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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五大湖的其中之一的密歇根湖，西岸面對著的是威斯康

辛州。在這個州靠近東邊的地方，有個阿普爾頓市，是個人口不

足10萬的安靜小城鎮。這次要介紹的，是住在阿普爾頓市的

LAUER一家人，夫妻和兒子三個人一起合力發展ENAGIC事業的

家族分銷商。

接觸到還原水是因為2009年時小女兒嚴重的健康問題，在

“MAKE A WISH”之旅，從倫敦回來之後，和醫療相關著作的

作者相遇，並從作者那邊得到還原水的相關資訊。考慮到對女兒

的健康有幫助，馬上購入了LEVELUK，一家也開始使用還原水。

就這樣了解了還原水好處的一家人，思考著『要回報ENAGIC

和還原水的恩情，能做的就是把“報恩”給傳達出去』，3人聚

在一起，開始組織ENAGIC事業。

努力的結果是丈夫的JOHN和兒子的NICOLAS達到了6A，妻

子的AMANDA也達到了6A2。3人在7月拉斯維加斯國際大會，

接受了升格的認定，三人臉上都洋溢著微笑。

 (接第5頁)



進軍未來的大市場!
舉辦印度分店開設紀念派對

熱烈地敘述著對印度的期待感的大城會長夫婦

從大城夫婦手中接過認定書的當地分銷商從大城夫婦手中接過認定書的當地分銷商

非常熱絡的派對非常熱絡的派對會場周邊設置Enagic的年表和公司歷史的鑲版會場周邊設置Enagic的年表和公司歷史的鑲版

現在的人潮非常多，塞滿了整個會場。
現在的人潮非常多，塞滿了整個會場。

餘興節目的舞蹈

印度是個擁抱12億人口的巨大市場，這幾年的平均GDP成長率平均維持在7%左右，

對印度的期待感，只有多沒有少。

就因為這樣，正式慶祝印度分店設立的盛大開幕派對，舉辦在分店的所在地邦加羅

爾。現場大約有450人參加，是滿員的狀態，可見當地對於Enagic 事業的重視程度。

在當地的分銷商和前去祝賀的各國分銷商的演講中，為活動拉開的序幕。在接下來

的派對中，大城會長夫婦登場。“印度是個有無限可能的國家，讓我們一起在這樣一

個新興大國，普及還原水『實現真的健康』!”由大城會長帶來激勵的話。

在這之後，由大城會長夫婦為6A(以上)升格者的認定證授予儀式。餘興節目是舞蹈

和打擊樂器的演奏，開幕派對在熱鬧中開始和結束。

India



Enagic 登錄會員限定

E8PA卡片購入者可獲得的超值特典！

※販賣台數的E Point數，請洽詢各分銷商。

E8PA卡片介紹E8PA卡片介紹

儲值E Point到E8PA聖地！

（１）購入者本人和已購入卡片8P內的上線分銷商，6A2以上分銷商將會獲得

E Point。

（２）購入者本人可以免費使用沖繩縣內Enagic相關設施(Enagic瀨嵩鄉村俱樂部/ 

Enagic美濱保齡球館/Enagic天然溫泉Aroma等)

（３）購入者本人使用E8PA聖地及訓練中心的住宿設施，應所持卡片有

20%~100%折扣。

【其他特點和注意事項】

①E8PA卡片購入者限分銷商登錄者。

②購入申請請洽詢各分銷商。

③購入卡片會產生獎金。

④購入卡片會計算台數。

⑤購入卡片的分銷商，會獲得E Point。

⑥購入卡片的分銷商，在販售水機(LeveLuk和ANESPA)或UKON時，會獲得E Point。

⑦卡片的有效期限為一年(如果不更新的話，E Point會消失)。

⑧E Point有限期限為三年。

⑨以上事項隨時更改而不會事前通知。



新6A2-3 的肖像

在Joe的栽培下 ，妻子和長男也成為了有力分銷商

目標是全部人的成功！

Joe, delightedly receives his 
6A2-3 certification from 
Mr. & Mrs. Ohshiro at the 
Global Convention held in July.
7月國際大會上，從大城會長手中

接過6A2-3認定書，非常開心的

Joe先生

［Canada／加拿大］

Joe, accompanied by his wife, Shirley, 
at the Global Convention.
和妻子一起參加國際大會。

你有努力的傳達嗎 ?

我是這樣達成6A2-3的！

比起JOSUE ANDALLO這個名字，更為人所知的是

「KANGEN JOE」這個稱呼。在這裡請容許我們用

「JOE」來稱呼。菲律賓出身的JOE，9年前從朋友那

知道了還原水。朋友也很難得的邀請他到加拿大的

「還原水講座」。在那裏學到不少東西的JOE，因為

自身深刻的健康狀況，在2007年7月23日購入了

LEVELUK。在那之後9年，每天不間斷的喝還原水，

以維持身體的健康。

JOE在知道了還原水的效能之後，和認同了ENAGIC，

並朝著普及的目標發展事業。在那之後，JOE以講座和

訓練為主，在不同的場合和許多人傳達還原水的情報。

在那個場合，JOE致力於讓參加者了解ENAGIC製作

出LEVELUK最好的技術，和有非常高的可行性的

ENAGIC事業。

就這樣經過了7年，JOE達到了6A2-3。在這期間，

妻子SHIRLEY和長大兒子的JOSHUA成為了熱衷的分銷

商，和JOE一起發展ENAGIC事業。JOE成功的原因到

底是什麼呢？

JOE先生是這樣對我們說的，「我在公車站、電車上

甚至是路上等各式各樣的場所，和別人搭話，請他們

來看我的示範，傳達還原水的情報。

JOE的成功正是因欸他「非常強的社交能力」。對於

今後的目標，JOE是這麼說的「希望可以達到6A2-4，

妻子也可以達到6A2-3，另外大兒子可以達成6A2-2。」

再加上「會努力的支援，讓全員都能成功，在國際上

推廣還原水。」放眼視野的KANGEN JOE先生，堅定

地說著。



Laueru一家，(由左)John, Amanda和Nicholas，
拿著由拉斯維加斯世界大會所頒授的6A和
6A2的証書

體質的還元
公平且高收益的還元
及時的還元

身體的健康
經濟的健康
心靈的健康

真實的健康的實現Realization of True Health 5個還元

3000人狂熱的盛大活動

主辦者的Andhyka先生(右邊的男性)

3000人狂熱的盛大活動

約有100人到場的多倫多會場(左邊為中村先生)

主辦者的Andhyka先生(右邊的男性)8月13日和14日，印尼的頂尖領導人-ANDHYKA・SEDYAWAN在雅加達舉辦3000人
的大型活動。

活動名稱為『LIFE CELEBRATION DAY』，主旨是『讓我們以ENACIG事業，朝著
「人生冠軍」前進吧！！』。ANDHYKA是提攜印尼ENAGIC事業的6A5-3分銷商，也
是醫生，在活動上訴求『改善身體和經濟的健康，實現心靈的健康!』印尼的ENAGIC
事業會慢慢的擴展吧！

日本6A7-6分銷商的中村明俊先生，在7月國際大會大約前三周，挑戰『橫跨北美講
座』。中村先生已紐約為起點，經過加拿大的多倫多、溫哥華，跨足到美國的阿拉斯
加州後接著到洛杉磯。最終他抵達舉行國際大會的拉斯維拉斯。

在各地的講座所訴求的是『日本的優質技術的結晶-LEVELUK及其所製造的電解水，
和以『以實現真正的健康』為目標的ENAGIC事業的優點。』講座的參加者從遙遠的日
本來參加，不僅向6A7-6分銷商投以尊敬的眼光，對於講師的一言一語也都非常認真
的傾聽。

(接續第一頁)
　LAUERU 一家人對於幫助它們在原本在苦難人生的道路上戲劇般的逆轉，實

現『三個健康』的ENAGIC表示深深的感謝。AMANDA說：「托ENAGIC的

福，我們的人生終於可以樂觀向前，也開始享受人生了。」對這樣的她，我們

問了她「您的目標是甚麼呢?」，她是這樣回答我們的，「想成為最棒的人，

還有最棒的分銷商，然後成為最棒的領導人，把家人和團隊的人都推上

頂端。」

感謝之情的還元
對社會地區的還元

Indonesia

Japan

頂尖分銷商的Andhyka
舉辦3000人規模的活動!

中村明俊先生(6A7-6)挑戰
橫跨北美講座!

接封頁





到東京團體就職

從沖繩到世界！
大城博成的成功故事

筆者向恩師平山良明問了「大城先生是怎麼樣的一個學生呢?」把話題直接切入核心。

「要說他的事的話，會花一點時間。」平山先生閉上眼睛，像是在喃喃自語般。「博城常

常進入我的租屋處。也在我叔母家住下。」細數著那時跟大城關係很好的學生的名字，

「我們就像是夥伴一樣。」恩師接著說﹕「博城是個很努力且很多事情都放在心上的好青

年。」這句話表達了人與人之前的情意，雖然有辛苦的一面，但同時也伴隨著巨大的滿足。

其實人的表情訴說的比言語訴說的還要多。恩師眼睛望向的那方，浮現半世紀前學生的

樣子。從貧困的鄉間出身努力到了現在。那個時候在同一個屋簷下，一起吃睡，一起互相

鼓勵的學生，沒有想到已經有如此的成就了。現在如此有成就的大城，和當初的學生的影

子重疊，恩師獻上了他的聲援和祝福。

我們在結束了午餐和歡談，準備要前往下一個會面的時候。恩師拿起桌上幾個剩餘沖繩

產的餅包起來交給了我「把這個帶走吧。」恩師這樣說著。那正是我喜歡的餅，專注於這

次的談話而滿足，顧不上吃而留下來的。老師的溫柔傳達到了我這邊。我想青年大城也是

在這樣的溫柔之下成長的吧!

雖然和平山老師在飯店大廳結束了離別的招呼，還是送行到了飯店門口。我帶著不捨的

心情坐上了計程車。老師和師母兩人目送著我的計程車離開。

家庭的貧困無法回應大城的好學心，他放棄了大學的就學並在1960年從高中畢業。

首先想要去日本本土，尤其是東京是大城的那時的夢想。在當時，從沖繩到日本本土有一

個很好的管道。那就是團體就職。從沖繩國中、高中畢業的畢業生一個團體一起受雇於一

個企業的方式。如同其中隔著一個海洋的距離，那時沖繩和日本本土可以說是分如雲泥。

大城雖然想要去東京，但是最後在名古屋就職了。心裡計畫著從名古屋到東京的方法，

大城抱著行李箱，搭上從那霸港到鹿兒島的船，身影消失在船艙。

●作者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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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agic還原米計畫

正在種植還原米的井戶農產的水田，在香川縣松高市的近

郊。今年下雨天比較多，日照時間較短，成為農家擔心的一

個點。但是梅雨季來臨，強烈的日照和高溫多雨的天氣終於

到來，就好像要把落後的進度補回來一樣，稻穗的生長速度

變得非常快。但是也不是只有好事發生，稻田裡雜草的生長

速度，完全不輸給稻子。

但是一般水田(B田)完全看不到雜草的影子，只有稻子漂亮

的生長在水田裡。另一方面，電解水稻作的水田(A田)因為沒

有使用農藥(除草劑)，田裡的雜草相當得茂盛。這也可以算是

一種安全性的證明吧！

這次的取材，特別注目在「莖」和「根」上面。檢查莖的

部分，這次從A田取得的樣本大約有20根的莖，B田取得的樣

本大約有40根左右的莖，有非常大的差別。也就是說因為A

田沒有那樣的茂密，所以通風比較好，可以抑制蟲的生長，

不須使用農藥。再來檢查根的部分，A田比B田有更多的根，

根是生長的基礎，這正是根好好的生長的證據。另外拔除A田

的稻子比拔除B田的稻子，需要更多的力氣。

另一方面，B田稻子的高度稍微高一點，因為A田在一定的

時間沒有引水進去，就算乾涸，抑制了稻子的生長，但是這

樣也減少了風害。依照目前的狀況，A田地一次的收割大約會

落在8月中旬。安心安全的還原米就算要上桌了。

Chemical-free Paddy A (left) is abundant with weeds, while no weeds are found in Paddy B.
沒有使用農藥的關係雜草(前面的部分)茂盛的生長著的A田，和完全沒有雜草的B田

Weeds are entangled in the roots from Paddy A (above), 
while roots from Paddy B are free of weeds.
A田稻子的根部(上)，纏繞著雜草，下面B田稻子根部沒有雜草。

25 stems were collected from Paddy A (above), all short in height, 
while the 41 stems collected from Paddy B were taller.
上面A田稻子的莖較短，約25根。B田稻子的莖較長，約41根。

在不使用農藥，長滿雜草的稻田裡，生長茂盛的還原米



日本現在還是非常炎熱的天氣。在

紫外線強烈的這個季節，對髮質造成

的傷害，是非常大的喔!

另外，為了要涼快一下，去「海

邊」或「游泳池」的機會也變多了。

游泳池使用的氯，更是頭髮的大敵

(><)。

■失去水分的頭髮，變得毛躁
在海水浴之後，被海水弄濕的頭

髮，加上強烈的紫外線，對頭髮是雙

重的傷害。

被海水沾濕的頭髮，不馬上洗掉的

話，會因為滲透壓的關係，頭髮內部

的水分變得容易流失，也就變得

毛躁。

原本濕氣對頭髮來說，就是一種傷

害，頭髮會變成「鹼性」。

■頭髮就用弱酸性保養
這樣的話，毛鱗片的間隙會變大，

保濕因子和蛋白質會流失，真的好

恐怖~

毛鱗片緊密且安定的狀態，只有在

保持「弱酸性」的時候。

就因為這樣，要修護毛鱗片以保持

水分，使用讓頭髮保持「弱酸性」的

專用潤髮乳最好。

■該是酸性電解水出馬了!
說到酸性，LeveLuk的使用者，可

以積極地利用「酸性電解水」(^^)。

會有何專用潤髮乳一樣的效果喔！

用酸性電解水洗頭髮的話，頭髮會

變得滑順。所以，保持頭髮在「弱酸

性」的話，用酸性電解水是最適

合的。

在頭髮容易損傷的季節，讓酸性電

解水保養頭髮，變成生活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吧！

Hacchi的「有水的生活」

在去海邊或游泳池後的頭髮保養，就交給酸性電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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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

激情
和
鼓舞



讓對象抱持好奇心
所下的功夫！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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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賀！達到新6A2016.7月份6A.6A2以上者

哥華

巴西

目標達成支店

賀！以下3間分店達成7月份
月間販賣目標！

印度

DON之所以知道了還原水和ENAGIC事業，是因為熟

人的勸誘下，在『YOUTUBE』上看了講座。他經由講

座，了解了『8P制度』的優點，並判斷『我也能做得

到！』開始了ENAGIC事業。

那是2015年秋天的事情。從那之後，在非常短的時

間內他交出漂亮的成績單，並今年7月的國際大會上，

接受6A的認定書。其秘訣就是『讓對象產生興趣，不

勉強並讓其對象自然接受。』「在底下的夥伴們早一點

升格6A。自己可以在2年內，達到6A2-3。」DON如此

的發表了自己的目標。

温哥華，印度，巴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