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環球活動

在未來大國-印尼擴展的『仁愛的圈子』

/ 印尼

舉辦充實的特別訓練！

2500人參加分店開設2周年紀念活動2500人參加分店開設2週年紀念活動

在人口2億5000人，世界排名第四位的印尼，1月9日和10日

在首都雅加達，舉辦分店開設2周年紀年活動，現場約有2500

人參加。

就算首都首屈一指的巨大會場『雅加達國際會議中心』，也

被參加者給擠滿了。

活動以10日晚間大城會長夫妻出席的晚宴為中心，9日和10

日由印尼當地有力分銷商舉行『訓練』，參加者都度過了非常

充實的時間。

9日實施的訓練，由印尼當地人帶來的沖繩傳統藝能

『E I S A』的表演來揭開序幕。之後由R I N I  S E P T A  

HANDAYANI(6A3-2)為首，合計10人的6A2(以上)分銷商所實

行的訓練。大家依循自己的主題，發表了熱烈的演說。

10日實施的訓練，是由推動印尼的領導人-ANDYKA 

SEDAWAN(6A5-3)、TEDDY HENDRYANA(6A3-3)、TRIADI 

JOKO(6A9-3)依序登台，以豐富的經驗為大家說明自己成功的

祕訣。參加者都非常專心的注視的舞台。



大城會長傳送熱情的訊息！   

9日擔任訓練講師的分銷商們

10日擔任訓練講師的(6A2-3)分銷商們

主要活動的晚宴，於10號晚間在同一會場舉辦。首先是升格

6A約40人一個一個呼喚名字上台，和大成夫婦一起拍攝紀念

照片。參加者全員一起合唱印尼國歌之後，由大城博城會長帶

來演講。

大城會長對於設立印尼分店以來，只用了短短兩年就達成了

耀眼的成績給予稱讚，同時強力的呼籲”大家用自己的手傳達

『仁愛的圈子』，讓我們7月份在拉斯維加斯的國際大會見面

吧!”。

由大城會長和當地有力分銷商帶頭，為大家舉杯慶祝，並開

始餘興節目。餘興節目是印尼傳統舞蹈和琉球舞蹈組合的表

演。

派對漸入佳境，各分銷商紛紛獻上祝福和溫暖的支持訊息。

終於到了6A(以上)的認定證書授予儀式，從大城會長手中接過

認定書的6A2和6A2-2分銷商們，感到特別的開心，臉上都掛

著笑容。活動的尾聲由印尼第一位升格為6A2-4的PETER為大

家帶來演講，盛大的紀念活動，就此落幕。



包圍大城會長夫婦的新6A們

Distributors join Mr. & Mrs. Ohshiro as they dance to the rhythm of Eisa
跟隨著『Eisa』的節奏跳舞的大城會長和分銷商

Local performers dancing Okinawan Eisa during the opening
為開幕帶來『Eisa』表演的當地樂團
Local performers dancing Okinawan Eisa during the opening
為開幕帶來『Eisa』表演的當地樂團

由大城會長授予認定證書的
新6A2和6A2-2們

世界活動世界活動

Indonesia’s leading distributors with Mr. & Mrs. Ohshiro as they propose the toast.
印尼領導分銷商和大城會長夫妻一起帶頭乾杯

An elegant performance of the traditional Indonesian dance 
adds a splash of color.
華麗的印尼傳統舞蹈，為紀念會增添色彩



［參加辦法］
■日期／７月26日～28日
■参加費

［主要內容］
■７月26日／６A會議 事業講座
■７月27日／國際講座&訓練
■７月28日／各頒獎典禮 大城會長演講 晚宴

大　人

2016年 201６年

199美元 299美元

99.50美元 124.5美元 149.50美元

７月２０日

(12歳以上)

小   孩
(６歳～11歳)

249美元

４月３０日 當   天

7月26日~28日舉辦拉斯維加斯『Enagic2016世界大會』

※See the website below for more details （※詳細資料，請瀏覽以下網址）
https://www.enagic-convention.com

2016年7月26~28日內華達州拉斯維加斯的Mandalay 

Bay Resort&Casino舉辦『2016Enagic世界大會』。

對世界各個分銷商而言是一年一度值得紀念的盛大活

動。以下為參加辦法和主要內容通知，讓我們在拉斯維

加斯相見吧!





一美元360日圓！

●作者介紹

從沖繩到世界！
大城博成的成功故事

在當時的沖繩，是使用Byen，但是被美元替代了。這全部都是政治的操弄造成的。1970年代

初期，日本經歷了兩次的衝擊。一次是是被稱為”Nixon shock”，從美國和中國建交開始，也

就是”季辛吉的乒乓外交”開始燃燒起熊熊烈火。

之後，日圓從固定匯率變成變動匯率。另一方面，石油危機衝擊日本，在雙重的衝擊之下，日

本在外交和國際經濟都被捲入了世界的競爭。保守主義已不再通用。世界經濟的波動，餘波也動

搖了日本列島，但重另一方面來看，日本也成為世界經濟成員之一。曾經的一美元兌換360日圓

的匯率，也慢慢的從300日圓、250日圓、200日圓、100日圓，甚至一度到70日圓。雖然是日

圓的價格高漲，但是在歐美”Made in Japan”依然保有穩固的市場。

1美元兌換360日圓的時代，駐沖繩的美國士兵是為所欲為的，他們擁有特別待遇，住的是外

國人區域住宅、家電製品、電話、購物、上學巴士的接送等，都是縣民生活型態所想像不到的高

級。一個在美國傳教士的月薪是800~1000美元，而我們的月薪則是30~50美元(高中畢業或大

學畢業)。我認識的一位被派遣到沖繩的傳教士的月薪是250~350美元，這樣的薪水讓他們可以

過他們所想要的生活。傳教士的薪水並不高，但是住宅、保險甚至將來的退休金，都會得到應有

報酬。一般日本人的月薪大約是15,000日圓左右。日圓美金的匯率和前半世紀相比，日圓明顯

的漲了3倍。和美軍的生活生活方式，完全的顛倒了過來。

另一方面，佔領國的美軍在軍事、政治、經濟，甚至於人種的紛爭和縣民們相比，都有著差別

待遇。在當時被當成世界霸主的美國，在世界各地展現著自己的權力。小孩子們根本連意思都不

懂的大叫著”Yankees go home.”。

佔領時期在沖繩使用的軍票「B圓」

1941年沖繩出生。1960年那霸商業高等學校畢業，經由夏威夷大學取得

南加利福尼亞大學經營學碩士和福樂神學院神學碩士。

目前擔任日系企業顧問和牧師。Enagic USA顧問。

著作︰

可在Enagic各分店或者http://www.enagic.com購買







1月20日東京分店的ENAGIC INTERNATAIONAL也是

會員之一的『日本電解水協會』(JEWA)，會長川田勝大

會長舉行電解水的講座。川田會長在100人前面，使用

投影來說明電解水在醫療、照護、食品領域的具體使用

狀況。最新的消息是，酸性電解水在農業活動上的利用

做舉例，川田會長說『農林水產省終於承認酸性電解水

為”特定防除資材”，所謂的特定防除資材就是農林省

和環境省，承認對於農作物、人畜、海產及動植物沒有

危害，又可以替代為農藥的物質，其他又包括小蘇打粉

和醋等4種物質被承認。

另外川田會長報告了實際在香川縣的農家實施的，用

電解水栽培稻子的結果。從稻種到收割為止稻子的成

長，比較用酸性電解水和普通農藥差別的報告，前者的

稻子的生長狀況明顯的比較好。水田裡田螺跟蝌蚪生長

得很好，當然是沒有農藥殘留的。對人也好，對環境也

好，可以期待酸性電解水以”特定防除資材”，活躍在

農業利用領域。

ENAGIC新成立的『還原共榮會』(KPA)，為各位分銷

商成立的會員限定俱樂部。ENAGIC的休閒設施(ENAGIC

瀨嵩鄉村俱樂部等⋯)，世界中各式各樣的還原關係店鋪、

設施，都可以以會員折扣的價格享受到。另外還有機會

可以獲得沖繩旅行的機會喔！

更期待可以藉由ENAGIC效果，大大的提升客戶的吸引

力！

Enagic
的最新消息

馬來西亞、新加坡、台灣、東京、西雅圖、達拉斯、佛羅里達、紐約、溫哥華、多倫多、法國、義大利、俄羅斯

慶祝!2015年12月以下13間分店達成月間目標！

電解水的農業利用，劃時代的效果報告

川田勝大JEWA會長舉辦講座！

JEWA Chairman,Katsuhiro Kawada held a seminar on 
electrolyzed water.
川田勝大JEWA會長舉辦電解水講座

JEWA Chairman,Katsuhiro Kawada held a seminar on 
electrolyzed water.
川田勝大JEWA會長舉辦電解水講座

細節即將公佈！

注意!分銷商的新助力，『KPA』終於開始了!



2014年5月開幕的『ASHELY’S』的店鋪概念是”健

康第一”。也因為這樣，一直都很注意使用的食材，根

據老闆PHILIP YIIN說”我們是使用有有機栽種法，種植

的蔬菜，羊肉等肉類也是使用餵養牧草，而非人工飼料

的。”。另外，最講究的是”水”。

店裡有設置SUPER501和SD501各一台，開幕的時候

一起購入了機器，但是事實上是在2010年以後，因為在

同一市區內的另一間店，有使用的實績，所以PHILIP毫

無猶豫的在店裡也裝了。

就連處理水的方法，都有嚴格的堅持。首先要先經過

三道的淨水處理，之後要除菌處理，除菌完之後，再進

入LEVELUK進行電氣分解。”馬來西亞的自來水的水質，

並不怎麼好。”PHILIP先生雖然是這樣說，不過這樣徹

底的過濾後，應該是不用擔心了。

喝還原水，使用還原水，用酸性水煮麵類，強酸性電

解水來清潔菜刀、砧板等廚具或是用來清潔廁所，另外

使用強還原水來清潔以

外，也可以用來清洗蔬

菜。

PHLILP先生最後帶著

笑容這樣說了”LEVE-

LUK最本店的概念有最大

的貢獻。”

第17回

強力推介

電解水活用的電解水活用的

LEVELUK拜『健康第一!』的概念所賜，和餐廳關係越來越親密！

Malaysia/馬來西亞

Restaurant interior with a large number of Caucasian
customers
店內的外藉顧客，非常顯著

The restaurant is on the corner of a chic shopping district
店面在時髦的商店街的一角

Philip Yiin and his Super501
Philip Yiin 和他的Super501

電解水的獨特使用方法在徵募中
●Please send 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 Relations Department.          信息請發送到廣報室／ e-mail：kouhou@enagic.co. 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