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這樣地做到了 6A2-3

［Malaysia／馬來西亞］
Husband, Mustafa, also a passionate 
distributor 
Mustafa的丈夫是個熱心的分銷商

新6A2-3 的肖像

全盛時最少「每月5個說明會」！

與丈夫Mustafa携手合作

創立她的訓練中心！

出身於馬來西亞南部柔佛州的Fauziah Binti Abdul 

Jalal，於2014年1月開始她的Enagic業務。她以1年4個

月之時間達成了6A5-3名銜，令人相當驚訝！這項極為

難得的成就，促使她成為馬來西亞其中一位最具影響力

之領導。

Fauziah由於兩大原因而決定開展她人生的Enagic之

旅：還原水為健康帶來之益處 及 還原水之巨大商機。

Fauziah由最初與她的家人及親友分享LeveLuk，發展

至與丈夫Mustafa Bin Sareh(6A2)巡迴馬來西亞，並每

月舉辦至少五場研討會。此外，她亦致力拓展馬來西亞

鄰近國家之業務，如：印尼及新加坡。

Fauziah舉辦之研討會經常有50至100人參與。於7月

份，Fauziah和她的丈夫Mustafa更顯努力，於雪蘭莪購

入一度假酒店，命名為「團隊學院及度假村」，作為訓

練中心的基地，供整個團隊活動。場地設備堂皇，佔地

90,000平方英尺，並提供10個房間以及3個訓練房間。

無數的訓練會議及研討會經已在此中心舉行，也有來自

印尼的朋友參與。

由銳不可擋的Fauziah帶領的團隊於8月14日舉辦了

「Enagic分銷商晚宴慶祝會」。(參照P.3)是次宴會於馬

六甲港口城巿舉行，聚集了1,500人，場面空前盛大，

大城會長及夫人亦有參加。Fauziah的成就實在惊人，

我們正期待她更成功的未來。

The training center 
opened in July. 
培訓中心在7月開啟



（接1頁）
Norman和Martin的經營理念是讓客人

了解還原水及商業計劃。因此在家擺放

Leveluk及舉辦訓練會議。住宅在格魯吉

亞洲擁有8276平方內有8間房間,豪宅大

規模到連E-friends都想訪問。這些也是

Enagic公司所賜，兩人今後的目標是達

成6A2-3及成立還原水辨公室。

體質之還原
以公平姿態實現高收益之還原
實時反饋之速度還原

感謝 (感情 )之還原
向區域社會之還原

身體之健康
經濟之健康
心之健康

實現真之健康 5個還元

■Date／October  10th
■Location／Hong Kong
■Event／Enagic Hong Kong 
                  10th Year Anniversary

環球焦點

Norman attended the convention in 
June as a representative of Jamaica.
Norman代表牙買加出席6 月世界大會

牙買加

■Date／October 2nd～3rd
■Location／Hawaii
■Event／Special Training Seminar
■日　　期／10月2日(星期五)～3日（星期六）
■地　　點／夏威夷
■主要内容／特別研討會　

通告！還球Enagic 推廣活動

［夏威夷］［夏威夷］

■日　　期／10月10日（星期六）
■地　　點／香港
■主要内容／Enagic香港成立10週年記念

■Date/ November 13
■Location/ Kuala Lumpur Convention Center
　 (KLCC), Malaysia
■Event/ Enagic Malaysia 3rd Anniversary
■日　　期／11月13日（星期五）
■地　　點／吉隆坡會議中心(KLCC) , 馬來西亞
■主要内容／Enagic馬來西亞成立3週年記念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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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的山越想征服！

●作者介紹

從沖繩走向世界！
大城博成的成功歷程大城博成

「那個時候的沖繩」是指什麼時候？那是距離現在五、六十年前，1950、60年代時的沖

繩－非常貧乏而環境複雜的沖繩。我們是在這貧困、艱辛的時代一路捱過來的人。有些人敗

給困境，有些人戰勝困境。有些人被複雜的環境而迷失道路，有些人一面解決複雜的問題一

面制造前進的道路。

有的人因為而想要成功戰勝困境，亦有滿足於維持現狀的人。每個人都是這樣自己決定自

己的路，然後在自己決定的路上前進。一切的不幸都是因為貧乏。然而“貧乏就是不幸＂是

不對的。同樣，豐盛就是正確亦是不對的。

前路出現高山時，有想登頂的人亦有因恐高而避開的人。當然，有些人即使有登頂的能力

亦不在乎，選擇橫切穿過。而這裡介紹的人是看到有座高山矗立在前，會徹底攀登到頂尖為

止，即使攀不上頂端亦不會放棄，不斷繼續嘗試的人。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根。任何人，沒有父母都無法出生於世上。根源很重要。有根植物才能

發芽生長，生出枝葉而後開花、結果。但是有根也不一定能結果，亦有中途枯萎的花草。就

如孟母三遷的故事，母親對子女的愛很重要。母親注視著孩子的將來，用不同的方法教會孩

子重要的事情。

大城的母親教導他，對別人關懷體貼，自己亦會得再別人的關懷體貼。經常聽到有人說沖

繩人情性好，富有同情心。這可能是沖繩人的特徵。走在苦難的道路的人中，有人會企圖把

周圍的人拉進來一同辛苦。而有一些人，是真心希望周圍的人快樂，辛苦的只有自己就可以。

大概在沖繩的精神文化中，可能有著很看重同情心的部分。

這裡介紹的人有著「高山就一定要攀登」的堅強意志，支持著這一意志的沖繩特色人情論

給予他能量，現在在世界各地奔走著。一面回憶起那個時候的沖繩，一面對半世紀後的今日

感到驚訝。

1941年沖繩縣出生。60年在那霸商業高中畢業。其後經由夏威夷大學，

在南加利福尼亞大學經營學研究生畢業，並在福拉神學院取得神學碩士。

從事日企顧問和牧師工作。Enagic美國顧問。

主要著作︰



Enagic硬式棒球部
「日本業餘棒球錦標賽」九州地區預選出場

體育掠影
Enagic

相繼優勝！Enagic高爾夫學院的選手們

高爾夫學院的學生有驚人表現刊登於幾家報紙

優勝者(前列由左)三浦選手和仲西選手©沖繩時報

整支球隊的九名球員目標是通過初賽整支球隊的九名球員目標是通過初賽

與每年7月在東京巨蛋舉行的「都市對抗棒球大賽」齊名的

成人棒球最高峰的全國大賽「日本業餘棒球錦標賽」今年是

第41次舉行。

10月下旬到11月期間在大阪巨蛋舉行的大會，能夠出場的

只有在全國預選中勝出的32個隊伍。

Enagic硬式棒球部在9月5日開始參加九州地區的預選，首

場對戰本田熊本。這場預選會有15個隊伍參加，而我們只有2

隊能夠在本大賽出場。Enagic硬式棒球部向著全國大賽的目

標奮鬥。請大家多多支持。

Enagic高爾夫學院的學員們在日本各大賽

都相繼取得優勝。首先是8月6日舉行的「第

51屆TIMES杯沖繩錦標賽」決勝回合中，一

般組別中現就讀高中2年級的三浦春輝選手

及女子A組的仲西菜摘選手相繼取得優勝。

這場大賽中出戰的13名男子及9名女子學院

成員中，有5名在所屬組內取得頭十名的排

名。

新垣比菜選手在8月7、8日於山口縣舉行

的「全國高中高爾夫球錦標賽」中完成了奪

冠的夙願。雖然她以業餘高爾夫球手的身份

在女子組達成連續三週進入十強的實力者，

但是意外地取得全國頭銜是第一次，對此她

感到非常高興。



HACCHI「還元水生活」  

使用強還原水洗退汗漬

　在日本終於過了炎熱的季節。雖

然這樣，仍然能感到夏日的餘威，汗

水量仍然很多的原故，每天被迫著要

洗衣服。

■用LeveLuk對抗黃漬
　無論怎樣清洗都有汗漬洗不掉的情

況吧?特別是白色襯衣，腋下的汗漬

會變色吧＞＜這種情況我家也有發

生過。

這不只是日本，東南亞等炎熱的國家

亦 都 有 一 樣 的 煩 惱 吧 ？ 但 是 ，

LeveLuk來我家後,這種情況越來越

少了。^^

■洗衣水一半使用強還原水
　這是因為在洗衣水加入了一半連頑

固污漬都能簡單清除的「強還原

水」。

我的情況是清洗白色衣服的時候會使

用一半「強還原水」。

只是那樣，較淺的汗漬可以輕鬆去

除。如果汗漬較嚴重，用溫暖的強還

原水加入清潔劑浸泡衣物。

■要小心纖維掉色
　這樣沾到纖維上的汗漬會較容易洗

掉。但是要注意有些有色、圖案的纖

維衣物，經長時間浸泡會有可能掉

色。如果沾上汗，為了不留下汗漬，

還是盡早清洗比較好喔。

總之，想洗掉汗漬用「強還原水」非

常有效。



香港領袖級分銷商於「FOOD EXPO」擺放展銷攤位！

The booth showcased a total of 5 machines, 
including the LeveLuk and ANESPA.
展覽攤位展示共5台水機包括LeveLuk系列
及ANESPA

莫斯科說明會大成功！

Enagic分店消息

Poster announcing the Moscow Seminar.
海報通告莫斯科說明會

/俄羅斯

Main speaker of the event, Nataly Garvrilova.
Nataly Garvrilova是說明會主要講師

環球話題

8月目標有五間分度達成！

8月13至17日舉行的香港最大型的國際總

合食品展「FOOD EXPO2015」中，6A2-2

的Andy Lau及Carman Cheung擺放還原水攤

位，展示各種Enagic產品，並設置四張枱，

方便招待不同的客人。

兩人自六年前便開始在這展銷會擺放還原

水攤位。「與顧客直接交流使我們得到更多

的自信，使我們的團隊更團結。」每年展銷

會吸引近50萬的人流帶來更好的商機。

8月15日，在莫斯科舉行的說明會吸引了

眾多人士參加，場面非常熱鬧。主講師是

Nataly Garvrilova，她作為頂級分銷商之一，

致力向世界各地的俄羅斯人推廣Enagic。

今次在她的祖國舉辦說明會，她主動熱情

地負責了「水的實驗」及計劃的說明。此次

說明會以及在莫斯科新開的分店，使Enagic

在俄羅斯越來越多人認識。

新加坡、巴西、東京、菲律賓、

洛杉磯這五間分店達成8月目標。這

是分銷商的各位熱心的協助以及支

店長、員工的努力所得的成果。下

個月會是哪一間分店呢？各分店的

員工正鼓足幹勁為達成目標努力。



有機與還原水結合產生的最佳味道

The green color theme gives the restaurant a natural feel.
餐廳以綠色為題才帶出大自然感覺

電解水活用的電解水活用的

強力推介

電解水的獨持使用方法在徵募中

The Clean Plate技藝高超的廚師 CJ. Lim(中央)和職員

Philippines/菲律賓

Spacious restaurant capable of accommodating 
around 70 people.
寬敞的餐廳可容納約70人

●信息請發送到廣報室　FAX：03-5205-2537 ／ e-mail：kouhou@enagic.co. jp

位於馬尼拉首都圈的核心、亦是舊首都的奎松城。

其中心點，是菲律賓大學的一處空地興建的大型購物

商場UP Town Center。而在商場二樓有一間菲律賓˙

西班牙˙義大利料理的有機餐廳「The Clean Plate」。

柔和的陽光經過透明玻璃照亮整間餐廳，各種植

物裝飾著天花及牆身。餐桌椅子配合有機餐廳主題

均使用木製的。

餐廳於2014年12月開業，老闆是Deo Endrinal。

主廚CJ. Lim說「餐廳主題概念是“環保友好＂，因

此所有的有機蔬菜都是向當地的農民採購回來的。」

主廚又說到「清洗蔬菜以至制作的醬汁都是使用還

原水完成。這令食材的味道更能引發出來，造出更

出色的佳餚。」

餐廳開業不久就受到菲律賓名流青睞，今年的五

月在奎松城的另一間大型商場開設二號店。CJ. Lim

更透露已決定在Enagic菲律賓分店附近開設三號店。

這餐廳無疑會受到所有Enagic分銷商和顧客所喜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