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沐浴在夏天的陽光之中邁向成功！
世界的分銷商被“夏天的成功”這樣溫暖的關懷包圍。

Distributor Profile 封面人物 : 
（接續第五頁）Rajan Manjrekar （6A4-3／印度）



遊玩、歡笑、擁抱、
微笑、放鬆吧
當我還是小男孩的時候，在我的故鄉沖繩之島在無意義的戰爭

之下荒廢了。幾乎什麼都沒有了，我們的生活陷入的貧困。

如果是有造訪過名護市瀨嵩還原薑黃工廠的客人的話，應該有

看到工廠的旁邊有一條小河川。事實上這個小河川我和母親曾經

在這邊清洗衣物。

在夏天的時候，我會逃離家務，在道路上奔跑。我小的時候，

非常的有活力，經常想要遊玩!那個時候，夏天映照在臉上的陽

光、悶熱的感覺、就有如在天空自由飛翔的蜻蜓般的感覺，現在

我依然清晰地記得。這是在名為戰爭的地獄裡，唯一留下的

“天堂”。

大家也盡情地去享受吧！遊玩、歡愉、擁抱、微笑，放鬆吧！

和朋友、夥伴、家人一起，我們需要去享受人生的快樂。藉由分

享快樂，就可以築起數十年的牽絆。一瞬的微笑，可以讓憤怒消

失。好好的放鬆，可以讓長年的痛苦獲得解放。

我們藉由享受來變得有精神，變得年輕！

“沒有玩樂的時間！”這樣吵雜忙碌的人生，讓我們思考變

得愚鈍。真是諷刺呢！竭盡心力的工作，結果忘記了要享受

什麼的！相反的，我們應該要將享受變成我們的希望和目

的。也請不要忘了，享受可以變得年輕這件事！

您應該要別人一起開心的跳舞、歡笑、分享喜悅，人生

需要優先享樂-- - - - - -我建議要過著這樣的人生。為什麼

呢？在享受之中，可以真實體驗和他人維繫感情的必要

性。您不想要和世界一起歡笑跳舞嗎？

Enagic International 
CEO 大城博成



透過「水的實驗」，說明電解水各種的效果，並呼籲

「讓我們抱持著自信，宣揚還原水的好處吧！」。

在講師的話之後，由會場觀眾帶來還原水的經驗談

絡繹不絕。不只是健康改善的體驗，也有店家也提到

銷售中的「大福」在製作過程中，加入還原水，得到

很棒的效果，像這樣的體驗也包含其中。

順帶一提，根據分享這個體驗的吉成柳子小姐的

話，用自來水浸泡糯米大概需要5個小時，用還原水

的話只需要大約50分鐘就可以了。

就這樣近3個小時的

講座就結束了，接下來

進行懇親會。參加者邊

享受使用還原水製作的

美味料理，開心的討

論。另外事業講座在隔

天5號，一樣由石井小

姐擔任講師，有非常多

的參加者參加。

8月4日下午，福島縣白河郡的6A分銷商，豐田偉

佐次先生和明子小姐夫妻，邀請石井惠子小姐和磯部

本部長舉辦講座。豐田先生夫妻在白河郡中島村二子

塚，經營溫浴設施「健回爐」和印度‧尼泊爾餐廳

「Café Tera」，是使用高達4台LeveLuk的「電解水

專家」。

這次的講座，是在餐廳舉行，當地的居民有70人參

加，擠滿了餐廳。雖然現場人多到冷氣快要沒有用的

狀態，但是參加者們還是專心的聽著磯部本部長和石

井小姐講座。

 磯部本部長強調的是，Enag i c事業在組織時候的

「熱情」，抱持著信念努力是非常重要的。石井小姐

主辦人的豐田委佐次先生和明子小姐夫妻

進行「水的實驗」的石井惠子小姐

拿著使用還原水的自家製
大福的吉成柳子小姐

分享生活上「還原水體驗」的
高橋文子小姐豐田先生夫妻所經營的溫浴設施「健回爐」(左)和餐廳「Caf Tera」

向參加者熱烈演說的磯部本部長

　　　

　　
　
　
　
　
　
　　

日本加油！　　
　
　

在福島有70人參加!
當地分銷商舉辦石井惠子&
磯部本部長的講座！



7月11日在東京辦公

室，召開發表由磯部

國際訓練本部長擔任

J a p a n 負 責 人 的 活

動，現場有一百多人

到現場。

進行了開幕演說的

大城博成會長，回顧

至今為止磯部本部長豐富的經驗和來歷，也表明對Japan

再次興盛的期待。

「透過在各國舉辦的訓練，讓很多人感受到了令人興奮

的Enagic事業。意這樣的經驗為基礎，希望能竭盡全力讓

日本Enagic事業能再次興盛。」

  接下來在Japan各支店長表明決意之後，由帶動日本的頂

尖分銷商的石井惠子小姐和中村明俊先生進行強力的演說。

熱情的訴說抱負的磯部勝正本部長

會場大客滿

勝山昭男先生 瀨戶光雄先生 石井惠子小姐 中村明俊先生

說明新方針的大城會長

進行結尾演說的
北岸逞男國際營業本部長

發表由磯部本部長擔任

Japan負責人！

對於新方針發表熱烈期待的頂尖分銷商們

獲得升格認定的菲律賓人分銷商

拍攝紀念照片的各團隊的成員

Enagic
活動新聞

在這之後，由磯部本部長頒發認定書給新6A2的Hiruta Mary 

Shella Pino小姐和新6A的Santos Luis Jr. Esteban先生。

兩人發表「以6A2-2為目標」等十分具有有活力的演講。

在大城會長的招呼和帶領乾杯之後，接下來是開心的懇

親會，有力分銷商和菲律賓人分銷商一個個的接過麥克

風，熱情的向參加者呼籲「讓我們一起加油吧！」。結尾

演說是由北岸逞男國際銷售本部長進行後，懇親會圓滿結

束。



R a j a n 說 和

Enag ic相遇是「是

我 的 潛 意 識 引 導

的」。當他覺得自

己和家人的健康需

要改善的時候，去

友人拜訪，就這樣

和Enagic相遇了。接下來「看到了實驗、喝到了水之後﹐我

們發現我們終於遇到了我們夢寐以求的東西。」他如是

說。

Rajan購入LeveLuk之後，就開始組織Enagic事業。另一

方面，印度在急速的現代化之中，速食和冷凍食品等等的

普及，直接影響糖尿病的增加這樣的健康問題。「可以預

測的到事情只會繼續惡化。但是我希望藉由在印度，甚至

在世界宣揚真正的健康，藉此改變事情的變化。」他話中

充滿力量。

目標是「孕育1,000人的6A！」

Rajan在短短的10個月內達成了6A2。這是印度最快的

紀錄。接下來花不到3年，就達成了6A4-3，其成功的祕訣

是什麼呢?他說「我認為是對團隊的成功，注入熱情。因為

只要團隊的成員成功，就能分享喜悅。」

具體來說是，進行實驗、分發還原水、後續追蹤，是這

樣子的循環。Rajan說「非常的簡單，但是卻非常的有效

果。」

Enagic讓他的生活改變了。Rajan說「我的家人了解了真

正的健康，大家都非常的開心。Enagic事業也很順利，現

在在世界各地旅行。為了家人改建房子，想給予他人的願

望都得以實現了。」再加上，「可以和重要的人分享

Enagic事業，他們的人生也朝著好的方向改變，我也感到

很幸福。」

Rajan的年底目標是達成6A7-4。但是他還有一個很大的

目標。那就是，「2025年底為止，最少要輔導1,000人的

6A分銷商。」。立下這個大目標的Rajan在最後說，「非

常感謝至今為止輔導我的資深分銷商和大城會長夫婦、

Enagic員工，還有家人們。」

Enagic的成功為印度帶來
繁榮！

Rajan・Manjrekar
（6A4-3／印度）

：封面人物：封面人物



宣傳宮里和島袋的活躍的全國報紙「Sport Nippon」
(7月19日號刊)

7月18、19日在佐賀縣舉行的「全國高中選手權九州大賽」

的男子個人部門，由Enagic高爾夫球學院的宮里海翔(興南高中2

年級)獲得優勝，而在女子個人部門，由島袋Hino(宜野座高中3

年級)獲得準優勝。另外，佐渡山理莉也獲得並列第4名，3人全

都獲得8月的全國大賽(茨城縣)的出場權。此外，有著宮里同

學，島袋同學、佐渡山同學在學的興南高中，以及另外一同於

高爾夫球學院學習的宮城夕夏乃、伊波莉羅在學的宜野座高

中，將在團體賽中出場全國大賽。

被派到8月23~26日在印尼首都的雅加達舉行的亞洲大賽‧高

爾夫競技的男女日本代表共計6人，其中一人由佐渡山理莉獲

選。佐渡山在這3年期間，多次獲選為日本代表出場國際競賽。

但是像這樣大規模的大賽卻是第一次。「目標為獲得優勝」佐

渡山選手非常的有幹勁。

7月30日到8月1日為止-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Coto de Caza 

Golf&Racquet Club，舉辦 AJGA(America Junior Golf 

Association) Enagic 青少年錦標賽。這個大賽是由大城會長

「希望可以培養在世界發光的高爾夫球選手！」這樣強烈的希

望而從2016開始舉辦。

包含Enagic高爾夫球學院的所屬選手在內，4月的亞洲最終

預賽(於Enagic瀨嵩鄉村俱樂部)中獲勝的選手，和本地在預賽

中獲勝的選手男女加起來，大約有80人參賽。業餘日本代表選

手的佐渡山獲得第

三名。這次的大賽

作為年輕有能力選

手 大 展 身 手 的 舞

台，相信之後會越

來越受到注目吧！

舉行AJGA Enagic青少年錦標賽！

Enagic・體育掠影

Enagic高爾夫球學院的學生們好成績連發！
高中九州大賽上，宮里海翔選手獲得優勝！

佐渡山選手被
選為亞洲大賽的代表！

獲得第三名，從大城會長手中接過獎座的佐渡山選手

將大城會長夫婦包圍，從日本遠道而來的選手

在良好環境下進行的練習



從沖繩到世界---
大城博成的成功故事

大城和八重子夫人的夫妻情誼可比作黃金與鑽石，

其「心」就如下所說。鑽石戒指的小小戒台是用黃

金做的。黃金很美，不會生鏽，帶有無可比擬的高

級感，而且瀲灩著能夠匹配鑽石的光澤。而八重子

夫人還扮演了戒台的角色。

沒有這個基座，再超群絕倫的物品都會黯然失色，

連戒指的輪廓都無法成型。如果戒台不穩固，鑽石

也會動搖，不知道何時會從手指頭脫落。黃金切合

著鑽石，使之穩固、璀璨生輝。

然而另一方面，金子同時又隱藏在鑽石底下，做

個無名的功臣。如果拿公司來比喻的話，在於周圍

的人為了隊長樂於犧牲自我、完成使命。在於為了

支持上位者，自發性地居於下位。底下的人愛出頭

會帶給領導者困擾，遮掩住光芒。配角是主角的影

子，要襯托出主角的風采才稱得上配角。

夫婦之間也是一樣的道理。大城和八重子夫婦二

人在工作上各司其職，相輔相成。不知是否為筆者

的偏見，有時候八重子夫人看起來更像鑽石。大城

時常這樣說“Change your water,don't change 

your wife.”。戒指的比喻放在公司也適用，上司和

部下的關係，也是希望如此。2013年開始公司的口

號就是Let's Unify.，也就是訴求上下一心。

藉由希望開拓全新的道路

追尋大城的成功腳步可以學到一件事：不是特別

的人才能成功。任何人都有可能成功。既定的首要

條件則是不要在失敗中滅頂，否則將看不見成功的

希望。深陷於水面底下時，會用否定的眼光看待事

物，使積極的思維窒息。必須換個角度看事情，將

痛苦、失敗、挫折都視為通往成功的途徑。

這裡有一則激勵人心的詼諧故事。

故事是說：有個人養了一頭驢子很久。這頭驢子

也和人類一樣逐漸頹靡，變得不像以往有活力。驢

子主人決定處理掉這頭驢子，卻沒有人願意要牠，

可是主人又因憐憫而不忍心殺牠。主人最後想到將

驢子丟進乾涸的古井裡，每天往驢子的身上鏟土，

換句話說，他選擇將驢子悶死，也許是想盡一份心

讓牠安樂死。主人從早到晚用大鏟子將土拋入井裡。

驢子被蓋了滿頭滿身的土。這行為持續了好幾週。

驢子把蓋在身上的土抖落，用四隻腳穩穩地踩在土

上，做出堅固的地盤，不停地重複著。結果扔進來

的土慢慢地把驢子的身體往上推，驢子從井底爬出

來，又重新開始工作了。人們常揶揄驢子“愚蠢”，

這隻驢子的想法卻很聰明。

人生當中有各種苦難、無法預期的試煉和悲傷從

天而降。沒有誰是沒吃過苦頭的。此乃世間常理。

不願忍受痛苦、滿嘴的憤懣怨懟，或是與不幸的遭

遇正面對戰，均取決於自己。不去奮戰就無法取勝，

面對如此的失敗難道不是天經地義的事嗎？陷入困

境的時候，用奮力一搏的戰法最能奏效。不要永遠

在井裡掙扎，只要有想要逃脫的一束光、一絲希望，

就能開闢道路，不是嗎？

我不認為大城有異於常人的超能力（恕我冒昧），

他是平凡至極的人。公司的職員裡也有人評論「大

城會長是天才」，其實他只是個和本書的讀者們並

無不同的一個凡人。但是他擁有超群的生存能力、

堅定不移的態度、毅然決然地迎向重重艱難與不畏

暴風雨的精神。或許就是這份力量使他成功。成功

不是送給特別人士的禮物，應該是送給努力、渴望

它的人的禮物才對。就算出生在小島，家境貧窮，

也能實現世界等級的夢想，大城不就是在告訴我們

這件事嗎？

成功是給努力的人的禮物！



Hacchi的
「電解水的生活」  

夏季 「抗汗漬」 就交給強還原水清洗吧！

今年的日本被異常的猛暑酷夏所侵襲。不僅各地的最高溫度

高達 40 度，酷熱的晚上也持續了好幾十天都不止歇。這應該是

受到長年各地人類的產業活動等所累積的大量溫室效應氣體所

產生的地球溫暖化的影響吧。

如此炎熱的日子不斷持續的話，身體各處都會有不好的影響。

中暑便是其中之最了，這個夏天，全國不知有幾萬人被急救送

往醫院去了。

■大量出汗所造成的衣服汗漬

雖然中暑是有可能會致死的可怕症狀，但是大部分人經歷過

的都應該會是在那之前的發汗作用。畢竟在這炎熱天氣當中，

光是柏油路上就可以輕鬆的達到 45 度的高溫。在柏油路上稍微

步行的話，任誰都會滿身是汗吧。

「普通的夏天」都已經會汗流浹背了，今年甚至會成倍的爆汗，

也因此，衣類的汗漬就會比往年還要更加嚴重。再加上有時甚

至難以清洗乾淨的因素，讓人更加困擾。

■將洗衣用水的一半使用強還原水

特別困擾的是白色襯衫類的腋下不僅變黃，而且還洗不掉，

遇到這樣的狀況讓人超受打擊 (＞＜)

但是，自從 Leveluk 來我家了以後，受打擊的次數就變少

了唷 (^^) 理由很簡單，因為使用強還原水當洗衣水了以後，

就算是頑固的汙垢也能夠徹底地被洗淨了。

以我來說，來洗白色衣物的時候，我會將洗衣水的一

半改為使用「強還原水」來做清洗。

■注意纖維的掉色

光是這樣做，那些輕微的汗漬就能輕鬆地被洗掉了。

而在變黃嚴重的地方，將強還原水加熱到溫熱程度後當

成洗劑將衣物放入浸泡。

這樣子的話，附著於纖維的汗漬將會變得容易被洗掉。

但是，有顏色，有花紋的衣物，如果長時間的浸泡的話

將會因為其纖維的材質而也可能因此掉色，因此要十分

注意。最好的方法，還是在被汗漬沾染到的時候盡早快

點做清洗，讓髒污不留痕跡比較好 (^^)b

最近市面上也推出了預防汗漬附著的清潔墊，因此腋

下容易出汗的人也可以考慮使用看看喔 (^^)b



強力推介

活用電解水的活用電解水的

地址:岩手縣盛岡市廚川1-5-4
電話：0120-73-0225　
Fax：019-641-3405

味處 鰻竹
岩手縣盛岡市

使用六台LeveLuk，活用還原水於所有的調理過程！
鰻竹位於起始盛

岡站的岩手銀河鐵

道線的第二站廚川

站，向南沿著國道

四號線徒步約五到

六分鐘之處。由該

店面向北西方，即

會看到岩手縣最高

峰，被選定為日本百名山之一，標高2,038m，一望無

際的岩手山。該店即坐落於可如此眺望美景之處。

這邊是總店，隔著兩棟建築，構成屬於鰻竹集團的分

店燒肉店「Horumon七輪亭」及分店的卡拉OK輕食館

「Popai」。其經營者為武田和男先生。自1980年創業

以來，如同店名所示，不僅以鰻魚料理為其招牌，更涉

獵於所有和風料理，現在以外送料理為主軸的店。

舉凡外送料理，包含法事，喜宴，又或是便當等，其

牽涉十分廣泛，鰻竹推出了合計六十種的料理，滿足各

種要求(這些全部都可以在鰻竹的網站看到照片)。不僅

如此，本店也備有30坪廣大的宴會場，可以接待舉辦從

少數人到近80人的聚會或懇親會，經預約後可以使用最

長三小時的時間。此外，就算在支店的燒肉店或輕食店，

只要預約都可以享受本店的外送料理。

武田先生表示「從十幾年前開始，只要是吃下去的東

西都會使用還原水」。畢竟，包含本支店以及自宅使用

了六台的LeveLuk，他能夠如此誇口果然是其來有自。

當初為了要去除從魚池抓起來的鰻魚其獨特的泥臭，

而使用了還原水，在那之後在各式的料理上開始活用，

「白飯、醬汁還有味噌湯味道都變得溫和，變得更好吃

了。」武田先生自

信滿滿的說著。

本店的外燴料理的

預訂是用電話(早上9

點~下午3點為止)，

或是用傳真、網路

預訂。宴會和聚餐

在下午跟晚上是可

以的，但是需要預約(週日公休)。燒肉「Horumon七輪

亭」營業時間是17點半~23點(週日公休)。KTV小酒吧

「Popai」營業時間是19點~24點為止(周日、周一、周

二公休)。

離餐廳不遠的燒肉店(1樓)和小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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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餐廳店內設置的LeveLuk和武田和南先生

受歡迎的特選幕之內便當(稅入1,296日圓)



消費者廳在7月27日，對進行電話銷

售健康食品的業者A，以特定商取引法

下達3個月的業務停止命令，再加上第

一次對同一間公司的就業人員B個人，

下達同樣3個月的業務禁止命令(以下

稱禁止命令)。

這個禁止命令是在去年12月的特商

法改正期間被導入的。受到處分的話

將會以個人為對象禁止成立同業法人

等項目。至今為止都是由各個地方政

府組織下達的禁止命令有數件，但是

以消費者廳下達同樣的命令，這是第

一次。有種「終究如此」的感覺。

消費者廳命令的恐怖

這個處分有幾個要點。首先第一是，

果然還是消費者廳第一次下達命令這

個點。都道府縣所執行的處分，和國

家所執行的處分，在效力上有很大的

不同。例如由東京都執行的處分，效

力只達東京都內，但是如果受到由國

家下達的處分的話，國內各地不管在

哪邊都有效力。就因為如此，不得成

立同業法人是「在國家任何地方都是

禁止的。」

另外，在消費者廳終於拔出家傳寶刀

之後，也可以預測都道縣府在今後，也

會變得更「容易」下達禁止命令吧。

另外一個需要注目點是，這次的禁止

命令的對象者B是「部長」這個點。而

並不是對社長下達禁止命令。

消費者廳對於這個「部長」，認定為

「統整業務者，且在推行業務上扮演主

導的腳色。」，而決定了處分。就像在

說著「想蒙混過關也是沒有用的，我們

知道實際掌權的是B喔！」

特商法明訂，不僅是一般職員，就連

「制定行規之公司關係人」也會被處以

禁止命令。根據這條法規，B部長被下

達處分。

「治療」或「預防」都違反！

那麼為什麼A公司會受到處分呢？根

據處分事例，是從業人員對消費者說，

「如果不想得到癌症的話，喝這個話

就可以了喔！」「增粗、強化血管！」

「對老人癡呆症也有效果!」「可以預

防老人癡呆症！」等，這些可以算是違

反談話內容的大總匯了。以言語表現來

說，可以說是「完全犯規」。

在藥基法、特商法上，醫藥品、外用

醫藥品、醫療機器以外，提及「治療」

「預防」都是違反法律的。就

算是醫療機器，誇大不實的話，

也是違規的。這些事項要好好

的了解，在事業上要十分的注

意。

新法令遵守系列

我們的法令遵守宣言
流通記者

消費者廳第一次對「部長」下達業務禁止命令起因為何？

就算不是「社長」…

耶
!

只
有
對
我
個
人

下
達
行
政
處
分

沒
有
辦
法

!?



者體質的改善。再加上矯正身體的歪

斜，讓血液循環變號的「正體」(6月號

刊中有詳細解說)，我認為也是不錯的方

法。

在最後我想提關於貧血的預防方法。

首先和其他的營養素一起均衡的攝取鐵

質，改善生活習慣是非常重要的。再來

為了要保持骨髓的健康，希望可以做到

以下事項。

①矯正身體的歪斜，提高新陳代謝。

②好好保暖身體，提高新陳代謝。

③保留放鬆的時間，緩解緊張讓血流變 

 好。

④保養腸胃，提高營養吸收力。

⑤補充維他命跟礦物質，給予骨髓營     

 養。

也為了要保持年輕和健康，需要像這

樣不斷不斷的努力，請一定要努力預防

貧血。

新健康講座

開拓福壽社會――
丹羽式［融合醫療］的
A 到 Z
4分之1中年女性對貧血戰爭的煩惱！

（丹羽診所院長）

厚生勞動省每年進行的「國民健康、

營養調查」中，40歲~49歲的女性每4

個人中，就有一個人有貧血。

貧血主要是因為紅血球中的血紅蛋白

不足，導致身體中的氧氣不足所導致

的。女性比較多的原因是因為，生理

期、懷孕、生產時的出血，或是更年期

的生理不順暢，而鐵質不足所導致的。

過度減肥、不吃早餐、偏重外食的生

活，導致營養不均衡也是其中之一的原

因。

貧血的話會造成很多的症狀。臉色蒼

白、喘不過氣、心悸、頭暈、頭痛、疲

倦等症狀。另外和健康的人比，也比較

容易受細菌感染。

當然男生並沒辦法置身事外，也是會

貧血，因此貧血的對策是非常重要的。

對應方法來說，現在醫院上，是以鐵劑

等藥為處方是常見的。但是貧血的原因

很複雜，輕易地使用鐵劑來當處方，就

算症狀改善了，可能會引起胃炎等副作

用，導致飲食生活的品質下降。

要有「好的血液」的話，要怎麼辦

呢？最重要的就是藉由飲食來獲取營

養。含豐富鐵質的豬肝、海苔、大豆

等，搭配其他的食物一起均衡飲食吧！

■最首先是骨髓的改善

貧血最根本的治療，是讓製造血液

的骨髓的狀態改善。所以如果有貧血的

話，也可能是因為什麼樣的原因導致骨

髓的作用變差。就因為如此，首先是骨

髓的血流和營養狀態的改善是必要的。

這時我非常推薦攝取鐵質，但是只是

這樣是不夠的。例如幫助鐵份的吸收，

還有紅血球合成、代謝血紅蛋白的蛋白

質、維他命，還有礦物質的攝取也是很

重要的。

在我的診所，會開給貧血的患者含有

維他命C和礦物質的處方。這段期間，

避免用化學成分的營養劑，使用天然的

營養處方。會這樣也是因為化學成分的

營養劑，多半都是用石油製作，身體吸

收之後，會搶奪其他的電子，可能反而

會有不好的影響(關於維他命、礦物質療

法，在去年10月號刊和11月號刊有介

紹)。

其他還包括合用中藥，來促進貧血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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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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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大阪支店 6A ( 以上 )
分銷商齊聚一堂！

6A會議情報
Enagic USA設立 15周年紀年活動
將在 9月舉辦！

即將到來的9月22日，Enagic USA設立15周年的紀

念活動，將於保留在加州長灘的皇后瑪麗號上面舉

行。這艘船也是2006年7月舉辦的「3周年紀念活

動」的舞台。在有因緣的船上，再次的舉辦紀念活

動。活動的行程如下。

另外，前一天預訂將在附近的飯店，舉辦以6A以上

為對象的訓練。

8月3日在炎熱的天氣中，西日本6A上的有力分銷商聚集

在新大阪支店，舉行6A會議。日本負責人的磯部勝正國際

訓練本部長首先跟大家打招呼後，針對Enag ic事業在世界

中，日本目前的狀況做一個報告。接著發表「要讓日本

Enagic事業更加昌盛，各位的力量是不可或缺的。讓我們互

相率直地提出意見，朝著更好的方向前進吧!」

受到鼓舞，多數的參加者都率直地提出有意義的意見。分

銷商熱衷且積極的表現，可以見到朝著日本再次興盛的新的

道路。

熱烈討論的6A會議(正面中央為磯部本部長)

●02:00pm - 04:30pm
大城會長演講&觀賞大城會長演講&觀賞
Enagic USA 15年影片
●04:30pm - 06:30pm
雞尾酒派對
●06:30pm - 09:30pm
晚餐&新６A(以上)
升格儀式
●09:30pm -
熱舞派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