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AGIC事業的最終目的是，
獲得健康、財富和幸福，達到心靈的安穩！
Distributor Profile 封面人物 :

Daniel Dimacale(6A16-4/USA)

（接續P5）

要常在鏡子面前反省，磨練自己。
創造出可以奉獻給他人的力量！

我在以前是公務員還有公司員工的時期，在外出的時候，總
是花心思把自己的外表打理好。就算在沖繩悶熱的天氣，或是
東京都心的某個地下鐵內走路的時候也一樣。「想要看起來有
魅力」看著鏡子，我這樣說給自己聽。
到了現在，和我一同對Enagic感興趣以及共享我描繪的理想
的100萬人一起站在舞台上的同時，我最先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站在鏡子前面確認。這個時候我會對自己提出以下的質問。
要說為什麼，因為對我們的工作而言，像下面這樣的自我分析
是非常重要的。
1) 身體狀況良好嗎?
2) 擁有專業的意識，已經規劃好信賴和成功的計畫了嗎?
3) 有在建立以我為人人和信賴為基礎的人際關係嗎?
那麼這時，在這一年的中段的六月，不要再為自己找藉口，
對著鏡子問自己上面提到的3點，並且在這之後思考要如何的
磨練自己，以及自問為了要積極地奉獻自己，為了要獲得新的
經驗該採取怎樣的行動吧。別忘記了最後面對的鏡子中的自己
微笑。
我們從事解放被社會所忽視，以及處於弱勢的人之工作。我
們也是給予人們第二次機會(甚至是第三次、第四次…)，傳達
解決問題更好的方式給人們的存在。
換個角度來看，您將會找到為您而生的機會，而將其化為轉
機的方法，就映照在自己心中的鏡子裡。那個鏡子把您毫無保
留的、原原本本的映照出來。就帶著期待的心情去看如何呢?把
全部的事，以樂觀的心情接受，就可以觸及心裡最深處溫暖的
感情。在一年中間點的6月，正是接受鏡中映照的自己，最合
適的時候。
要磨練自己，就要自我分析。那才是理解Enagic這份工作。
現在就以實現「真正的健康」，來創造「真正的人生哲學」
吧！
來吧！今天也來面對鏡子中的自己吧！
然後，讓自己擁有的優勢發光發熱吧！

Enagic International
CEO

大城博成

即將到來的歐洲分店
開設10周年活動
6月17日Enagic歐洲(歐洲支店)將舉辦在德國杜賽道夫酒店
的會場，大城會長夫婦也有出席，舉辦了支店開設10周年盛
大的祝賀活動。從德國的杜賽道夫開始設置歐洲的據點，現
在已經發展到五個國家了(義大利、法國、葡萄牙、羅馬尼亞
跟俄羅斯)。
一面回顧這樣的成果，另一面以今後更加發展為目標舉行
本活動。全部的活動預定包括有有力分銷商帶來的講座和訓
練，還有6A(以上)分銷商的升格認定儀式和晚餐。這個活動
是不管是誰都可以參加的，如果在歐洲有朋友或認識的人的
話，請一定要請他來參加看看。

Enagic美國設立15周年紀念活動，將在9月舉辦！
洛杉磯的Enagic美國設立15周年紀年活動即將在9月22舉
辦。活動地點將舉辦在停留於加州長堤市的瑪麗皇后號上。
1936年開始運行的英國豪華郵輪的瑪麗皇后號，是以連接美
國橫斷大西洋的郵輪為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被軍隊以
士兵的運送船徵招。在戰後再次以郵輪運行到1967年，在這
之後長堤市保留，並當成是飯店加以活用。
瑪莉皇后號其實也是在2006年7月舉辦的，Enagic美國開
設3周年紀念活動的舞台。對Enagic來說是很有緣的船，在當
時包含洛杉磯在內，海外據點有六個地方。現在已經擴展到
(23個國家)38個據點了，這次的紀念活動會有從世界各地來
的分銷商吧！

詳情請見官網

還原寶寶

香港分店還原寶寶大集合！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寶寶們的照片。天真爛漫，可愛又令人
憐愛。5月16日大約有20個小寶寶在香港分店集合。全部都
是飲用還原水的爸爸媽媽的小孩，是的!就是還原寶寶
(Kangen Bady)!
集合的主要目的是還原寶寶的照片比賽，將會登上雜誌的
是0~2歲組和3~5歲組各前4名的照片。其他還有寄了很多充

照片比賽0~2歲的前四名

滿愛情，很難分出高下的照片，讓審查變得很困難。不管怎
麼說，有 喝還原水的爸爸媽媽 的小 孩，每個都 非常的有精
神，非常的可愛。
照片比賽3~5歲的前四名

聚集在香港分店的眾多還原寶寶和其爸爸媽媽

照片比賽得獎的各位

E8PA會員限定服務
針對E8PA會員的各位，有提供以下的服務。
✓ 獎金情報的MAIL通知
(獎金的發放狀況每天以MAIL通知)

✓ 線上可確認分銷商組織展開圖
(確認組織內的展開狀況，可以更有效率的支援團隊或可建立戰略性的組織)

✓ 可以確認擁有的E Point
(累積的E Point可以用在Enagic舉辦的活動參加旅費)

若想申請，或是有任何疑問請洽您登錄的分店處

：封面人物

DANIEL・DIMACALE

朝著“6A30-5”的男士
揭露「成功的道路」
Daniel以Enagic分銷商的身分活躍了10年以上。他不停的努
力再努力，在短時間內完成了升格。現在他已經坐上了頂尖

制度，以及廣大的未開發市場等等，可以說是具備了成功的
材料。」

分銷商的寶座。
幾乎所有的分銷商都知道的Daniel都是在各個舞台上的身影
吧!但是在下了舞台之後，才能看到他對妻子還有女兒的愛，
以及在長年居住的加州紐波特海灘從事地區活動的身影。
Daniel第一次接觸到還原水，和很多人一樣覺得「水就是水
而已」，對於事業也抱持著懷疑。但是遵從「下判斷前要先
確認」的座右銘，他對自己公司的員工下達對鹼性水和市場
可能性，還有關於Enagic的調查的命令。
幾個月之後，他收到建議參加事業的報告書。就這樣Daniel
確定了Enagic的商品還有其事業潛藏的可能性，開始了Enagic
事業，也集合了現在可以說是最成功的組織之一的

Daniel流活用成功材料的方法
●下定決心要讓自己成功
●明確自己為什麼想要從事這份工作。
●隨時調整自己在學習模式，為自己創造動機。
●隨時都在進行活動。
成功的Daniel說是Enagic給了他很棒的生活型態、心裡的安
穩，還有很棒的友人。把最終目標放在「6A30-5」的Daniel
說，比起達成目標，更加要的是夥伴的成功。
不只是如此，他有強烈守護Enagic的意識，對於Enagic的大
城會長有強大的信賴感。在如此強調說明之後，Daniel結束了

「Kangen1 Distributor」團隊。

對話。

Enagic具備了成功的材料
「我認識很多在這個業界，以菁英的身分活躍的人。年
齡、性別、人種都不一
樣，可是共通點就是都
在“長壽公司”活躍
著」
「也就是說如果想要
成功的話，就要選擇比
你的目標或夢想更加長
遠的公司。而Enagic正
是這樣的公司。並且
Enagic還有製品、獎金

Enagic・體育掠影

Enagic高爾夫球學院的三名學生出場全國大賽！
5月15~17日在福岡縣舉行的第48屆「九州女子業餘高爾夫
選手權」，Enagic高爾夫球學院有8位選手出賽，其中第二名
的佐渡山理莉、並列第七名的島袋Hino，還有並列第十三名
的仲西菜摘選手，獲得將在6月19~21日在埼玉縣舉辦的第60
屆「日本女子業餘高爾夫權手權」出賽資格。
去年第59屆大賽榮獲第二名，成為種子選手的佐渡山理莉
在內3人，將在全國強者業餘選手齊聚一堂的大會上，活用在
Enagic高爾夫球學院學到的技術、戰略､在比賽中活躍吧！
去年在日本女子業餘賽中
出賽的佐渡山

仲西菜摘在夏威夷國際高爾夫大賽中榮獲優勝！
在Enagic高爾夫球學院學習的仲西菜摘，在5月18~20日夏
威夷舉辦，各國選手齊聚一堂的國際大會「女子業餘聯賽,珍
妮.K.威爾森邀請賽2018」，延續去年的成果，成功連霸。和
第二名居然有11桿之差，獲得壓倒性的勝利。雖然獲得勝
利，但同樣獲得日本業餘女子選手權參賽權的仲西小姐說，
「我會將這份勝利轉化為我的自信心，在日本女子業餘比賽
中加油的。」

以沖繩偉大的前輩宮里藍為
目標的仲西

在Enagic 高爾夫學院畢業的職業選手大活躍！
距離去年7月職業考試合格才9個月，新垣比菜職業選手在4
月份舉行的「賽博艾堅特女子高球賽」(靜岡縣)榮獲優勝。包
含這次的優勝在內，當地報紙「沖繩Times」(5月25日刊)和
「琉球新聞」(5月31日刊)都以全版面的特輯報導讚揚她活躍
的表現。
另外，Enagic所屬的嘉數光輪職業選手也在只有前四名可
以獲得四大主要大賽其中之一的「英國公開賽」(7月19~22
日)排名出場權的「美津濃公開賽」(5月24~27日/茨城縣)中
到第三天為止，獲得並列第6名的好成績。可惜在最後一天分
數掉落至並列第42名，但是這次的成績還是讓人期待他在今
後的賽事中的表現。
在全國網路上撥放的
嘉數職業選手的3天的比賽。

從沖繩到世界---

大城博成的成功故事
大城的三味線彈奏著沖繩的靈魂
大城的興趣是打高爾夫球。球友對他的球技讚譽

雜燴精神延續不斷

有加，或許是多年來的愛好讓他練就了一身好球技，

沖繩島民擁有強烈的縣民意識，人們都說「他們

但有沒有放水就不提了。沖繩近年來在歌唱、紓壓

的體內流著三味線的音符」。三味線的音色確實扣

方面備受眾人矚目。的確，這裡終年有太陽能源照

人心弦，那音律中包藏著島民曾飽受摧殘的那段痛

暖著人們，還有世界級的美麗海灘。人民親切友善，

苦歷史。

整座島洋溢著＂初見亦為弟兄＂的精神。島上具備

10幾年前的事情了吧，當時來到東京，接受一位

了極佳的紓壓環境，再加上歌曲和舞蹈，沖繩是貨

老朋友的招待去了新宿的餐廳。用過餐後，我們被

真價實的和平之島。

拉去沖繩KTV店，由於不習慣唱歌，最後變成聽他

但美軍基地問題似乎是另一回事，這個問題在縣
民之間依然毀譽參半，無法定論。

唱沖繩民謠。他深情演唱的「二見情話」絲絲入扣，
婉轉動人。

大城愛好品酒，喜以擅長的三味線與琉歌助興。

那位朋友是財務省的菁英，長期住在東京，或許

三味線只是閒暇時的喜好，但是連大師都稱讚他的

他的心頭總縈繞著沖繩三味線的曲音，據說他經常

技術。說到歌唱，青年時代在鄉間也是對歌唱十分

光顧這間KTV。後來他回到沖繩，在某間銀行擔任

純熟，音質出色。他在美國、歐盟的研討會中表演

要職，表現傑出。沖繩的三味線真不錯。

了這項才藝，白人、黑人、各色人種或許也被他熱

大城從年輕時就喜好拉三味線。當時的諸般痛苦、

愛沖繩的真心誠意感染，和著三味線琴音跳躍起舞

失敗、挫折、感動、悲喜，如今全融入那三味線的

的模樣甚至有種莫名的痛快。

一弦一音，手起音落，點滴在心頭。就是這股＂三

沖繩小島的三味線琴聲響徹於世界的舞台。使人

味線的力量＂支持著他的心。大城的三味線飄逸著

們隨之起舞的那股力量來自何處？人們對沖繩的愛

島嶼的馨香，嘹亮曲音迴盪於美國、加拿大、法國、

情同樣流淌迴盪在這裡。大城用他擅長的琉球歌曲

亞洲大國的土地上。大城的三味線和經銷商們即興

做了一首名為「福壽之花」的Enagic主題歌。這是

演奏的吉他、中國的豎琴競相共演，如此前所未聞

大城以現有的曲調譜上的新詞，在世界級的大城市

的景色，就是一盤＂沖繩風大雜燴＂。這種組合實

獻唱這首歌。

在奇妙，Amazing

Grace（奇異恩典）更是自然地

流瀉而出，聽起來毫不衝突。

【福壽之花】

日本人認為沖繩純樸的家庭菜十分健康，豆腐雜

1) LeveLuk因Enagic而在

燴、苦瓜雜燴正當紅。他們的風采飄洋過海到繁華

還原水因LeveLuk而在

的東京，甚至席捲了洛杉磯。大城的三味線音樂雜

飲者長命百歲

燴也渡海而來，受到經銷商們的喜愛與鼓掌喝采。

花開情義在

令人想為他們聲援。

2) 為求真康健
還報義與情
吟者長命百歲
心花朵朵開
3) 五、六十載結花蕾
七、八十餘迎花開
祝你長命百歲
福壽樂開懷

Hacchi的
「電解水的生活」

惡臭和汙垢…廚餘對策就用強電解水！
抱歉這麼唐突但是請讓我問一下，您家的垃圾桶有好好的清
掃嗎 ?(－－)。
看了一下家裡，到處都是垃圾桶。在廚房各有「可燃垃圾」、
「不
可燃垃圾」和「回收 ( 罐子、瓶子、寶特瓶等… )」的垃圾桶，
還有廁所的垃圾桶、洗手台還有浴室，甚至在玄關、陽台還有
桌子上面也有垃圾桶，加一加居然有 10 個！

在那之後，採取「廚餘首先使用強酸性水 !」這樣的
對 策。事 實 上 這 個 對 策 的 因 緣 是 以 前，在 這 個『Global
E-friends』刊登過的報導裡，「飯店房間的煙臭味，使用
強酸性水消去 !」知道的。
從此以後廚餘等可能會變成惡臭元凶的東西，都使用
裝進噴灌裡的強酸性水，噴噴噴 ! 還有一周一次的垃圾桶
清潔 !! 這個已經成為習慣了。

■廚房的廚餘是最討厭的惡臭的元凶！
在這之中被認為是「惡臭的元兇」的垃圾桶，大概就是廚房
的可燃垃圾了。在丟進這個垃圾桶之前，先暫時存放廚餘和吃
剩食物的殘渣的水槽邊垃圾桶 ( 三角區域 )，可以說是惡臭來源。
雖說是如此，丟棄造成惡臭跟髒污垃圾的可燃垃圾容器，

■牢記以除菌作為收尾！
垃圾筒在用水稍微沖洗過去後，去汙和除臭就用強還
原水和強酸性水並用吧 ! ♪
如 大 家 所 知，強 還 原 水 對 去 除「油 汙」非 常 的 有 用，

才是最大的問題。就算注意不要讓垃圾桶髒掉，也會有飛濺的

強 酸 性 電 解 水 有「除 菌」的 能 力。一 起 和 用 的 話，效 果

廚餘水以及飲料的殘留物留在底部的問題。

會更上一層。
最 後 的 手 續 就 是 把 垃 圾 桶 晾 乾。這 是 最 重 要 的 步 驟。

■首先噴噴強酸性電解水！
剛好 6 月是梅雨的季節。接下來開始就進入了夏天，是一
年裡”廚餘”最容易腐敗的季節。垃圾桶裡的廚餘十分有可
能很快就變成惡臭的元兇，請大家一定要注意 (@@)。
其實我們家以前也有因為沒有好好清掃垃圾桶，結果發生
了惡臭四溢及蛆蟲湧出的大災難 !!!!!(_ _;;)。
這是大家一定不可以學習的「壞榜樣」，雖然很不好意思，
在這裡跟大家坦誠以告。

接下來炎熱的季節 ---- 希望大家請注意垃圾筒的衛生，
過舒適的生活 !(^^)b

強力推介
活用電解水的

愛媛縣松山市
身心的養生沙龍

地址：愛媛縣松山市大手町1-10-10
HOTEL MYSTAYS松山２F
電話：089-932-1848
營業時間：10:00〜19:00
公休日：每周日

「循環身體的能量」
用還原水來提升效果！
這次要介紹的

老闆娘的節子小姐

方法和價格是基本的。

「iya-sha」是JR

其治療的核心是「提高

松山站走路8分

客人的免疫力或自然癒合

鐘、伊予鐵松山

力，達到身心的養生」。

市站走路9分鐘可

LeveLuk是在將近10年

以到達的Hotel

前，在自家和店內兩邊都

My s t a ys松山的2

設置並活用。在店內是在

樓。那裏是在東

治療前後，讓客人飲用。

側可以眺望松山

其理由節子有獨特的方式

城的天守的市中心。

治療中的菅野慎悟先生

表現，「因為還原水具有幫助循環身體的能量的作用」。

原本是位於松山市內和南鄰的松前町的「療癒之家」

也就是說，藉由攝取性質良好的水，來提升治療的效

和「療癒咖啡」，但5年前將其重新改裝統合之後之後

果，其他包括美容等器具的清洗和清掃等衛生管理，則

就轉移到了該處。所有的治療都在4個個別包廂進行。

可活用強酸性水和強還原水。「已經不需要再購入洗潔

實施治療的是菅野慎悟先生和節子小姐夫婦。慎悟先生

精了」這是節子小姐的說法，也可以達到節約的效果。

是26年間以自行車選手身分活躍，擁有非常特別的人生

使用電解水，安心安全的養生沙龍iya-sha，今天也

經歷。正因如此，可說對於人的「身心」狀況的具有相

在實施放鬆身心的治療。

當豐富的知識和經驗吧!
Iya-sha所施行的治療是整體、氣功、淋巴按摩、美容
等，內容十分豐富。根據節子小姐所說，慎悟先生擅長
整體和氣功，節子小姐則是擅長淋巴按摩。
雖說是如此，兩個人從長年的經驗來看，沒有只是需
要整體或是只需要淋巴按摩的。透過問診等方式，再了
解實施對象的「身心」狀態之後，來決定治療方法(組
合)。當然像這樣「淋巴按摩•全身/60分鐘:7,560日
圓」，有設定各個療程和費用，和客人討論要用哪一個
治療在包廂內實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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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商法新設定的「業務停止命令」首次下達！
福岡縣在5月11日，對從事美容服務

到業務停止命令的最長期限延長至1年

的B公司，以特定商取引法(特商法)祭

到2年，現在這是一個深刻的問題。

出3個月的業務停止命令。這個行政處

可以預想的到之後業務停止命令的延長

分要注意的點是，福岡縣同時對同一

化。

間公司的代表取締役社長和相談役會
長提出「業務停止命令」。

視1.諮詢件數的增減2.諮詢事項的惡質
性
這兩點的傾向。也就是說就算件數很
少，但是以年輕人或是老年人等沒有充
分「判斷能力」的人為事業的勸誘對象

假如宣告受到2年期間的業務停止命

，行政部門也有可能將其視為問題。

令，企業也會受到相當程度的傷害。並

依照命令，同一間公司的社長和會

且，幹部們也不能成立同業法人，這個

事實上，以開頭的B公司來說，17年

長在這3個月內，無法成立同業界法人，

規定的推行，可以說是由行政當局發布

以後的諮詢件數雖然只有21件。但是

但是事實上這個業務停止命令是在

「停業公告」也不為過。

各式各樣的謊言，加上對經濟能力跟判
斷力都不足的大學生，強迫締結

特商法)改正中，新加入的規定。B

高額的美容服務的貸款契約等，

嗚~真令人
困擾阿!

社是第一個被處分的例子。

這下
不好了

2017年12月施行的特定商取引法(

！?

其惡質性會被加重檢視。
請大家不要讓自己耗盡心血從

事實上的「停業宣告」?

事的事業，受到「停業命令」，

在這個規定之中，受到業務停止

遵守法令之下，好好的認真工作
吧！

命令處分的企業家的幹部，或是這
擁有相似影響力的工作人員等都在
業務停止命令的範圍之內。

被
「禁止」
所以不可設立同業法人!

再者受到命令的人，不僅不能成
立其他同業法人，就算是另外一間公

參與事業的個人會因為輕率的舉動而

司，只要是同業，就不能成為其法人

導致老牌企業陷入有停業危機的可能性。

幹部。

如果是這樣的話，各位當然也沒有辦法

這次的處分，可以感覺到潘朵拉的

繼續事業了。

盒子被打開了。今後在行政上面，可
能會頻繁的發布業務禁止命令。
17年12月的特商法改正之中，考慮

行政方面重視「諮詢內容」!
消費者廳和都道縣府等行政機關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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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治療疾病而調整體內環境的「正體」
在前一回「睡眠障礙抗爭」的報導

病 」，而是看診「病人自身」的醫療，

除身體的緊張，達到放鬆的效果也是非

中，一般稱為「整體」的治療，在本院

「正體」有透過矯正身體的歪斜，回復

常有效的。

稱作和書寫為「正體」。這次就以正

身體狀態，藉此醫治疾病這樣的意思。

這樣的治療，在肩頸僵硬、腰痛、膝

體，做一個詳細的說明。

要在具體一點來說，歪斜而造成血液或

蓋痛等筋骨類的症狀，還有失眠等自律

說起來，所謂的「整體」是什麼呢?

是淋巴液的循環不好的身體，透過身體

神經失調症、不明原因的不適等，在西

在「大辭林」(三省堂)裡，「用手及其

的調整，來達到可以治癒並正的體內環

洋醫學裡沒有明確原因的症狀，非常的

他部位的力量，矯正骨骼的歪斜，取得

境。

有效果。

身體的平衡，來促進身體健康、體質改
善。」是如此記載的。
該解說雖說「相當正確」，但是在我

身形端正的話，內臟或是腦神經的機
能也會恢復正常。以這樣的思考方式，
所施行的治療，我們稱之為「正體」。

矯正歪斜的身體，來調整身體全身的
狀態，各式各樣的症狀也會有所改善。
另外在本院腸胃病、過敏、異位性皮
膚炎、糖尿病、高血壓等，各式各樣疾

們「融合醫療」裡，並不只是消解身體

這有非常多的方法。大家熟知的就

的左右差，緩解僵硬而已，而是對那個

是 ，刺激穴道，調整被稱為「經絡」循

人而言「身體回到理想的狀態」-------

環於體內的「線」的中國醫學方法，還

例如胃炎、胃痛等狀況，其實很多的

也就是說以「正體」為目標。

有就是像是按摩般讓筋肉緩解僵硬，和

場合，是因為胸膛的歪斜，導致腹部和

矯正骨骼的脊骨神經醫學等，其共通點

背部太過緊張，胃受到壓迫而產生的。

是，均為矯正身體歪斜。

像這樣的狀態，無法用胃藥達到治療根

■矯正歪斜的方式

本的效果。

另外「正體」這樣的用語，「體」有
把「骨頭」「豐富」這樣的字義，所以
代入增強造血組織的骨髓的活動讓幹細
胞活躍這樣意思。
再加上，融合醫療不只是看診「疾

病的治療也有在使用正體治療。

■大多數的病患適用
在本院也是使用這些療法的組合進行
治療，來讓血液或淋巴液的循環變好，
平衡自律神經。當然緩解筋肉僵硬，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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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治療方式就是，矯正胸膛，緩
解背部和腹部的緊張，讓胃可以正確的
運作。「正體」就是有這樣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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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生到 Enagic 鳳尾蝦
養殖場參觀
5月2日早上，位在沖繩縣宇流麻市具志川3071的
Enagic還原鳳尾蝦養殖場(電話:098-923-3661)，迎來位
在同一個市內的具志川小學三年級生的社會見習的拜訪。
珊瑚的島、活用沖繩富有礦物質的海水和還原水的地區產
業，讓在同一地區的小朋友們參觀，也是一個讓他們了解

淨水濾心用特別價格銷售！
請不要錯過這次的機會！
除去氯・鉛

NEW TYPE

為止
※價格已包含稅款

的機會。
向小朋友們說明養殖場的組織和鳳尾蝦到出貨為止的流
程，在場內大約的參觀了一下，大家非常有興趣的樣子。
這次養殖場的參觀是回應小學的邀請，實現Enagic公司社

特價

原價

除去氯・鉛

HIGH-GRADE

會貢獻活動的一環，但是最小朋友來說，也是一個可以認
識豐富的自然和學習活用自然的地方產業的方式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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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價

原價

接受關於使用還原水和海水的養殖
工程說明的小朋友們
參觀出貨前依照蝦子的尺寸別分類工程的
小朋友們

去除氯

F8 FILTER

除去氯・鉛

原價

特價

※下訂單請向各支店，
或是以下號碼。

新達成新6A

6A以上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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