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造福社會而創業作為目標！

2人之願望是「多一個人也好，一天也好，能夠趕快的達成6A!」2人之願望是「多一個人也好，一天也好，能夠趕快的達成6A!」

［Spain／西班牙］　　

27歲的Dragos第一次由分銷商的Daniel哥哥接觸到Enagic事

業，已經是5年前的事了。在那時沒有什麼興趣的他，開始認

真思考的這項事業，是由於遭遇了失去不動產的職位的痛苦。

接下來，他徹底的調查了還原水和這項事業的組織。結果，

不管是身心的健康，還是經濟狀況都獲得了改善，也相信這

是個能幫助許多人的事業。在獲得妻子Lorena的幫助下，真

正的開始了事業。(第5頁繼續)



環球活動

Enagic EU 開設七周年盛大慶祝！

/ 歐洲

New 6A (left) and 6A2 distributors received their certificates.
授予認定証書給新6A(左)和6A2的分銷商

CEO Hironari Ohshiro (center) calls out to the audience, 
“Let’s spread ‘True Health!.”
大城會長(中央)向觀眾說出「讓我們來傳播真的健康」

The impressive banner near the reception area
令人印象深刻的banner在接待處附近

A powerful performance was given by the local Japanese drum team.                           
日本當地太鼓隊強力演奏

The big chorus of our Ireland distributors heightened the 
excitement.
我們的愛爾蘭分銷商大合唱令會場氣氛高漲



New 6A2-3, Sebastian Popa (left), and 6A2-4, Henry Martin, personally received bonuses from the CEO.
大城會長親自頒授獎金給新6A2-3 Sebastian Popa(左)，和6A2-4 Henry Martin

(From left) Distributors from England, France, Romania,  were introduced on stage.
在台上紹介來自(由左)英國、法國、羅馬尼亞的分銷商

通告！環球Enagic 推廣活動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

■日　　期／11月13日（星期五）
■地　　點／吉隆坡會議中心(KLCC)馬來西亞
■主要內容／Enagic馬來西亞成立3週年紀念

Enagic EU開設七周年紀念活動，9月5日在德國杜賽爾多

夫展開，集結了歐洲20國家300人以上參加。

活動開始，由司儀的Peter Shaw先生和Margreet Busstra

女士發表了這次活動的主題「親切的交流」。

接下來在參加者大聲的拍手喝采中登場的是大城會長夫婦。

大城博成會長熱切的探討了「Enagic事業和其他事業不同，

我們並非販賣物品的事業。而是對你最在乎的人，你最想幫

助的人，傳達“真的健康”的事業。」

為典禮炒熱氣氛的是當地的和太鼓隊所帶來的表演，象徵

著「洋和的融合」的鼓聲，充滿了會場。

接著是達成6A和新6A2的15人的認定頒獎儀式，個別發

表簡短的演講，分享了他們的喜悅。大城會長也授予在6月

裡成為6A23的Sebastian Popa先生認定書和獎金，同時也

發表了他對家族的感謝之情。

大會的高潮的是介紹在歐洲第一位成為6A24的Henry 

Martin的時候。Henry先生充滿感激地從大城會長手中接過

50,000美元的支票和認定書。

活動的尾聲，全部的參加者依

照國別上台介紹，以歐洲全區的

Enagic事業核心「親切的交流」

的活用為重點，分享如何讓更多

人的生活變得更美好。

此外，美國的Cynthia Briganti, 

Michelle Raley, Romi Verdera, Kyoko 

Nakamura和Caroline Chou和日本

的Akitoshi Nakamura幾位領導人

一起為七周年活動慶祝。



擁有親切微笑的Jon Christopher Lim(39歲)，在2012年

1月開始了Enagic事業的契機是什麼呢?

 Lim先生在馬來西亞的領導人Gary Gan的勸說下，

以愛用者的身分購入了SD501。漸漸的，他了解還原

水真的能帶給他跟他的家人真正的健康，為了能夠讓

多一個人也好，了解還原水的好處，他把100%的熱

情全注入了Enagic的事業。

在從事講座等販賣店活動時，Lim感到困難的是，如

何要正確的認識這份事業，這也是這份工作重要的地方。

但是他也了解，有希望他幫助的人，當然也有不希望他

幫助的人。就因為這樣，他確立了自己位置，引導著真

的是自動自發的去發展這個事業的人，而不是被逼迫

的人。

在發展事業的活動中，L im先生了解到，真正的

Enagic領導人是「能不管報酬的多寡，都願意幫助人」

的人。

另外，Lim先生認為這個事業的優點是，「整個家族

可以一起從事的事業」，同時他會加入Enagic這個事業，

是因為有著目前也整在活動，身為6A2的70歲母親

Doris的建言。當然妻子Roweena的支持也是不可或缺的。

Lim先生在最後說了「初期投資Enagic時，就算是最

小的限度，但是只要有最大的信念去支撐，就誰都能開

始發展。」Lim先生也告訴我們，他的目標是在今年年

末前達到6A4-4，今天他也掛著笑容，為他的事業活

動著。

我是這樣地做到了 6A2-3

［Philippines／菲律賓］

新6A2-3 的肖像

用樂觀的精神面對困難的狀況

結合家族成員，發展家族事業

Jon received his 6 A2-3 
certificate from 
Mr. and Mrs. Ohshiro.
大城會長夫婦

頒授認定証書給6A2-3 Jon

Lim family says “It is favor of Enagic to be able 
to buy the house with a poor”
Lim一家人說︰「能夠購入有泳池的房子，
這是Enagic的恩惠」

邁向成功的鑰匙是「永不放棄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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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封頁

西班牙

The venue in Fujian Province
褔建會場

The venue in Zhongshan City
中山會場

The venue in Shenzhen City
深圳會場

The venue in Fujian Province
褔建會場

The venue in Zhongshan City
中山會場

The venue in Shenzhen City
深圳會場

8月開始到9月，在廣東省(中山市、

佛山市、深圳市)跟福建省展開了幾

場講座。其中幾場聚集了大量的參加

者，大家都非常專心的看著中國本地

的分銷商所做的水的實驗，也非常認

真地聽著事業計畫的說明。

雖然說中國的經濟成長稍稍的減緩，

但是畢竟是13億人口的泱泱大國。在

全球化中扮演者不可或缺的腳色，也

有越來越多人對Enagic是抱持著高度

的興趣，「仁愛的圈子」也慢慢的在

這個國家發酵。

(續1頁)

Dragos先生只花了5個月的時間，就

達到了6A，到6A2也只花了短短9個月，

聽到自己的事業方針，帶來的快速升格

的吉報，Dragos先生這樣說了『重要的

是努力找尋，相信用喝最好的水這件事，

努力去獲得最高的收入，的對象。』

Dragos夫婦目前的目標，是在年內達

到6A2-2，並在明年的世界大會前達到

6A2-3。

『當然，也希望夥伴們，多一個人也

好，一天也好，能夠趕快的達成6A』

Dragos夫婦這麼希望著。

還球報告

環球焦點

/ 中國

在中國擴散 「仁愛的圈子」 大陸相繼的舉辦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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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劇的島”沖繩

●作者介紹

從沖繩走向世界！
大城博成的成功歷程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日本戰敗。沖繩在戰敗的影響下，脫離了日本的統治，變成了美

國的領地。雖然是日本人，但是卻在敵國的統治下，我想這個就是離島命運吧。戰爭奪走了

包括士兵跟一般民間人士在內24萬人以上的寶貴的性命，造成了大量的犧牲。其中近10萬

的犧牲者是一般平民，也就是沖繩本地的人，這也訴說了這場戰爭有多麼的無情。為什麼會

犧牲這麼多一般民眾呢?誰又該負起責任呢?

大城會長是6人兄弟的家庭，最年長的哥哥病死，二弟和妹妹在戰爭中成為了犧牲者，大

城會長自己本身，也是在九死一生中存活了下來。目前姐姐的川端久子小姐和妹妹賴子小姐

住在大城會長老家附近。這場戰爭對沖繩來說，對大城家來說，都是場悲劇。沖繩在戰後，

猶如野火燎原般，沒有重建的希望，沒有任何一種產業、商業，可以讓沖繩的人民生活過得

下去，朝著苦難的道路前進。

沖繩是唯一在陸上的戰爭，而戰爭留在犧牲者的精神上的傷害是70年也無法抹去的，新時

代的年輕人，只是看著那道傷痕是無法了解，那道傷痕有多麼深有多麼痛的。

1972年在戰後處理之下，沖繩回歸日本的統治，但是生活水平跟日本本土有著非常大的

差別。雖然現在也是有著些微的差別，但脫胎換骨的沖繩，就算拿來跟東南亞的其他國家中，

算是比較受到關注的，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沖繩風潮。沖繩常常被拿來和夏威夷做比較，但是

沖繩正以觀光產業跟軍事產業為中心，朝著繁榮的道路前進。今後，不是以「軍事重地」，

而是以「經濟重地」，向世界介紹沖繩的商品、服務、知識產權的時代的到來。

這場戰爭，讓美國在沖繩佈署了30萬人的軍隊，當時沖繩的人約大約是80萬人左右，可

以顯示有美軍的人數有多麼的驚人。

看了當時的紀錄影片後，就可以知道，當時以沿岸美軍的氣勢，日軍根本無法迎面對戰，

那時在沖繩的國中徵兵，拿著竹槍『嘿!嘿!』的向美軍迎擊的訓練，在現在看起來有點滑稽。

1945年8月15日，天皇陛下發表了終戰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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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最新消息

CEO Hironari Ohshiro reflects on his past with a smile.
反映了他過去CEO大城博城帶著微笑

Around 200 people rushed to the launch party.
約200人趕赴出版記念會

The leader of the group, Ching Chow Fung
Ching Chow Fung是團隊領導

Everyone attentively observes the assembly
of parts.
每一位都認真觀察部件的組裝

Enagic Russia分店搬遷！Enagic Russia分店搬遷！

Mayor Sakima holds up the book and exclaims, 
“Quenching the Thirst for Global Success’ is 
the epitome of Mr. Ohshiro’s vision.”
佐喜真市長手持書本地說“Quenching 
the Thirst for Global Success”是
大城先生的縮影版本9月18日，在沖繩宜野灣市的Enagic集

團其他的天然溫泉香氛會館的二樓開設的

「還原餐廳/海洋8」舉辦大城博成會長

『從小島開始喝到世界!』傳記的發表紀

念會。以宜野灣市的市長佐喜真淳為首，

石井惠子小姐、Eric Wong、Kenneth Wong

等海內外的領導販買店也一同共襄盛舉，

獻上祝福。

在紀念演講時，大城會長回顧自己的

人生，熱切的發表了「Enagic就是把人生

最重要的三樣，身體、經濟跟心的健康為

基礎，在世界中增加夥伴的工作」。

慶祝會上，大城會長夫婦在三味線和

竹板的伴奏下，大合唱「福壽的花」來做

最後的結尾。

9月19日，馬來西亞當地有力的分銷商，

CHING CHOW FUNG(6A2)，帶著旗下的

團隊，拜訪大阪工廠。一行人參觀了從鈦

白金製電機版的壓力加工到各零件的組裝部

門，最後看到了測試部門。「真的讓我們

深深的了解了，MADE IN JAPAN的好」其

中，也有分銷商這麼說著。

甚至現場的工作人員，當然展開了一場

研討會，大家針對想問的問題，提出質問

跟討論。透過這次的見學，參加者對自己

所販賣的商品，建立了自信心。

對於進一步的資料，請查看下一期的E-Friends

馬來西亞販賣店，體驗“MADE IN JAPAN”!

舉辦『從小島開始喝到世界!』出版紀念會&大城會長
特別演講會！



Nakamura’s very first seminar in Paris.
中村在巴黎的第一個說明會

/ 法國

/ 印度尼西亞

The host of the event, Roni Rich and his wife, 
Giana Anindita.
活動主文辦人Roni Rich和他的妻子
Giana Anindita

The venue overflowed with 2,000 participants.
會場擠滿2,000人

環球話題

我的還原車

A daring Kangen Car design.
嶄新設計的還原車

9月16日，中村明俊先生(6A7-6)在巴黎

分店，開授了講座。參加者都非常認真的聆

聽這位日本領導者的講座。在講座尾聲，參

加者提出了各式各樣的問題，中村先生也帶

著熱情細心的講解。從前在台灣、泰國和蒙

古等各地舉辦講座的中村先生，初次在歐洲

展開的講座，也有了成果。

購入了擁有嶄新設計的還原車的是住在美國康乃狄克州的Bruce和Melinda 

MacNaughton夫婦。從負責設計，為同一分銷商的Eric先生說，夫婦兩個雖

然還只是3A的分銷商，但是非常投入組織Enagic事業。在擁有還原車之後，

兩個人的事業，也能夠更加順利吧。

9月6日印尼的6A2分銷商的Roni Rich & 

Giana Anindita夫婦在雅加達舉辦「慶祝人

生LIVE」，有約2,000人一起共襄盛舉。

這 個 活 動 ， 是 R o n i 夫 婦 為 了 要 傳 達

「Enagic事業的成功是因為有家人的支持」

這個主旨而舉辦的活動。活動期間，兩人

在台上熱烈發表，因為開始了Enagic事業，

不僅購入了有泳池的房子，也拓展了人際

關係，真的是獲得了「真正的幸福」。這

個活動，不僅是讓生意夥伴，也讓家人能

更團結。

中村明俊先生，在巴黎傳授『仁愛的傳授』!

2,000人舉辦「對家人的感謝」派對！



體育掠影
Enagic

在夏日閃耀的Enagic高爾夫隊選手們

美濱所屬Enagic保齡球選手在 「全日本」 的初賽中，獲得了勝利！

Hina Arakaki and Kouta Saito achieving 
double victories in the “Kanucha Cup”
新垣比奈選手(上)和齋藤耕太選手在
“Kanucha Cup”中實現雙勝利

在暑假期間的8月，有多場以青少年為主

的大賽展開。在Enagic所屬的小學到高中，

也在各個大會中出賽，而得到了以下的好成

績。首先是8月19日舉辦，為期三天，在琦

玉縣有名的霞關鄉間俱樂部舉辦的日本青年

高爾夫球賽，這場比賽出場了男女5人的選

手，在男子15~17歲部門裡，玉城選手得到

了第11名，在同部門的女子比賽中，新垣選

手得到了前5名的好成績。在女子12~14歲

部門裡，佐渡山理選手和另一位選手共同得

到了第7名。

8月20號在福岡縣展開的「第11屆九州小

學高爾夫大賽」有男女三名選手參賽，高里

由貴子選手和森口稔楠帆選手獲得了明年3

月份在千葉縣舉辦全國大賽的門票。非常恭

喜他們。

除此之外，8月30日在沖繩舉辦的「第11

屆青年高爾夫KANUCHA盃」中，國高中女

子部的新垣比菜選和同部門男子部的齋藤耕

太選手，以低於三桿的好成績，獲得了優勝。

9月20日在沖繩縣舉辦的「第39屆全沖繩

職業保齡球選手權大賽」中，穿著印有

Enagic International LOGO的制服現身，美濱

所屬的Enagic保齡球選手在大賽中，獲得了

完美的勝利。

儀間光博、幸喜將太、村濱裕紀、伊波秀賢

四人所構成的隊伍，共獲得了8,227分，和第

二名差了900分。平均228點的成績，也令人

驚訝。

四人加上王牌石嶺可奈子的團隊，在接下

來11月21日到11月23日在大阪內所舉辦國

內最大的比賽，「第48屆全日本企業隊伍保

齡球選手大賽」（Eagle Bowl/大阪市淀川區）

參賽。同一比賽，在去年也是由我們美濱所

屬團隊獲得優勝。希望大家能支持他們，讓

他們能朝著二連勝邁進。

Winners of the “All-Okinawa Occupational 
Bowling Championship”
(From left) Shouta Kouki, Shuken Iha, 
Yuuki Murahama and Mitsuhiro Gima 
全沖繩職業保齡球錦標賽優勝者(由左)
幸喜將太、伊波秀賢、村濱裕紀、儀間光博
選手



HACCHI「還元水生活」

更換濾心和提升電解能力

　現在在日本舉辦到12月28日為止

的濾心優惠活動，在活動期間，能以

優惠價格購入濾心，要買要快。

 另外，如大家所知，LeveLuk系列的

水機，在需要換濾心時，會自動顯示

文字或者是聲音通知。但是換濾心的

標準，會因為國家、地區或是水質而

有所不同。

■要換濾心時的前兆
　雖然是這樣，但是如果水面開始浮

著鈣質，自動清洗的次數開始增加，

或是測試劑測出來的顏色開始變淡

了，都是機器電解能力降低的證據。

也可以說差不多是要換濾心的時候

了。

 當然，就算沒有這些現象，到了一

定的時間後，也是要換濾心，以確保

電解水的品質。

■換濾心的訣竅
　照著付在濾心包裝裡的說明書裡的

步驟。把裝在台座上，舊的濾心垂直

向上拔起是重點。拔起的濾心中，還

有殘留的水分，所以拔起後迅速倒立

濾心，可以減少水分漏出。

■也別忘了去汙
　接下來，在換濾心前用沾有強酸性

電解水的棉棒，把連接部分的髒汙去

除。

 再來用沾有強酸性電解水的抹布，

把機器上的髒汙全部去除。這樣

LeveLuk就可以乾淨又衛生的繼續使

用。



　Back in their hometown, Nago, Okinawa, Mr. and Mrs. 
Ohshiro visited a municipal, 
unified element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 Ryokufu Gakuen, 
o n  S ep t embe r  2 5 ,  a nd  
presented a donation to 
S t and  Up  Padd l e  ( SUP )  
boarder, Honoka Araki, 13, 
who ranks 2nd in Japan. 
　In SUP, the boarders stand 
up on the surfboard and use a 
paddle to propel themselves 
through the water.  It is a 
sport recently rising in popularity.  Honoka will compete as 
Japan’s youngest girls’ boarder in the world-class event, 
“Pacific Paddle Games,” scheduled for October 10 to 11 in 
California.  Let’s look forward to an exceptional performance 
as she overcomes the rough waves of 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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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

日籍巴西人的新6A誕生！

祝賀！達到新6A 2015. 8月份 6A.6A2以上者

大城社長給予地區中學有能力的運動員捐款！

Katsunari Shimabukuro (right) and 
Honoka Araki receiving the donation 
presented by CEO Hironari Ohshiro 
島袋克也校長(右)和荒木帆華選手領取
CEO大城博成的捐贈

在巴西第二個誕生的新6A，Tomiyo Ishiyama小姐為日籍

巴西人的第三代。

Tomiya小姐同時也是一名律師，在經營律師事務所跟不

動產事務所的同時，開始了ENAGIC的事業。以開講座為

中心，開始了活躍的分銷商活動的結果，成為了6A。

Tomiya小姐強而有力的活動，在世界最大的日系社會裡

「仁愛的圈子」慢慢地擴大起來。

9月25日，大城博成社長夫婦拜訪位在出生地沖繩縣名

護市的市立小中一貫校『綠風學園』，並給予在日本立獎

衝浪(SUP)第二名的荒木帆(13)選手捐款。

SUP是指站立在衝浪板的上面，用槳來操控板子，目前

非常有人氣的運動。荒木選手10月10日~11日在美國加利

福尼亞州舉辦的世界大會太平洋槳運動中，將以最年輕的

日本女子代表參賽。希望荒木選手能夠乘風破浪，在比賽

中拿到好成績。

　The second to reach the rank of 6A in Brazil, Tomiyo 
Ishiyama, is a 3rd generation Japanese-Brazilian.  While 
working as a lawyer and owning both a law office and a 
real-estate office, she has also begun her business with 
Enagic.  With vigorous distribution efforts centered in 
seminars, she has now become one of our new 6As. 
Tomiyo’s powerful advance within the world’s largest 
society of Japanese immigrant descendents has helped to 
spread the “Circle of Compas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