照片延續

沖繩世界大會・隆重獻上

在前號刊中沒有介紹完的世界上的分銷商在各個會場的「百人百態」

到達會場！ 就從這裡開始！

拿到大城會長的簽名了！

午餐時光！

和夥伴們一起！

媒體點一下

「日本流通產業新聞」
盛大報導世界大會！
日本流通產業代表的專門報紙「日本流通產業新
聞」(4月26日、5月3日合併刊)使用一整個版面，
為3月17號舉辦的沖繩世界大會做了一個特集。以
「在世界大會突破100萬台達成報告」為標題的報
導，內容詳細的介紹世界大會的情形。在另外一版
面上，以「水機器的銷售金額
特集」為標題，報導Enagic獨
佔銷售額1~3名的3個機種。
如有興趣，請至各支店詢問。

世界大會盛大報導

一個版面介紹Enagic
銷售金額前三名

大城會長夫妻也出席，6 月歐洲支店
開設 10 周年紀念活動 !
即將到來的6月17日(日)，在德國

訓練，甚至還有回答

杜賽道夫的Enagic歐洲公司

杜賽道夫設立的Enagic歐洲支店開

問題的「Q&A」單元。對於參加者而言，這次將是一個 充 實

設10周年紀念活動，在同一地點的

分 銷 商 活 動 的 好 機 會 。 在 這 之 後 ， 預 定 進 行 包 含 6 A (以上)

希爾頓飯店舉辦。

認定儀式和晚餐會的主要活動。

2008年6月以歐洲第一據點在歐
洲初試啼聲。在這之後，往意大利、

另外這個活動是任何人都可以參加的。如果在歐洲有您的
朋友，請洽得德國支店(sales@enagiceu.com)詢問詳情。

法國展開支店網，現在包含葡萄牙、
羅馬尼亞、俄國在內，據點已經達6
個。這次的活動將以現今的成果為

Enagic Europe GmbH 地址

基礎，迎向未來的展望舉辦。
具體活動內容為，在前天晚上舉行6A(以上)會議，17日的
早上9點開始由有力分銷商帶來的講座和學習溝通的知識的

Charlottenstr. 73
40210 Dusseldorf, Germany
【電話號碼】(+49) 211-936570-00 【傳真號碼】 (+49) 211-936570-27

3,500 到場！
印尼舉辦盛大活動！
印 尼 的 頂 尖 分 銷 商 的
Andhyka(6A5-4)所率領的分銷商團

演說的中村明俊先生(6A7-6)也發表了，「這樣的活力，我
們也需要學習。」這樣的感想。

隊「KAT」(Kangen Amazing Team)，
在4月21和22日於雅加達西鄰的爪
哇州的坦格朗市的大型活動會場，
舉辦約3,500人到場名為「Life
Celebration Day」的盛大活動。
發表演說的中村明俊先生

除了團隊的有力分銷商帶來的
「成功故事」，還有以「還原水和

健康」為標題的醫生演說等，眾多內容豐富的活動提高了參
加分銷商活動的意欲。以來賓的身分到場發表讚賞和激勵的

KAT團隊人才輩出的眾多6A(以上)分銷商

杜賽道夫的Enagic歐洲公司

向在日本之印度人推廣還原水，在印度人為主講座上，
石井惠子小姐和 Kaz 的組合 !
4月15日(日)下午，東京江

藉由這樣的Chandrani先生的招

戶區的清新町交流會館，舉辦

集的印度人參加者，來看了石井

以在日本之印度人為對象的講

小姐的「水的實驗」，大家都非

座。講師是石井惠子(6A18-5)

常有興趣的樣子。另外Kaz帶來

和杜拜支店長的Kaz(橫谷一男)。

的初學者的事業講座也讓大家十
分關注並且紛紛發言提問。

順帶一提，這是Kaz在沖繩、

現在留日菲律賓人之間，還原

大阪和東京的英文講座結束之
在做水的實驗的石井惠子小姐

後所舉辦的，所以這是他在日

提高參加者意欲的Kaz

水正慢慢普及，開始事業的人也

本的最後一場講座。對象者的

增加了。根據法務省的統計目前在日本之印度人已經超過3

在日本之印度人有10多個人參加，大家都非常專心的聽兩個

萬人了。說不定今後以住在江戶區的人為開頭，還原水在在

人的話。

日 本 之 印 度人之間會開始

住在江戶區的印度人比較多一事原本就早為人知，而其中

慢慢普及。 這 次 的 講 座 是

也可以說是「領導者」的是居住在日本40多年Chandrani先

讓人感到其可能性的活動

生，經營貿易公司和印度料理店(有四間店鋪)，也計畫著分

。

銷商活動。
另外一提，在經營的四間店鋪之中，江戶區西葛西的東西
在日本之印度人的領導者Chandrani先生
(攝於「CALCUTTA」西葛西站南口店)

線、西葛西站南口店的「CALCUTTA」，在本刊16年6月號
刊上的「電解水活用現場報告」中有報導過。

結束後全員的留影紀念

馬來西亞的講師在東京辦公室舉辦
「水和飲食生活」相關講座 !
4月28日下午，在東京Enagic辦公室，馬來西亞的分銷商
Connie Chew小姐(6A2)，舉辦飲食生活和健康相關的英文
講座。
Connie小姐的總部位於新加坡、亞洲全區都可以觀賞的
到的食品專門電視台(Asia Food Channel)AFC是非常具話
題性的料理達人，以其能夠活用還原水進行調理而受到注
目。這次使用投影片以水與飲食生活為主題進行演說，讓
在場以在日菲律賓人為大宗的參加者十分高興。
使用投影片來進行演說的Connie Chew

Enagic 體育掠影

以出戰美國大賽為目標，Enagic 青少年高爾夫錦標賽
2018 Asia 大賽開始了 !
4月21日「Enagic 青少年高爾夫錦標賽2018 Asia大賽」
於Enagic瀨嵩鄉村俱樂部舉辦。22日雖然因天候不佳而中止
變成了一日大賽，但男女約80人海內外的青少年選手共同互
別苗頭。
其結果，男子部門由諾亞•哈里特(馬來西亞)，女子部門
由佩亞(泰國)漂亮奪冠，取得了八月舉行的美國大賽的正式
賽出場資格。入圍2~3名的男女4人則取得同大賽的預賽出
場資格，其中3人(池田悠希、山城太優、宮城夕夏乃)是我
們Enagic高爾夫學院的學生，讓我們一併期待他們在美國大
大城會長和名列前茅的選手一同擺出勝利姿勢

賽的活耀。

被出場選手圍繞的大城會長夫婦

佐渡山莉里以日本代表選手身分
出賽國際大賽！

由日本、韓國、台灣的男女各四人為代表所舉行的青少年業
餘團體賽「第18回台日韓睦鄰盃隊際錦標賽」於韓國濟州島
的吾羅鄉村俱樂部所舉行。女子部門中，日本代表選手，於
ENAGIC高爾夫學院學習的佐渡山莉里(名護高校3年)表現優
異。其結果，男子由日本取得優勝，女子次於韓國得到第二。
下次則是2019所舉辦的19回大賽，由日本所主辦。

以日本代表的身分進行比賽的佐渡山

4月28~30三日間，於沖繩Cellular

Stadium那霸與讀賣巨

Enagic 棒球部對巨人的三軍取得勝利！ 人隊(三軍)及沖繩的社會人棒球進行三隊之間的「職業餘交
流戰」。Enagic硬式棒球部在之前對
戰其他隊伍(沖繩電力及BIG開發)遭受
了二連敗之後於30號之後再次對戰，
並以6比4的成績漂亮取勝。今後的戰
因為得分而情緒高昂的
Enagic球員

況料想也是十分令人期待。

從沖繩到世界---

大城博成的成功故事
純粹的沖繩島民—大城的原點
大城的行動，彷彿交叉閃現出家鄉薰陶出的互助、

對於沖繩的「愛鄉心」不會輸給任何人！

樸質、重情義的鄉村性格（ethos），與在世界舞台上

大城十分以身為沖繩人為傲。沖繩人在過去的歷史

粉墨登場的姿態。幼年時期造就的人格，在成年後仍

中受到差別待遇，飽受基地問題以及莫大的精神折

舊影響著他的商業思想。人類即是在這種幼年期人格

磨。時代變遷，如今許多想住在沖繩的大和民眾為之

的基礎上，從環境當中不斷吸收新的要素。

傾倒。

無論如何，一言以蔽之，大城是個uchinanchu（譯

大城擁有異常顯著的＂愛鄉心＂而非愛國心。連做

註：ウチナーンチュ，琉球語，意指沖繩人）。以前

生意繳稅也考慮讓沖繩縣受惠。在美國、歐洲的研討

uchinanchu這個詞有暗指鄉下人的含意。歷史上甚至

會上，也拿出三味線「拉起沖繩民謠」串場，經銷商

帶有歧視的意味。大城念國高中時，校方強制大家說

們就在會場內跳起舞來。在美國生活了這麼久，我還

標準語，嚴禁在校內說沖繩方言。但是今天這個詞彙

是第一次見到這種事。2014年6月全球大會的致詞

已經昇華，給人正面的印象。一般而言，uchinanchu

裡，也能看出大城顯現的島民精神。

代表「人很好，重情義」的意思。

「新的40年由此時此地開始。我和Enagic都是土生
土長的沖繩孩子，我們從這裡展翅飛向世界，如今已

全球化經營與uchinanchu

經成長為在18個國家擁有25個據點的全球化企業。我

筆者在美國生活的時間遠多於在沖繩的時間，但是

們在Enagic誕生後40年的6月23日這一天，1000名來

一直和沖繩保有接觸。我見過許多沖繩島民，卻從來

自國內外的來賓齊聚於沖繩，我們的根源，舉辦這場

沒有見過像他如此純粹的真正的uchinanchu。

世界大會。就從此時此地起，我們將與各位攜手共創

他是個徹頭徹尾的uchinanchu，因為他深愛著沖
繩。鮮少有人能夠頂著全球化事業的國際招牌，同時
仍堅持沖繩人的身分。不對，他是運用這樣的身分，
成為享譽全球的人物。
大城從裡到外就是個不折不扣的沖繩島民。體格、
臉龐也富有特徵，讓人一眼就能看出「那個人絕對是
沖繩人」，也常常迸出沖繩方言。十幾年前筆者和大
城相遇時，早已經把沖繩方言忘得一乾二淨，後來協
助他創業才慢慢想起從前的方言。每當聽人說或自己
說起方言，總是莫名地有股濃濃的鄉愁撞擊著五臟六
腑。流淚倒不至於，但方言裡確實浸染著故鄉的味
道。

下一個40年。」

「Hacchi的
電解水的生活」

用還原水濃縮高麗菜捲的鮮美及甘甜！
五月終於來臨，開始進入初夏的季節了。正因為這樣，所以
更要花點心思來做可以讓精力回復的料理。因此，這次我們就
要活用還原水，挑戰「奶油燉高麗菜捲」這道料理 !
平時 ( 汗流滿面 ) 的我雖然常常做料理的時候十分隨興，但
做這道料理的時候還是要稍微放點心思呢。

清洗後，不要過水直接這樣使用。將瓢瓜包入後用加入
還原水的清湯文火加熱。
奶油濃湯的部分也加入大量蔬菜，使用還原水慢慢燉
煮。在要吃之前從清湯內把高麗菜捲取出放入奶油濃湯
中，稍微加熱以後就完成了唷。

高麗菜捲最重要的就是在燙高麗菜的時候撈起來的狀態。但
是對於做事大剌剌的我來說常常把高麗菜撈起來的時候就已經
爛爛的了 (^^;;)，怎樣都經常把菜煮過頭。

■不管蒸還是煮都是使用還原水最適合！
就這樣，不管是蒸的時候使用的水也好，清湯或濃湯
使用的水也好，都使用了 9.5 的還原水。還原水可以把

■還原水和酸性水之“蒸之比較”
嘗試錯誤的結果，使用了蒸籠將高麗菜調理成像是燙過的狀
態 ( 約略兩分鐘 )。在那之後終於可喜可賀的沒有再煮過頭了。

引出蔬菜的鮮甜，真是相當的美味 ^^ ( 雖然自己誇自己
有點那個 )。大家也請務必用這個方法試看看吧 ~!
只是，使用還原水燉煮青菜的話青菜會軟爛的比較快

因為機會難得，以酸性電解水以及還原水兩個做嘗試，結果是

( 跟自來水比起來的話 )，如果喜歡青菜爽脆吃起來有口

還原水壓倒性的勝利 ( 笑 )。

感的人，會建議將蔬菜切的大塊一點。當然，美味程度

使用酸性電解水的話，雖然外表沒有改變，但是高麗菜的味
道會變得有點苦 (^^;;)
另一方面，還原水則是會讓高麗菜的甘甜美味增加，這是我
直接的感想。
果然，要把青菜的美味給引出來還是要靠還原水呢。

■將青菜的美味引出來的還原水
接下來，為了不要讓高麗菜捲的形狀垮掉要在裡面包入瓢
瓜乾，但是在那之前瓢瓜需要一面用鹽漬一面用還原水仔細

是可以掛保證的唷。

強力推介
活用電解水的

沖繩縣名護市

地址：沖繩縣 名護市 邊野古1007-25
電話：070-5814-1272
營業時間：早上7點~11點
午餐11點~14點
晚餐17點~22點
公休日：每週週一

目標是使用還原水讓附近居民更加健康！
全長90KM的國

店長飯田昭弘先生

續增加。

道329號線連結北

話鋒一轉，飯田先生最

邊名護市及南邊那

大的興趣是高爾夫球。而

霸市，堪稱是沖繩

且是在差點計分中獲得最

的大動脈。在這中

高點數8點的高手。而飯

間的名護市邊野古

田先生最熟悉的場地就是

，以目前美國海軍

「Enagic瀨嵩鄉村俱樂

的新基地Camp

部 」。拜身為E8PA會員

Schwab建設為人

的福，飯田先生一有空閒

所知。包含正在其

的時候就會去同樣的球場

正門所進行的反對建設運動所設立的「帳篷村」，道路
上的往來車輛以工事用的貨櫃車、卡車之類大型車輛占
大多數。
在這熙攘之處驅車向南，經過了在右手邊會經過的沖
繩工業高等專門學校校舍之後，蓋在小小山丘上，兩層
樓高的胡蝶庵就會現於眼前。一樓是停車場，二樓則是
餐廳。
根據店長飯田昭弘的說明，本店自2016年8月開幕，
但卻因為之後沒有廚師而於同年12月暫停營業。在過了

設置了四個包廂

打兩桿。
為了可以使用大量的還原水，LeveLuk還原水機在廚
房設置了兩台。炊飯、熬湯、湯頭等等，不僅所有的料
理都活用了還原水，也使用於兌酒水及酒後水。主廚花
城先生高興的表示「料理的味道變得更美味了」。
更棒的是，大廳設置專用供水吧檯以自助的方式提供
客人飲用還原水。飯田先生表示「是為了讓更多的人可
以飲用到對健康有幫助的還原水」解釋了這樣做的
理由。

一年多了以後直到今年的一月才又重新營業。不僅是雇
用了新的廚師花城博之，在經營面上也引用了新的制度
使其大顯身手。
該店主打「附近居民的聚集場所」。擁有四個包廂及
一個大廳，可以讓總計100人左右使用，因此可以舉辦
各項活動，實際上也舉辦過生日宴會之類的活動。除此
之外，名護市受國家認可設置了「金融特區」及「IT特
區」增進了企業入駐的誘因，想必今後的顧客還會再繼

可供約80人使用的大廳

,
If you know of any unique use for electrolyzed water, we d love to hear from you! 我們正在募集電解水的獨特活用法
●Please send 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 Relations Department.

請至宣傳室提供情報／ e-mail：kouhou@enagic.co.jp

新法令遵守系列

我們的法令遵守宣言
流通記者

若抱持輕率的態度說的謊也會導致被逮捕之事例！
「不可以說謊!」是一句各位都從小

同樣三月時受到六個月內業務停止命

司的營業員，對消費者報了比平常提供

到大常常耳聞的話。但在特定商交易

令的租借滅火器公司的事例中，「ＯＯ

服務的價格還要高的數字當作「原價」，

法(特商法)，以「說謊=不實告知」這

滅火器公司早先時候改名為現在我們這

但是提供「特價」給對方(其實是原價)，

樣的原則被嚴格禁止。若是以輕率的

個△△公司名稱了」做出了以上的不實

進而偽裝成「買到賺到」的錯覺來進行

態度隨口說謊的話，不僅會成為行政

宣稱，讓對方以為一直使用的滅火器廠

推銷。
比如說在售賣30萬日圓的水機

處分的原因，最糟糕的情況還有被警

的時候，若是說「平常這台機器要

察逮捕的可能性。

品 的 種 類 ﹒ 性 能 ② 特 定 負 擔 (商品金
額，入會費等)

③契約解除(猶豫期間

賣50萬日圓，但是現在可以用30
平常要花五十萬
的這次就算你
三十萬吧！

特商法中跟各位相關的商務來說，① 商

其實原本
就是三十萬

那麼，撒怎樣的謊會導致受罰呢？在

萬日圓就買到喔」的話就是明確的
違法行為。若是偽造其他公司的售
賣金額，比如「其他家公司要花

解約、中途解約退貨規則) ④特定利益

70萬日圓，但是我們的商品只要

(報酬，獎金等)

⑤還有其他會影響對

花30萬元就可以賣到喔」這樣做

方做出判斷的重要事項—以上五點被

出不實告知的話，隨時都有會被逮

規定絕對不可以說謊。

捕的可能性。
從小我們就被再三叮嚀「不可

虛造事實來進行推銷是不可為的！

虛造
「買到划算」
是不可為的！

話也該好好地被遵守才是。

那麼，具體上來說怎樣的謊言會違
反這個規定，就讓我們來看一下最近

商與該公司是同一法人，進而要求對方

的傳銷業的處分事例吧。

進行了滅火器換貨(實際上是購入新品)

今年三月，處以六個月內業務停止

而被以違法特商法論處。

命令的某整修直銷公司的事例中，顧

對各位而言，若對對方使用的他牌水

客在受到推銷的時候被不實告知「您

機做出「該公司已經倒閉，要不要換成

的房子漏水了，如果放著不處理會越

本公司的水機呢」的不實說明，就是確

來越嚴重」。

實的違法行為。

對各位而言，如果在售賣水機的時
候聲稱「若是不喝這個水就會生病」的
話，就是明確的違反法律的行為了。

以 說 謊 ！ 」，即便是現在，這句

「捏造價格」也是重大違規
二月份受到行政處份的某整修直銷公

新健康講座

開拓福壽社會――
丹羽式
［融合醫療］
的
A到Z

丹羽正幸

（丹羽診所院長）

3000萬國民和令人煩惱的睡眠障礙抗爭！（下）
本回有關於睡眠的記述，是延續3月
號上篇的下篇。(跳過4月號)

不僅如此，還具有催眠，鎮靜效果，也

體，但在本院則被稱為正體)。順帶一

可滋養強壯，安定精神進而去除疲累。

提 ，所謂正體指的是回復對人而言正確

在上篇中，說明了日本人中每四個人

此外，跟西洋醫學的睡眠藥不同，沒

且理想性的體質，另外也符合體這個字

就有一個人有著跟睡眠相關的煩惱，以

有習慣用藥(依存性)的問題，比較而言

—由骨與豐二字組合而成，也就是造血

及免疫力與美容這些被睡眠深刻影響的

相對安全。

組織的骨髓製造豐裕讓幹細胞變得健康。
不管哪種解釋，我們藉由正體讓背骨

部分。接續著上回的話題，本回我們將
會思考如何若想要取得良好的睡眠，我

■正體是放鬆

及脖子周圍的肌肉放鬆，來達到自律神

為了要有更好的睡眠，自律神經(交感

經的平衡，體內弊害被矯正後放鬆身體

神經其副交感神經)的功能也是相當重要

的力量，進而成功熟睡的人是相當多的。

的。人體在睡眠中，藉由副交感神經的

炎熱的夏季即將到來，讓我們取得良好

睡眠擁有回復身體的疲勞以及讓腦得

作用完成免疫力提升等此類「身體的修

的睡眠，精神百倍地度過每一天吧。

以休息的效果。雖然對身心的回復是不

復」。但假若副交感神經無法優於對應

可欠、重要的生理活動，但是隨著年紀

壓力的交換神經，身體就沒辦法完成睡

增長，無法正常進行睡眠的人也逐漸增

眠的準備。

們應當如何為之。

■睡眠不足與年紀增長共存

加。明明年輕的時候可以一下就睡得很

壓力大的人之所以無法好好入眠，就

熟，年月的經過讓抱怨失眠的人越來

是因為交感神經時常處於昂揚狀態的緣

越多。

故。處於這個狀態的患者，原本就處在

為何會如此呢?原來，熟睡本身是需

由壓力造成的緊張狀態，又被「不睡不

要一定的體力的，也因此，針對上了年

行」的不安與重壓產生的壓力所困擾，

紀體力衰退的人們，以融合醫療的立場

而陷入新的壓力惡性循環之中。到了這

建議使用中藥來做具體的改善。

個狀態，不僅身體無法放鬆，

具體來說，具有促進睡眠，寧心安神
的傳統漢方藥「酸棗仁湯」最符合需求。

甚至會造成多餘的施力，呼吸變得
短促。

本方記載於中國後漢時代之古典醫學書

在我的診所內，處於這種狀態的患者

『金匱要略』，是一個十分傳統的處方，

必須要接受正體治療(一般而言被稱為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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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葉縣 浦安市

活用超過40年的公司經營經驗
現在已經形成超過400人的組織！
從二十來歲開始創業，玖仁小姐及其丈夫勝美先生有
著超過40年以上的公司經營經驗。也有著破產的經驗。
以此活用花了三年達到6A2的階級。對此玖仁小姐表示
自己剛開始只是「拼命賣LeveLuk」，但是聽了石井惠
子小姐的座談會之後覺得「這樣下去是不行的」重新思
考，進而開始盡力的培育其組織。在那之後便一帆風
順，現在已經是擁有400人左右的組織了。「現在最希
望的就是組織內的人都能獲得成功」如此表示的玖仁小
姐的目標是在明年的生日前(9月9日)達到6A2-3。

Enagic

好康情報

淨水濾心特別價格銷售！
不可錯過這個機會！

為止
除去氯・鉛

NEW TYPE

特價

原價

除去氯・鉛

HIGH-GRADE

特價

原價

有關

※2011年以後的水機只適用HG-N請確認後購買。

REGULAR

去除氯
特價

原價

F8 FILTER
原價

除去氯・鉛
特價

慶祝升級石井團隊(左邊是玖仁小姐及其丈夫勝美先生)

※下定請向各支店，
或是以下號碼。

新達成新6A

6A以上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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