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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临床研究已开始

“Ultra-Ma”的开发者

霜鸟良雄先生访谈录
以健康、环境、安全为主题的

经营身高改善器械等

Brain & Body Store®
BIOESPERANZA AZAMINO
SHOWROOM 36.5°

ALLISONHOUSE
Cafe
AZAMINO

Online

Digital
Book

网络版限定

正在派发优惠券！

日文

English

中文

风和日丽时，建议顾客利用外面的露台。
可容纳6人

可以携带宠物

可以吸烟

以 健 康、环 境、安 全

为主题的蓟野站前

咖啡馆。

在室内装饰静谧温

馨的高雅空间愉悦

身心。

ALLISON HOUSE
Cafe AZAMINO

可容纳35人

美容与健康方面的商品、书籍、
身体状态改善器械，可以自由地
拿起来看。

BATH MAG
13,324日元

SENTAKU MAGCHAN
1,944日元

可以通过用镁制作的碱
性离子氢，自然地享受氢
浴。

一种新颖独特的洗涤用品，利用
纯度 99.9% 的镁彻底消除导致室
内晾衣的异味的霉菌、污垢。

ALLISON HOUSE Cafe，
还提供健康方面的商品和信息。

Baby Magchan

2,592日元

LAUNDRY MAGCHAN

一种对身体和环境都无害的洗涤用品，只将高纯度镁
装入天然网状面料中洗涤。

3,888日元

最适合敏感肌肤者的洗涤、无农药有机棉的
洗涤。不需要洗衣粉、柔软剂。

HAPPY HOUR 16:00 start!
（Bottega Baci）355ml

各530日元

使用天然碳酸水和有机原料调制而成的有机苏打水。
左起依次为西西里岛柠檬、血橙、石榴

胶冻乳酪蛋糕

冰镇甜点
美味季节
到来了！

有机苏打水Bottega Baci

530日元

扎啤（HEARTLAND）
苏格兰威士忌（Dewar's）
波本威士忌（Jim Beam）
掺水威士忌或冰苏打威士忌
斯米诺柠檬水
招牌葡萄酒
有机苹果汁／橙汁
混合咖啡（18 点以后）

采用栃木县佐野市的蓝莓农场“6 月森林”
的有机认证蓝莓和新鲜酸奶制作的胶冻乳
酪蛋糕。虽然味道浓郁，但是口感干松，
入口即化。

冻糕

650日元〜

・抹茶糯米粉团豆沙冻糕
・芒果香草冻糕
巧克力浆果冻糕

一律 390 日元

・香草、抹茶
・高级巧克力
・哈密瓜【限时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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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532-6178

浓缩咖啡与焦糖的组合香甜
可口！

400日元〜

墨西哥玉米片配莎莎酱
生火腿拌胡萝卜丝
今日小吃

ALLISONHOUSE Café AZAMINO

咸味焦糖拿铁
HOT/ICE 520日元

软冰淇淋

APPETIZER

在庆功会、碰头会等
享用的最佳选择！ ！
餐饮等可能需要预订，
请向工作人员咨询。

横滨市青叶区蓟野 2-9-13
SANSARA 蓟野 1 楼
11 ：30 〜 20 ：00
（最后点餐时间 19 ：30）
无

混合咖啡

减价

50 日元

TripAdvisor 是
世界最大的旅游网站。

全部饮料

减价

50 日元

※ 每人仅限一次

※ 欢乐时光除外 ※ 每人仅限一次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有效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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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in ＆ Body Store

®

®

Bioesperanza
蓟野商品展示室36.5°
西口

蓟野站

7-Eleven
河合塾

东急田园都市线

东急商店

BioEsperanza 蓟野商品展示室 36.5°

洋服的青山
涩谷方向

中央林间方向

Brain ＆
Body Store
高度管理医疗器械销售许可店

045 -905 -3365

BioEsperanza 蓟野商品展示室 36.5°

横滨市营地铁蓝线

专用停车场2台

045 -905 -3365
045 -905 -3369

日本统合医疗学会会员
日本家庭健康器械协会会员
未病产业研究会会员

横滨市青叶区美之丘 5-35-1 2F
全年无休
10 ：00 ～ 17 ：00

精心家居用品设计研究院
希少糖普及协会会员

从车站步行4分钟

路易体痴呆症研究会会员
日本痴呆症予防学会会员

山本化学工业（株）公认
如果本店商品比其他店铺价格哪怕只高出 1 日元，请告知工作人员。

利用镁享受
对人类和地球都无害的
洗澡和洗涤

BIOESPERANZA®

已被认定为“身体状态改善器械”
推荐以高水平辐射常温红外线的面料为基础的新面料
使用了“BIOESPERANZA®”的“BIOESPERANZA Meguribi”系列。
2019年4月，被一般社团法人日本家用保健器械协会认定为身体状态改善器械。

“MAGCHAN”的原料是纯度99.95%的高纯
度镁。充分利用镁的特点，即一放入水中就会
产生氢气泡，生成碱性氢水，在生活中享受对
人和自然环境都无害的洗澡和洗涤吧。

※ 照片是正在开发的产品

Meguribi 背心
容易温暖上半身的 Meguribi 背心，
在运动前热身时有助于激活身体 ；
在运动后放松时有助于恢复精神，
就像泡温水澡一样。有男女兼用型
和女用型。

BATH MAG
只需在洗澡前放入浴缸，就会用镁营造弱碱性离子洗澡热水的氢浴缸。因为镁是
一种天然材料，所以婴儿和敏感肌肤者也能放心使用。

Meguribi P 型
放入专用布套里佩戴在衣服上使用。

LAUNDRY MAGCHAN

SENTAKU MAGCHAN

Baby Magchan

用高纯度镁替代洗衣粉和柔软剂，彻
底清除污垢和异味。异味成分的分解
能力约为合成洗涤剂的 10 倍。最适合
敏感肌肤者的洗涤、无农药有机棉的
洗涤。

对衣物和洗衣机有益的“除臭、清洗、
除菌”三大效果。只需与衣物一起放入
洗衣机，即可彻底消除室内晾衣的异
味。而且，还能逐渐清除滚筒和软管
的霉菌和污垢。

如果担心普通洗涤剂中含有的界面活
性剂、香料等化学物质、自来水中含
有的残留氯对肌肤的影响，希望进行
对婴儿无害的洗涤，建议使用本产品。

Meguribi Charger（脚跟用）

Meguribi Aerodome 定型背心

Meguribi 护掌（手用）

Meguribi 面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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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in ＆ Body Store®

BioEsperanza 蓟野商品展示室 36.5°

推荐
商品展示室体验

美・Cinq

自我护理俱乐部

只需固定金额就可无限使用的美V「自我护理俱乐部」
无需预约

即使不善于运动，也可以
通过被动运动收获必要的

空手来店 OK!

美丽与健康。

无需换衣服♪

045 -905 -3365

无需预约轻松体验「商品展示室体验」

「商品展示室体验」最大的魅力就是可以低廉的价格轻松地体验您感兴趣的器械。请随时访问我店，并告
诉工作人员您希望体验的器械。通过一定的组合，您也可以同时体验多台器械。

无需补妆♪

入会金 2,000 日元（含税）

各类会员名额有限，办完
即止。

〈可利用的时间〉

会员类别

〈会员福利〉

①可以特别价格购买商品展示室的商品
②可以优惠价格参加演讲会和各种活动

正式会员〈限定5名〉
平日会员A〈限定10名〉
平日会员B 〈限定10名〉

平日

30 天收费出租

可以充分试用的「30天收费出租」

平日

每月会费

10:00〜14:00

14:00〜17:00

¥10,800

○

○

为了方便您在一定期间内可以反复使用，充分感受商品

¥5,400

○

-

的效果，我们为您提供「30 天收费出租」服务。对于那

¥5,400

-

○

些无法经常来我们商品展示室的人，或是想让远方的父

收费租用的流程
商品展示室的咨询电话

免费注册会员，决定要租用的商品
支付费用、租用商品的发送
30 天试用

母亲试用的人，推荐您使用这一服务。

返还商品

使用超声波护理头部

超声波的振动可到达深处

仅用耳朵听就可以达到放松效果

舒适的振动让身体放松

Ultra-Ma（头部）

Ultra-Ma（身体）

Brain On

TapMaster

人气

推荐

来自管理营养师的

推荐

在新年号“令和”诞生，大家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奋发向上之际，由于黄金周
长假、温差剧烈变化，身体跟不上了。这种时候要积极摄取维生素 B 群 ！ 特

推荐

夏季营养
一点建议

别是一旦缺乏维生素 B 群，就不能顺利进行糖代谢，乳酸容易在体内积蓄，
因此容易感到倦怠疲惫。因此建议大家积极食用富含维生素 B1 的猪肉、胚
芽米、肝脏等 ！ 而且同时摄取与提高维生素 B1 利用率的蒜素（大蒜、洋葱、
韭菜等中含有），会更加有效。不过，蒜素的弱点是怕热。因此，不妨尝试
一下“猪肉与新洋葱的冷涮肉片沙拉”
，可以生吃这个时期特有的新洋葱。

自我护理俱乐部

30 天收费出租
商品展示室体验

20 分钟
48,000 日元
1,000 日元 /20 分钟

自我护理俱乐部

30 天收费出租
商品展示室体验

20 分钟
120,000 日元
2,000 日元 /20 分钟

自我护理俱乐部

30 天收费出租
商品展示室体验

30 分钟

自我护理俱乐部

15 分钟

30,000 日元

商品展示室体验

2,000 日元 /15 分钟

并且，为了增进食欲、恢复疲劳，如果采用富含柠檬酸的柑橘类调味汁或橘醋，
效果会倍增 ！ 请大家务必尝试一下 ！

2,000 日元 /30 分钟

护理脊椎维持健康

简单地吸入高浓度氢气

分析骨骼的应变和肌肉的挛缩

使用超声波解决视力的烦恼

CERAGEM MasterV3

氢气吸入器 Labriller LUXE

Peek a body

Futawa Sonic

管理营养师

友安 真梨

资格 ：营养师、管理营养师

如果您有关于饮食生活或营养方面的「疑问」
，
欢迎前来咨询。
咨询时间为每周五 14:00 ～ 17:00，咨询免费。
我们在商品展示室恭候您的光临。

人气

Brain ＆ Body Lab ™

神保町商品展示室

这里是诊所、介护设施以及体育团体专用的商谈空间。
请事先通过电话预约，恭候您的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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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护理俱乐部

30 分钟

自我护理俱乐部

15 分钟

自我护理俱乐部

15 分钟

商品展示室体验

1,000 日元 /30 分钟

商品展示室体验

2,000 日元 /15 分钟

商品展示室体验

2,000 日元 / 测量 1 次
15 分钟

自我护理俱乐部

单眼 10 分钟

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 2-10		
YUBISU 神田神保町 2 楼

霜鸟良雄先生
（株式会社上山制作所，“Ultra-Ma”的开发者）

“对 Ultra-Ma 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
临床研究”
已经开始

参加第 5 届
“世界帕金森大会”

为了验证 Ultra-Ma 能否获得医疗器械的效

世界帕金森大会是医疗相关人员、护理人员、患者

果，开始进行临床研究，
“对 Ultra-Ma 的有

及其家人汇聚一堂，就帕金森病相关的最新研究成

效性和安全性的临床研究”的特定临床计划

果、治疗结果、应有护理方法进行交流的国际会议。

信息已被上传到公共数据库 jRCT（临床研

作为一般社团法人日本自我护理研究会参加。

究实施计划与研究概要公开系统）
上。
会 期 ：2019 年
6 月 4 日（周二）～ 7 日（周六）
会 场 ：国立京都国际会馆
网址 ： https://wpc2019.org

特定临床研究已开始

“Ultra-Ma”
保持身体健康的超声波仪器
Ultra-Ma 使用的 30 千赫超声波，属于人耳听不到的频段。通过超声波带来的温和刺激来保持健康。
这是与海豚之间在水中发出声波交流时的超声波同等的微小振动，因此不会给身体增加负担。

您开发 Ultra-Ma 的起因是什
么？

刺激头部是一种新想法呀。

部表面轻缓地摇动了 9000 次之
多。这与用手指弹响装水的玻璃

这是一种刺激重要且脆弱的头

杯后，玻璃杯的振动能量均匀传

50 年前我就作为一名技术人

部，让人轻松运动的方法。头部

递振动的原理是一样的。给头部

员一直从事计算机的存储装置工

非常敏感，施加振动的能量应该

施加的微小振动属于一种舒适的

作，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人体等

轻柔弱小。只要以轻柔温和的运

刺激。

结构。我认为刺激头部是件好

动施加刺激，就不会有副作用。

的仪器。

后来与小阪先生
一起工作。

超声波仪器
Ultra-Ma（身体）

在头前部左右两侧（前
额 ）佩 戴 30 千 赫 超 声
波音响振子。在头部
左右两侧佩戴音响振
子。

与 头 部 的 仪 器 相 比，
在腹部照射约 10 倍强
度 的 超 声 波。 从 0 到
最大，可以根据自己
的喜好调节强度。

舒畅的感觉，也有助于恢复精神。

事，想到了制作当时世界上任何
地方都没有的给头部照射超声波

这样一来，可以体验一种非常

超声波仪器
Ultra-Ma（头部）

超声波的种类和强度
复杂多样，
您是着眼于
哪种超声波的？
我思考了怎样才能给头部带来

我 相 信 Ultra-Ma 在 社 会 中 发
挥作用的时代将会来临，会满怀
热情继续前进。
〈产品规格〉
商品名称

超声波头部按摩器

超声波身体按摩器

Model UM-123

Model UM-124

开 始 开 发 Ultra-Ma 数 年 之

微弱的振动。那时，我想到在水

型号

后，当时的厚生劳动大臣舛添先

中发出声波交流的海豚所使用的

输出频率

生与脑科学权威小阪先生在电视

声波频率是一种高效的方法。

超声波的瞬时最大驱动输出

30kHz ±5%
0 ～ 10mW

0 ～ 100mW

上谈话。看到这个节目之后，有

Ultra-Ma 的 超 声 波 强 度， 约

人给我引荐了小阪先生，从那时

为 3 瓦的 1/2000 左右，3 瓦是支

电机振动

起小阪先生和我就开始同心协力

持运动员时使用的超声波仪器的

计时器

初始设置 10 分钟／ 20 分钟

工作了。

功率。这种弱小的刺激是高速抚

莫扎特收存音乐

小夜曲／嬉游曲／德国舞曲三首乐曲

控制装置主体尺寸

（宽度）11cm×（高度）19cm×（深度）6cm （宽度）32cm×（高度）23cm×（深度）7cm

摸头部表面的感觉吗 ？ UltraMa 发 出 一 声“ 哔 ”时， 已 使 头

音响振动输出

0 ～ 2mW
-

0.5w（特殊规格）

※ 头部的超声波一起也有超声波输出为 4 处的特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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