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正的健康是
人生的力量！

76歲生日快樂！
大城會長

本月焦點 
在日本

向Nene小姐詢問
『想幫助同胞』的精神

菲律賓6A



Enagic International

3月17日我就滿76歲了。但是和多數人不同，我對老去這件事情並不感到

恐懼而是選擇接受他。為什麼呢，因為我堅信珍惜自己，並且努力實現真正

的健康的人，都可以活到120歲。原本人類就有可以存活到100歲的人體構造，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能達到這個年齡的人並不多。他們都忘記了最重要的事

情，就是忘記簡樸的重要性。

我在緊湊的行程中，過著忙碌的生活，時常深呼吸之後，不忘記做健全的

判斷。

我喝非常多的還原水，攝取非常多的薑黃。不只是這樣，我也經常保持

愉悅的心情。比如說旅行的時候，不忘記帶上我妻子一起。妻子是我一

生的伴侶，只要妻子在我身邊，我旅行的行程也變更好、更有趣了。

我盡可能的在抽空享受我非常喜歡的高爾夫活動。為了站在第一線，

我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很多人在年紀大了之後，不管做什麼速度都慢了

下來。我覺得其實速度慢下來，是『停止』的徵兆。但是，我並沒有打算

『停滯』下來的意思，所以自然而然不會有減緩的狀況。

隨著年紀的增長，智慧也隨之增加。對於什麼重要的，什麼是不重要的，

也就有更深一層的理解。從最初的概念“身體的健康”進而演變成我們所提

倡“真正的健康”；健康的身體，加上健康的心靈還有健康的精神，就是非常

重要的事情。為了維持健康的心靈，我盡量不讓不重要的瑣事來擾亂我並且把

焦點放在有益的事情上，而排除會招致許多人混亂，不好的事情。

我喝非常多的還原水，攝取非常多的薑黃，攝取健康的飲食來常保身體的健康。

我利用Enagic事業來幫助人，常保精神的健康。我一直和關心的人常保健康的關係。

就這樣在，透過在某方面也可說是單純的言行，我隨著年紀的增加，越來越健康。

更進一步，我也以實現全人“真正的健康”為志向而努力。就這樣，我相信我的努

力可以讓許多的人健康的享受幸福長壽的充實人生。

『真正的健康』是
身體、心靈、精神
都是年輕的



Enagic的原點˙沖繩舉行E8PA國際大會！

學習歷史、 感受未來！

一起盛大的慶祝大城會長的生日吧！

●參加資格：Enagic分銷商且是E8PA卡片持有者，  或是

　　　　　 2016年11月~2017年2月的新6A(以上)升格者

●參加費用：E8PA卡片持有者  10,000日圓

                (非卡片持有者， 請洽各分店詢問)

●行程：3/16　訓練　

 3/17　國際大會　

 3/18   高爾夫大會&觀光

國際大會在日本沖繩

非常感謝各位為了推廣『真正的健康』每日毫不懈怠的進行Enagic事業。我們對於即將到來的『E8PA國際大會』將在沖

繩，而且是剛剛完工的『E8PA渡假村&訓練中心』舉辦，能和大家見面的事，感到非常的開心。

去年的10月28日在當地舉辦的盛大開幕儀式，和250人以上的分銷商一起參與。從參加者那裏獲得『知道了大城會長的

想法和信念之後，獲得了大大的鼓勵。』還有，『如果想了解真正的健康，就應該要來這個設施。』等建言。

大城會長在設立E8PA本館的沖繩縣名護市瀨嵩生長，也可以說這裡就是Enagic的原點。這次的『The 2017 E8PA Global 

C o n v e n t i o n』在3月1 6日 ~ 1 8日舉辦，我們準備了非常多的活動，詳細情形請見下列網址，至E 8 P A官網。

http://www.e8pa.com

另外3月17日是大城會長的生日，希望能和世界上的分銷商們一起盛大慶祝。

Let’s unify! 我們Enagic員工全員，在沖繩等著各位的到來。

大城博成的慶生會



2月17日下午，在東京辦公

室聚集從北海道到沖繩超過200人

的分銷商和社員，舉辦誓師大

會。從6A2-3(以上)的資深分銷

商，到剛加入沒有多久的新手

分銷商，這次有許多人聚集，並

為之後的活躍的活動起誓。

其中令人注目的是中國、

USA、菲律賓、越南等地的分銷商。大家年紀輕輕卻非常的

有野心，讓人感受到要迸發出來的活力，特徵就是多數是

『留日』。

其留在日本的理由，是『和日本人結婚』等各式各樣的，

但是不管是哪種理由，大家的共通點都想要向住在日本的同

胞們推廣Enagic事業。

另外依據法務省的統計，從亞洲來的留日外國人中，依人

數順序排列中國約83萬人、韓國約51萬人、菲律賓約25萬

人、越南約18萬人。在這之中，很早就在普及Enagic事業

的，應該就是『菲律賓團體』了吧!在日本建立獨立的直銷

網路，在東京辦公室定期的舉辦講座等，非常積極地進行活

動，因此相當早就誕生了6A分銷商(其中一個人的Nene小姐，

其活躍的狀況請見第5頁)。留日人數超過5萬人的印尼，也

從去年開始有強力分銷商來日本，在東京辦公室舉辦以印尼

同胞為對象的講座。3月也預定有一人會來日本，在各地舉

辦講座。

來自日本

世界中的Enagic

全國的分銷商在東京辦公室
聚集，舉行誓師大會。
令人注目的駐日『海外分銷商』

大城會長把這樣的現象，這樣述說著『因為近日Enagic事

業的活耀以及接著即將到來的2020年東京奧林匹克、殘奧會，

世界把焦點對準東京和日本。特別是亞洲人對日本非常的嚮

往讓這樣的感覺更為強烈。』這樣的結果就是，『想在日本

展開事業』這樣想法特別的強烈，Enagic事業也會更加的受

注目吧！『有一天在東京說不定會有“馬尼拉分店”』，大

城會長的發言，絕對不是夢話。

在勝山昭男先生在帶領大家乾杯之後是懇親會的活動，由

有力分銷商和社員一個一個接過麥克風，表達自己的夢想和

希望，或是表明自己的決心。就這樣誓師大會熱鬧的結束了，

但是今後在日本的“海外分銷商”也會變成大家的焦點，同

時“土生土長”的日本分銷商也會受到刺激，野心更加的高

漲吧！

在乾杯之後，是懇親會活動

全員起誓今後的活躍，一起『加油！』

高談在日本活耀的海外分銷商的大城博文會長

包圍大城會長夫婦的(右起)是USA、越南(2人)和中國的年輕分銷商

(最右邊為石井惠子小姐，最左邊為山口正三全球營業本部長)



Enagic新加坡分店在不久之前，分銷商和分店員工一起集

聚一堂，舉行當地被稱為『撈魚生』的舊新年傳統儀式。

這是大家邊說著自己的願望，邊將加入萵苣、冬粉、紅蘿

蔔和鮭魚等的沙拉，用筷子高高夾起、讓食物落下，有會

帶來好運風俗。對所有參加者而言，是會深刻留在記憶裡，

非常棒的活動。能和分銷商一起舉行慣例的傳統活動，感

到非常的光榮，新加坡分店也希望2017年所有的分銷商有

更好的一年。

來自新加坡

世界中的Enagic

舉行『撈魚生』來祈求大家的
願望實現！

Enagic印尼分店不斷的持續成長，進而影響整個印尼市場。

最近舉行的訓練和表彰儀式，有高達1,500人參加者擠滿整個

會場。特別是特邀發言人的Teddy Hendryana先生(6A3-3)所

帶來的訓練，非常的有活力，整個會場的參加者都非常的興

奮，同時也幫助他們再次確認進行Enagic事業的動力。在表

彰儀式和為來賓舉行的介紹，現場都非常的熱鬧。印尼分店

在2017也會繼續成長，可以預想今年會成為最棒的一年。

2017年也要繼續成長，成為
最棒的一年。

印尼



G e r t r u d e s 

Kobayashi小姐，一

般稱她為Nene小姐。

看 到 她 的 姓 氏

Kobayashi，想必不

難猜到，她是在結婚

之後到日本來的，已

經是30年前的事了。一開始，因為生活習慣的不同，有很多困

擾的地方。但是現在已經變成『最喜歡壽司!納豆也OK！』這

樣的熟習日本了。

  就算是這樣，對於男女兩個小孩的教育還是很煩惱的。要

就這樣接受日本教育嗎?還是要去美國呢?最後因為考慮到英文

教育的重要性，選擇了美國。甚至不只是小孩子，夫婦兩個也

選擇了渡海到美國的道路。簡直就是『孟母三遷』阿!這些已經

是2004年的事了。從那之後，Nene小姐就在加利福尼亞州經

營著人力派遣的行業。

開始有所改變是在2012年的時候，和還原水接觸了。一開

始是考慮到女兒和Nene小姐本人的健康，在朋友的推薦下開始

飲用。在飲用之後，很快地感受到這個水有多棒，馬上購入了

LeveLuk。甚至跑去參加了位在洛杉磯的Enagic USA總部的講

座。確信了不只能帶來身體的健康，連經濟的健康也能獲得改

善，開始了分銷商活動。

起初，活動也僅是是在人力派遣工作的空閒時間進行活動，

但是這樣也已經讓她在2014年7月，要回日本之前達到了6A。

在回國之後，Nene小姐開始把全部的時間，放在Enagic專

業上面。

熱鬧且愉快的講座

2月25日下午，在Enagic東京分店，舉行Nene小姐的講座。

參加者大部分是留日的菲律賓人女性，還有少部分非洲系國家

的人及日本人。Nene小姐在螢幕上投影，使用Power Point依

序的說明。內容是從Enagic公司的介紹到LeveLuk系列等多方

面的說明。

菲律賓6A

的Nene小姐述說
『想幫助同胞』的心情

在日本的海外分銷商

在經過大約一個小時講座之後，稍微休息一下，就開始了

Enagic事業講座。參加者們都用非常認真的表情看著螢幕，仔細

地聽著Nene小姐的說明。雖然說這樣，但是因為參加者大半是

自己的同胞，不只是Nene小姐，連參加者偶爾都會開個玩笑，

氣氛十分熱鬧。另外，在說明時如果有想要分享自己經驗的人

的話，也會一個一個指名，令人非常印象深刻。

Nene小姐定期的在東京分店舉辦講座。隨著舉辦次數增加，

參加者也變多了，團隊也越來越大了，現在團隊當中已經有兩

人代替他當任講座的講師了。

不只是如此，她也每隔幾個月就回到祖國的菲律賓一次，在

各地舉行講座。已經在馬尼拉、宿霧島、民答那峨島的達沃市

和卡加延德奧羅市等地方舉行過了。甚至在故鄉的內格羅斯島

的巴科羅市設置『服務中心』，雇用三名員工展開事業，並由

其中一人來開講座。

Nene小姐在其他地區，包括德國、印度、新加坡也有針對海

外菲律賓人舉辦講座。聽說在海外工作的菲律賓人，事實上超

過800萬人。現在像是日本從亞洲的駐日者之中，繼中國人、韓

國人之後，第三多的就是菲律賓人，人數達到25萬人。對Nene

小姐來說，菲律賓同胞是應該開發的最大的潛在市場。

『Enagic事業能獲得的收入，遠比祖國的高。我想幫助有困

難的同胞們。』Nene小姐在說完之後，又強調了Enagic事業的

魅力結束了對話。『真的非常的自由，可以依照自己的選擇，

去世界任何地方。我想要傳達這個魅力給所有的人。』

本月
話題人物



從沖繩到世界
大城博成的成功故事

能和人生伴侶的八重子夫人一起到東京，大城博成算是得到了很幸福的工作。但是沒有多久，卻被調職到到大阪。本來是

悄悄抱著終於可以在東京實現夢想的願念，悄悄的在心中崩塌了。也沒有辦法違背公司的命令，所以就搬到了大阪。過沒有

多久，公司就倒閉了。到底是為了什麼離開了東京呢?大城心中煩悶的感覺迸發了出來。但是大城是非常討厭喊苦的男人。

『我只要目標在前方，不管什麼時候，都做好準備隨時出發。』這句話是由蘇格蘭的醫生，在非洲黑暗大陸，以傳教士的身

分賭上一生的李文斯頓博士的名言。

但是就像俗語說的『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人之間的相遇是很奇妙的。在經過苦難之後，在大阪等待著的，是未曾謀面

的人—沖繩出身，大阪Sony分銷商的具志堅社長。和這個人的相遇，是在經歷了許多的困難之後，由上天送來的幸運。

『人生，由相遇來決定。』，大城也因為和這個人的相遇，人生有新的展開。

春天的日照，長時間以來一直是在寒冬之後，上天贈與自然界的禮物。日照的能量，會將在土中將沉睡的生物撼動、

喚醒。阿拉斯加的雪積的非常的深，夏天也會下雪。但是積雪因為夏天的太陽而溶解，總有一天地面會冒出花草的芽。漆黑

的隧道也並不是沒有盡頭的，走一會兒之後，前方就會看到光亮。在大城的頭上，春天的陽光也照耀著。要珍惜與人之間的

相遇，因為相遇絕對不是偶然。想想現在的自己，不正是集結和人相遇的經驗而成的嗎?

忘記是什麼時候，從朋友那邊收到很棒的英國詩(作者不詳)，其中一部分割愛給我，由我翻譯為大家介紹。是非常令人玩

味的車子旅行。

「人生的汽車」

在出生的時候，搭上汽車，這時和雙親相遇了。

在這之後，相信這是一段會一直有雙親在身邊的旅程。

但是，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哪一站，雙親下車了，變成只有自己一個人繼續旅行。

時間過去，重要的人坐上汽車。

兄弟、朋友、小孩子們，還有人生的最愛。

很多人下了車，車上留了很多的空位。

那人悄悄的離開，而將空位留了下來。

汽車把喜悅、悲傷、幻想、期待、招呼、道別，還有最後的道別承載著奔馳。

成功，是和一起搭乘的人保持好關係而產生的。理所當然的，這也是我們應該要最重視的事。

(中間省略)

希望人生的旅途是愉快的。

收穫成功吧，並把許多的愛散播出去！

不能忘記的是，要向神表示感謝。

最後，我要感謝你搭上我的汽車！

前言:本刊載自2016年12月刊載的第15回中斷的連載，將在本月號再度開始連載。

和這個人相遇

●作者介紹

「小さな島から世界を飲む！」
可在Enagic各分店或者http://www.enagic.com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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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書が語るビジネスの法則」「小さな島から世界を飲む！」



Enagic體育掠影

2月3~5日間在岐阜縣舉辦保齡球的『第34屆全日本職業團

體都市對抗錦標賽』，Enagic International團隊成功地獲得

優勝。成員有石嶺可奈子、大見謝翔、村濱裕紀、幸喜將太4

位選手。1人出場9局預賽，以優秀成績通過後，四個人在決

賽中依序輪流投各計分格，並且攀上了頂點。

都市對抗和『產業別』『錦標賽』合稱為職業團體三大大

賽之一，Enagic在去年6月的『第42屆全日本職業團體產業別

選手權大賽』(愛知縣)獲得優勝，已經達成2連霸了。但是另

外一場『第48屆全日本職業團體保齡球選手權』(大阪府/去

年11月舉辦)非常可惜的獲得準優勝。希望能在下一季，達成

大滿貫。

全日本的保齡球職業團體比賽榮獲優勝！

Enagic Junior Asia大賽的
各國出賽選手已決定！

制霸『職業團體比賽』的各位選手。(從左)石嶺可奈子、村濱裕紀、大見謝翔、幸喜將太。

2月11~12日在Enagic瀨嵩鄉村俱樂部舉行『2017獅像盃

(Enagic Open Golf Champion　Mento)』。這是4月在沖繩舉

行的『Enagic Junior Champion Ship 2017 Asia大賽』的日本

預賽兼大賽。並且，如果再大賽獲得優秀成績的話，就可以

出場8月在美國的大賽這樣的特典。以美國大賽為目標，在預

賽中脫穎而出的是國中、高中男女部門中成績上位的前30人

和小學生5人。

在同一月份，印尼、馬來西亞、泰國、台灣也舉行預賽，

決定亞洲大賽的出場選手。亞洲大賽應該會是一場程度很高

的比賽吧！

各國在預賽脫穎而出的選手們。(左起)印尼、馬來西亞、泰國、台灣

在日本預賽的獅象盃獲得優勝的選手們。右邊是來激勵選手的上田桃子職業選手。



Enagic體育掠影

九州高爾夫聯盟給予新垣比菜選手特別表彰

目光集中在表現活躍的新垣比菜選手身上！

獲得了表彰的新垣選手

富士電視台為出場Daikin Ladies的新垣選手做特集！

在運動節目被特別介紹的新垣選手

九州高爾夫聯盟在2月22日的總會為了去年在日本青少

年高爾夫選手權(15~17歲部門)獲得第一次的優勝，Enagic 

高爾夫學院所屬的新垣比菜選手(沖繩˙興南高中3年級)進

行聯盟表彰。這樣的表彰儀式是以表揚在各種日本錦標賽

中獲得優勝的選手而舉行的，新垣選手以外日本公開業餘

賽的比嘉一貫選手(東北福祉大學3年級)，和日本青少年選

手權第一次獲得優勝的榎孝則選手也獲得了表揚。

新垣選手在表彰會上說『日本青少年錦標賽是我想獲得

的頭銜。能獲得表彰我覺得很光榮。高中畢業之後我會以

職業考試合格為目標努力的。』敘述了今後的目標。在不

久的將來，應該能看到畢業之後，成為職業選手活耀的新

垣選手吧！

3月3日~5日在沖繩縣舉行的『大金蘭花女子高爾夫球賽』

有Enagic高爾夫學院的新垣比菜、金城沙希、佐渡山理莉進

行出賽。金城、佐渡山選手在預賽中落選，布過新垣選手在

預賽中脫穎而出，最終成績也十分出色，為並列第46名。

本次的身影和過去的比賽等整理過的影片，在富士電視台

的節目『Sport LIFE HERO’S』(六日撥放)於5日晚間撥放。

同樣沖繩出身，新垣崇拜的宮里藍選手的『論新垣』也會

撥出，現在正是她成為全國注目的選手的時候。『今年的

目標是在職業考試中一口氣合格取得資格。』如此說的新

垣選手想必可以期待她今後的活躍表現。



Hacchi的
『有電解水的生活』  

烹飪用的『刷子』用酸性電解水徹底的清潔！

每個人都有不常使用，但是如果有的話，非常的便利且珍

貴的烹飪器具或是烹飪小道具吧?

但是並不是每天都會使用，偶爾要使用的時候，耶!!經常

發生長黴菌，變色這樣！的事。阿~阿(><)好討厭阿！

我家也有幾個這樣的器具還有小道具，其中的代表就是烹

飪用的刷子。

刷子主要的使用方法是?
主要是照燒魚、烤飯糰、大阪燒或是點心類的食物製作的

時候使用，或是要在平底鍋上上一層薄薄的油的時候吧！

在使用完畢之後，徹底的清洗、擦乾、晾乾，但是收進抽

屜之後，好像就有問題了，常常會有變色的問題。

烹飪用的小道具要保持清潔
那麼刷子保存的小祕訣，就是『使用後要徹底的清潔且使

其乾燥。』

用洗碗精洗過之後，不用自然晾乾，而是用吹風機盡快的

『使刷子完全乾燥』是重點。

另外，洗淨時食器用的除菌洗碗精，以及洗淨之後食

器用的除菌噴霧的使用，對抑制細菌的孳生也是非常重

要的。

這時使用在除菌、除臭作用效果特別好的衛生用水

『強酸性水』，或是同樣有除菌、除臭作用的『酸性

水』是最適合的喔(^^)b　

最適合的保存方式是放冰箱

不管怎麼樣，因為是水做成的電解水，也不能就這樣

安心的使用。

這時要收納的時候，不可以就這樣收進抽屜裏面，在

噴上除菌噴霧之後，放入能密封的袋子裡面，放進冰箱

裏面保存是最好的。

雖然是有點意外的地方，不過這樣就能衛生的保存

了。

之後要再次使用的時候，先使用強酸性電解水或酸性

電解水徹底的清洗過之後，再拿來使用，衛生方面也可

以安心，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地址：琦玉縣琦玉市浦和區高砂1-10-6 
 Bercer高砂B1
電話：048-822-8888
營業時間：(平日)晚上5點∼凌晨12點
             (假日)晚上5點∼晚上11點
休 息 日：每周三

琦玉縣琦玉市

燒肉店『伽耶之家』在JR浦和站西出口徒步3分鐘，位於非常便利的地方。

但是到1988年為止，在別的地方還有4間分店。把這些分店統合，現在變成桌

數和座位數大約可以容納50人的店。現在由從母親手中接過經營權的金海里小

姐和她的丈夫管理。

伽耶是對食材非常講究的店家。牛肉全部使用和牛。而且幾乎都不是冷凍牛

肉，而是生肉，不會有比這個更新鮮的肉了。蔬菜類也是只使用指定產地，最

好的蔬菜。這樣堅持的理由，金小姐是這樣說的『我們想提供安心而且美味的

料理給客人。』這食材變得更安全更美味的存在，是幾個月之前開始使用的

LeveLuk。

最讓金小姐著迷的就是還原水了。喝完烈酒的飲料和兌酒的水當然都是還原水，連湯類、炊飯等，幾乎所有的

料理都有使用。另外也活用在肉類和蔬菜的洗淨或是去除蒟蒻和牛蒡等的澀味。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燒肉店特別有人氣的內臟的事前處理，變的非常的輕鬆。

根據金小姐的話，以前要先用麵粉搓洗後用清水洗淨，再用碳酸水搓洗後用清水

洗淨，必須要4個步驟。現在只需要用還原水洗淨一次就可以了。這樣就可以把腥

味去除，馬上提供給客人。

還有令人高興的，就是把兌酒的水換成還原水之後，酒類的消費量增加了。具體

來說，以前是5、6個人一瓶酒，現在變成4人能夠喝完2瓶酒，非常的厲害。也為營

業額的增加，出了一份心力。

人氣燒肉的前三名為①牛五花、②上等蔥牛舌、③上等橫膈膜(全部使用和牛生肉)。

筆者我也享用了，在舌尖上像是要融化般的肉，富含油脂的肉汁還有甜甜辣辣絕妙

的醬汁相輔相成，真的非常的好吃。『使用還原

水來洗淨之後，肉也變得更軟嫩了。』(金小姐說)就是這個原因，才會這麼好

吃吧！

題外話，店裡牆上排列著體育界、娛樂圈的名人簽名。為何可以讓講究吃喝

的人一個一個來拜訪的理由，不知道看了這篇報導了以後是否可以傳達給您了呢？

可以說是真實體驗『水改變的話，料理也會改變』的金小姐，在日常率直地把

還原水的優點傳達給客人。當然接下來也會抱持著自信，提供『使用還原水』的

餐點給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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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力推介

活用電解水的活用電解水的

水改變的話，料理也會改變，營業額跟著上升！

在LeveLuk旁微笑的金海里小姐

名人的簽名排列著

把拉門拆掉之後，就可以變成會場的和式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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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賀！ 2017.1 月份達到新 6A以上者

磯部勝正國際訓練本部長在去年的12月的溫哥華之後，2月到南

美的巴西舉辦訓練講座。幾乎花了一整天的時間的訓練講座，磯部

本部長面對參加者，多方面的討論在人生中Enagic事業的定位，設

定工作的動機，甚至目標設立的重要性等，令參加者們不停的點頭

認同。3月25、26日也在巴西舉辦，全世界都在等待磯部本部長有力

的訓練。

En a g i c訓練新聞

磯部本部長在南美舉辦訓練講座！

在結束之後，被參加者包圍的磯部本部長

多倫多

佛羅里達

德國

2017年1月以下分店達成
月間銷售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