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募新畢業員工！
招募新畢業生

如果有2019年度新畢業生想加入

本公司，懇請介紹。

DYNAM集團

諮詢處

徵求新店舖用地！

DYNAM集團 通訊
締結DYNAM集團與各界人士「交流」的資訊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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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訊

在全國拓展業務的彈珠機遊戲廳DYNAM，正在

徵求新店舖用地。

若認識有意有效活用土地的地主或房地產相關

人士等，懇請介紹。

如對本公司有任何意見或建議，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絡。

聯絡電話如下

土地有權者 顧客

(股) DYNAM業務支援

資產管理部（負責支援土地有權者）

(股) DYNAM

客戶服務中心服務台

關於聘用新畢業生

(股) DYNAM

人材開發部 (招聘負責人)

chance@dynam.co .jp
歡迎希望進入本公司的
新畢業生與我們聯絡。

DYNAM集團通訊
發行 : DYNAM 股份有限公司 情報管理部

郵遞區號 : 116-8580 東京都荒川區西日暮里 2-27-5　電話 : 03-3802-8224

有關新店舖

(股) DYNAM業務支援

立地開發部

如有土地、建築物、SC及頂讓房盤等，
請與我們聯絡。

<封面> 封面的恐龍截取自P8-9刊載的福井越前店「"您如何看待“二手煙”？」內容。福井縣是知名的恐龍化石產地。

您如何看待“二手煙”？                        [P08-09]

DYNAM迎接創業50週年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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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 JAPAN HOLDINGS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行政總裁
兼DYNAM股份有限公司代表董事

佐藤 公平

致辭

　　株式會社DYNAM於2017年7月25日迎接創業50週年。在此由衷地對一路上支持著我們

的顧客，以及各界人士，表達誠摯的謝意。

　　DYNAM於今年4月，同時新開幕了5家店舖，創下業界首家達到400家彈珠機遊戲廳的公

司。透過新店舖的開幕，DYNAM的店舖數目達404家，DYNAM JAPAN HOLDINGS股份有限公

司集團的總店數達450家，刷新了業界的最多店舖數紀錄。

　　今後我們亦將朝著與地區大眾共存的目標邁進，持續創造廣受顧客愛戴與支持的店舖，

敬請繼續給予本公司支援與關照。

　　在此，特將本集團最近半年內的企業活動總結製作成此

小冊子，懇請閱覽以加深對本集團的認識。

2017年8月吉日

　　在本企業理念裡，表現出因信賴而結合的人們與

組織為實現夢想而匯聚彼此的力量，創造出達至永續

成長的良性循環，因為不斷挑戰的精神。

DYJH集團在此宣告，我們將朝著未來，恆久地培養

信賴與夢想。

孕育信賴與

夢想的百年挑戰

企業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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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YJH集團的企業理念是「孕育信賴與夢想

的百年挑戰」。正因為與各界人士建立了互

信，企業才得以持續經營。希望今後也能透過

與各界人士的溝通，加深彼此之間的連繫，故

此定期將敝公司的消息輯錄成冊，發行DYNAM

集團通訊。

何謂DYNAM集團通訊

目 錄

DYNAM集團通訊

©DYJH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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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於日本全國46個都道府縣設有店

舖。接下來為大家一舉介紹2017年4月29

日於大分縣（宇佐市和日田市）、千葉縣

(茂原市)、岩手縣 (北上市)、櫪木縣 (小

山市)4縣新開幕的5家店舖！我們向各位

分店經理請教了該店舖及地區的魅力。

5家新開幕店舖特輯

上任後馬上告知全體同仁的是「想讓城

鎮更乾淨」這個想法。不知何時，這個

想法在城鎮民眾的心中，昇華為「有

DYNAM的店舖真好」的形式，令我無比

喜悅。

日田的居民都非常親切，經常會對我

們說「早上好」「加油喔」。為了能

讓大家覺得「有DYNAM真好」，我會

繼續努力！

為了成為顧客信賴的店舖，全力實行

有朝氣的問候、與顧客的交流、地區

貢獻，並且與顧客建立互信關係。

日田以水鄉聞名，當地有很多燒酒、啤

酒等的造酒廠。作為「溫泉縣大分」，

也可享受溫泉巡遊的樂趣。當地美食的

「日田炒麵」也非常推薦喔！

店舖附近的茂原公園，種有2,650株左右的櫻

花，是風景勝地。每到春天，都可以欣賞這個

獲選日本百大櫻花名勝的絕景。

大分日田店
分店經理

土田祥譽

千葉茂原店
分店經理

長野純也

櫪木小山喜澤店
分店經理

碇 真也

岩手北上分店經理

向井佑輔

DYNAM員工

向大家問好！

D Y N A M  S T A F F DYNAM岩手北上店 
舒適館

郵遞區號 : 024-0004
岩手縣北上市村崎野 15 地割 71 番地 1
0197-81-6712

DYNAM 千葉茂原店 
舒適館

郵遞區號 : 297-0074
千葉縣茂原市小林字野中 1627 番地 2
0475-20-5650

DYNAM櫪木小山喜澤店 
舒適館

郵遞區號 : 323-0014
櫪木縣小山氏大字喜澤 710 番地 1
0285-30-2589

DYNAM大分日田店 
舒適館

郵遞區號 : 877-0000
大分縣日田市大字友田字森之木 747 番地 1
0973-27-5020

全體同仁竭誠恭候大家的光臨！

　歡迎蒞臨正統咖啡廳「Moories
咖啡」 享受美好時光

　店舖內張貼著工作人員親筆
寫下的店舖標語。

　贈品中還有日
田製作的麥子燒
酒喔！

希望大家能覺得

「有 DYNAM 真好」！

店舖魅力！

店舖魅力！

店舖魅力！

地區
魅力！因水質清澄而聞名的「水鄉」！

以宇佐炸雞塊為首，甲魚、院內

泥鰍、味一蔥等是宇佐市的知

名美食。此外，八幡宮總社宇佐

神宮是日本三大八幡宮之一，

也是眾多觀光客造訪的名勝。

地區
魅力！宇佐市是炸雞塊專賣店

的發源地！

目標是成為備受信賴的店舖

小山喜澤店的3個誓約讓大家認為「有DYNAM的店舖

真好」是第一步

附近有櫻花名勝地⋯！

大分宇佐店
分店經理

柴田和仁

DYNAM大分宇佐店 
舒適館

郵遞區號 : 879-0457
大分縣宇佐市大字芝原字榊
229 番地 1
0978-34-6190

座右銘是「創造顧客支持與信賴

的店舖」。我們要創造出既可愉

快遊玩，又備受顧客愛戴的店

舖，請務必告訴我們您的心聲！

創造廣受顧客

愛戴的店舖 店舖魅力！

以「與城鎮共存」為概念，希望能成為一直

重視地區聯繫的店舖。開幕時，大家給予了

很多鼓勵的說話，藉此向大家道謝。

作為地區的一員，重視彼此的聯繫！

店舖魅力！

地區
魅力！

「鬼劍舞」是由穿戴著鬼

面具和獨特服裝的男人們

表演的雄壯舞蹈，是北上

市知名的夏季祭典和居酒

屋的餘興節目！

北上市的名物 

傳統藝能「鬼劍舞」

　櫪木小山喜澤店
是有設2.5日圓彈珠
機的低價專門店！

在「草莓之鄉」，可以盡請品嚐

「櫪木少女」。此外，日本大河電

視劇「真田丸」中登場的「小山評

定遺址」也是在小山市喔！

說起櫪木，非「櫪木少女」莫屬！

地區
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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櫪木小山喜澤店和千葉茂原店的分店

經理代表新開幕的5家店舖，述說了

他們的感想。

與地區一起成長

碇　我認為最大的任務是創造店舖，成為地區真正“不可或缺

的存在”。此外，明確告知工作人員目標，並且全力協助他們

達成目標，也是非常重要的任務。

長野　沒錯。為了在地區生根，獲地區接受，首先

必須讓與顧客接觸的每一位工作人員，具備「地區

貢獻」的觀念，尤其是新店舖的兼職員工，關係沒

有很深厚，所以滲透DYNAM重視的「與城鎮共存」

的觀點，是SM的重要工作。

長野　千葉茂原店設於國道旁，附近有很多連鎖店等的商業設

施。可能是以1日圓彈珠機為主體的關係，跟我們祥和地打招

呼的顧客很多。

碇　櫪木小山喜澤店也是很多顧客都非常溫厚。很和善地接納

從外地來的我們。

長野　店舖成立前，還是臨時辦工室時，我會拜訪附近居民，

和他們談話。雖然很單純，但對於「創造怎樣的店舖」非常重

要的是，站在顧客和居

民立的觀點。

碇　我比較早上任，但

同樣在開幕前的那段期

間，我拜訪了當地的各

個事業所。而且也參與

地區的清掃活動和祭典

等。當進行店舖附近道

路的義務清掃活動等

─分店經理(SM)的任務是什麼？

─店舖周邊是怎樣的地區呢？

─在打造店舖方面注重什麼？

時，顧客會主動地和我們寒暄。還有顧客說「DYNAM來了

後街道變乾淨了」，聽了後讓我想更加努力。

長野　自治會的區長雖然對「可活絡地區」具有好感，

但還是有不少人會擔心噪音和垃圾的問題。所以平時積

極地進行清掃活動，或是仔細聆聽地區居民的意見，取

得居民們的信賴是不可或缺的。為了得到「那個人是店長

所以沒問題」的認同，我很重視與地區居民的聯繫。

碇　「10年後、20年後依然是深受顧客信賴的店舖」吧。信賴

代表顧客人數，所以首先維持集客人數。並且，保持工作人員

能安心工作的環境。這是我今後的目標。

長野　誠摯並持續獲得信賴，以及提高工作人員的滿意度。這

也會提升「DYNAM的品牌力量」。例如，千葉縣內的店鋪形

象好的話，周邊縣內的店舖形象也容易提高。在做好自己主管

店舖的形象，進而提升整體集團形象的使命感下，必須徹底做

好地區本位的營業和工作人員的教育。

碇　沒錯。我認為作為SM，創造紥根地區的店舖是當然的。

但是，店舖的特色、優勢等，是從工作人員的教育和地區顧客

的關係性中培養的。

長野　所以自己(SM)不在的話不

行，這樣的店舖是不對的。即使

自己不在，工作人員也能夠維持

相同水平的教育非常重要。

碇先生，我們一起加油吧。

碇　好，一起加油吧！

─請說出今後對新開幕店舖的抱負！

帶動城鎮活力的

領導者們

L E A D E R S

櫪木小山喜澤店
分店經理

碇 真也

千葉茂原店
分店經理

長野純也

我以身為

「DYNAM的分店

經理」為榮！ 最重視工作人員的教育。

雖然有時很辛苦，

但是獲得的喜悅也很大！

2002年8月，進入公司成為

大村店的員工。2009年6月

成為植木店SM。之後，歷

經熊本八代北店、本部營業

政策負責人、茨木土浦店，

2016年11月起

擔任現職。

2003年4月1日應屆畢業

並進入公司，成為前橋店

員工。2010年6月成為櫪

木黑磯店SM。此後，歷

經千葉小見川店、千葉成

東店，2017年2月起

擔任現職。

What’s Dynam?What’s Dy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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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煙對策店舖合
共有25家店舖，分別
是24家設置吸煙專
用室的「DYNAM信
賴森林」，以及1家
「DYNAM舒適館」

　　持續拜訪事業所後，深深體會到地區大眾的親切與溫暖。正因

為如此，希望能夠為地區大眾提供他們所期望、所喜悅的事物！

其中一項就是"健康"。「福井越前店」是本公司店舖中，會員卡及

常客非常多的人氣店，希望對彈珠機沒有興趣的顧客也能使用這個

健康知識滿載的空間。

分店經理 渡邊洋之

希望地區大眾能夠健康快樂

　　對彈珠機店而言，現實上有很多顧客連劃分吸煙區都無法接

受。但是，現在劃分吸煙區和禁煙是禮儀，法令也有規定。

因此，我們投入了吸煙者和非吸煙者都能舒適使用的構思，並且在

店舖內導入每個人都很重視的"健康"要素。我們確信，成功塑造這

類店舖，也可以提升業界的清新形象。

分店經理 小河啄也

作為業界龍頭企業投入挑戰

您如何看待它？

吸煙者吐出的煙（=二手煙）中，含有尼古丁、致癌性物質、一氧

化碳等，眾多有害物質。也就是說，即使是非吸煙者，只要與吸著

煙的吸煙者處在同一空間裡，就有可能對健康造成不良的影響。

什麼是二手煙？

以輕鬆、愉快、健康對策3個主幹為概念，提倡“度過快樂時光的

方法”的店舖。店內全面禁煙，完全沒有煙味。此外，店內還設置

了殲滅99%病毒和細菌的空氣淨化系統──病毒清洗機。

什麼是DYNAM信賴森林？

　放鬆休息室，以按摩椅

為首，使用PHITEN加工的

天花板、壁紙和地毯等。

此外，還備有淨水器。
休息室

健康食品、
商品

椅子護套

吸煙室

休息室

　除了美味的TANITA

商品以外，廣受大眾

愛戴的PHITEN公司商

品也很齊全。可將"健

康"帶回家。

健康食品、
商品

Moories
咖啡廳

　除了美味的咖啡以外，還銷售與

咖啡相配的當地日洋糕點店的甜點

等。加深與大家的交流。

  與健康知名度高的PHITEN

公司合作。使用有放鬆效果

的“水溶鈦”椅套和手架。

椅子護套

　 地 區 本 位 的 活 動 之

一。刊載地區內的各種

信息。此外，持續定期

訪問事業所。

地區佈告欄地區佈告欄

　愛煙者也能愉快使用

的吸煙者專用空間完

善。設有抑制粉塵的空

氣清淨器「天晴」。

吸煙室『DYNAM信賴森林 福井越前店』
投入了以下的措施！

DYNAM信賴森林的措施 

近幾年，民眾對二手煙的關心度逐漸高漲，DYJH集團以顧客的健康為第一考量，

推展二手煙對策店「DYNAM信賴森林」。

此次為大家介紹「DYNAM信賴森林 福井越前店」的措施。

DYNAM信賴森林 福井越前店

介紹以「信賴森林」各店舖投入的二手煙

對策為首的顧客健康對策方法和措施。

店舖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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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IFRS）

綜合財務状況表 (IFRS)

有利息負債

權益總額比率

關於股息

3月期結算報告書
在此公開 DYNAM JAPAN HOLDINGS 於2017年（自2016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的業績。

根據香港證券交易所的上市規則，採取以國際財務報告基準（IFRS）為準則的結算報告。

　　本公司2017年3月期的總投注額為817,777百萬

日圓，收益為156 , 869百萬日圓（比前期增加

0.6%），扣除所得稅前當期溢利14,825百萬日圓，

當期溢利9,305百萬日圓（比前期減少11. 7%），營

收增加，但盈利減少。

　　DYJH集團的核心事業為彈珠機遊戲廳業界，為

了回復顧客人數，採取增加低價彈珠店和階段性減

少投機性高遊戲機設置比率等，進行可以輕鬆安心

遊玩的環境。DYJH集團也以店舖改裝和各種營業對

策為首，建立可以分享各店舖改善遊戲環境和營業

對策成功事例的體制，努力提升勞動率。但是，於

投機性遊戲機抑制等整體業界收益性下降之際，

DYJH集團以高價彈珠店為中心，亦無法廻避對業績

的影響。此外，關於諸位股東的利潤分配，站在持

續穩定配股的觀點，期末股息為每股6日圓。

低價彈珠擴大營業

本公司重要的經營方針之一，是盡可能持續對各股東進行安定配息

(註)2017年3月作為2017年4月以後的設備投資資金，提前籌措105億日圓，「現金及存款」「有利息負債」的水平上升

收益

自動販賣機收入

營業費用

其他收入

其他經營開支

經營溢利

融資收入

融資成本

扣除所得稅前中期溢利

今期溢利

EBITDA

今期 (2017／3)

156,869

4,758

147,764

4,466

2,430

15,899

233

1,307

14,825

9,305

28,469

155,911

4,240

144,124

3,944

1,805

18,166

311

1,074

17,403

10,539

30,494

前期 (2016／3)

958 

518 

3,640 

522 

625 

(2,267)

(78)

233 

(2,578)

(1,234)

(2,025)

增減

YUME CORPORATION集團化增收效果+7,087
(捐獻：前期5個月，本期12個月)

手續費率改善等的措施

人事費 +2,602　折舊費 +1,083

(主要細目)飲食業績、不動產租金收入等

(主要細目)固定資產處分虧損、店舖虧損損失等

前期比87.5%

(主要細目)股息收入等

(主要細目)支付利息、貸款辦理費、匯兌損失等

前期比85.2%

前期比88.3%

補充說明

（單位：百萬日圓）

資產總值

負債總值

股本

儲備等

權益總額

負債及資金總額

現金及存款

有利息負債

資產總值

今期末 (2017／3)

205,115

68,234

15,000

121,881

136,881

205,115

本期（2017／3）

48,499

30,049

205,115

比率

23.6%

14.6%

100.0%

前期（2016／3）

28,134

20,763

189,184

比率

14.9%

11.0%

100.0%

189,184

56,565

15,000

117,619

132,619

189,184

前期末 (2016／3)

15,931

11,669

-     

4,262

4,262

15,931

增減

106,687 

48,499 

11,150 

7,008 

4,833 

30,049 

18,282 

5,348 

+9,305 

(9,186)

+4,143 

66.7％

有形固定資產

現金及存款

遞延稅金資產

股票

贈品

有利息負債

未付款、未付費用

資產除去債務

當期溢利

支付股息

其他總括溢利

連結權益總額比率

本期末主要細目、前期增減等

（單位：百萬日圓）

（單位：百萬日圓）

（單位：百萬日圓）

股本

儲備等

資產淨值

資產總值

每股股息

股息總額

股息支付日

股息基準日

今期（2017／3）

15,000

121,881

136,881

205,115

中期股息

6.00日圓

4,596百萬日圓

2017年1月13日

2016年12月12日

今期股息

6.00日圓

4,596百萬日圓

2017年6月23日

2017年6月2日

全年股息

12.00日圓円

9,192百萬日圓

-　　　
-　　　

比率

7.3%

59.4%

66.7%

100.0%

前期（2016／3）

15,000

117,619

132,619

189,184

比率

7.9%

62.2%

70.1%

100.0%

2017年

　　2017年3月底，DYJH集團店舖數為446家，是

日本國內最多的店舖數字。顧客需求從贈品兌換為

主要目的，轉為享受遊戲時間本身的「時間消費型

休閒娛樂」的變化中，DYJH集團在新開設5家低價

彈珠店舖的同時，有5家店舖從高價彈珠店舖變更

為低價彈珠店，有1家店舖從低價彈珠店變更為高

價彈珠店。此外，因應市場區域重新評估結果，關

閉了1家店舖。因此，根據業態分類，高價彈珠店

舖共181家，低價彈珠店共265家。低價彈珠店的比

率占全部的59%。此外，於2016年12月當時，相對

於日本全國平均低價彈珠機台數46.4%的比率，

DYJH集團擴增到70.5%。

　　今後，將因應時代的變化，擴增低價彈珠店

等，邁向「讓彈珠機成為任何人都能輕鬆享受的日

常娛樂」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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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事及獲獎者全體合照

(左起) 三重松阪三雲店
分店經理  鈴木友悟、
三重區經理  日馬一幸

享受彈珠機設施的人們

(左起) 德島縣知事  飯泉嘉門、
德島小松島店工作人員  鄉冬雪

表彰式的情景

獲得「會津若松市男女共同參與推進事業者表揚」獎
（DYNAM會津若松店）

以下介紹DYNAM集團自2017年1月起至6月為止的措施。

2017年1月∼6月

DYNAM集團的動向

1月

2月

3月

3月

獲得「2016年度熊本縣男女共同參與推進事業者表揚」獎
（株式會社DYNAM熊本統括事務所）

DYNAM官方吉祥物「Moories」參加

「當地吉祥物大集合!! Okazaemon的朋友101人計畫3」

一般社團法人彈珠機信賴排行榜 (PTB) 的評價結果，

DYNAM獲得全部分類的最高等級「AAA」

「第2屆 德島縣HAGUKUMI支援企業」表揚
（德島縣DYNAM的5家店舖）

DYNAM官方吉祥物「Moories」「豐川振興節2017

參加第3屆Inarin匹克!! Inarin☆愉快朋友們大運動會」

舉辦株式會社DYNAM

「2017年度入社儀式」

糸魚川市站北大火

捐款

YUME CORPORATION株式會社
捐贈附看護收費養老院「SESERAGI會津町」
遊戲機（福島縣夢屋白河店）

邀請老人福利設施的使用者
參加彈珠機免費體驗會
（DYNAM信賴森林 三重松阪三雲店）

DYNAM的新CM
「與城鎮共存的彈珠機店。」
日本全國開始播放

頒獎禮的情景

(左起) 
熊本區經理 ·蘆川
伸一，熊本縣知事·
蒲島郁夫先生，
熊本地區教育擔當·
福田直樹

新CM「超市篇」 新CM「理髮店篇」

(左起)會津若松市市長室井照平、會津若松
分店經理井上靖之、郡山區經理阿部英明

聽店舖工作人員解說遊戲機
的情景

入社儀式情景

(左起)
糸魚川市市長
米田徹、
DYNAM系魚川
分店經理
渡邊一志

藤本達司 新社長

4月

6月

株式會社DYNAM的勞動環境獲得
「鑽石週刊」 和 「東洋經濟在線」 的高評價

邀請老人福利設施的使用者參加彈珠機免費體驗會
（DYNAM千葉茂原店）

開始導入「CRA超市汪汪樂園DS」
（※DYJH集團的375家店依次導入）

DYNAM於全國46個都道府縣導入防止彈珠機

及老虎機成癮的「自我申報制度」

聽店舖工作人員解說彈珠
機玩法的情景

達成400店舖，更新業界NO.1店舖數目
（※DYJH集團合計450家店舖）

率先實施加班時間公佈義務化
（2016年度DYNAM全工作人員平均加班時間4.8小時）

幹部人事公告

株式會社DYNAM 新社長由藤本達司就任

1
19

2
9

3
14

3
18

2
24

2
25・26

1
30

3
21

4
2

3
28

3
31

4
25

4
27

6
5

6
5

4
29

6
9

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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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公益活動報告

社會貢獻是DYJH集團「5個經營方針」之一。以下介紹DYJH集團竭力與地區社會合作和協調，

為地區社會發展作出貢獻的活動。

DYJH集團支援櫻花線311主辦的「櫻花植樹活動」。

介紹工作人員在環境、災害和福利等方面全力以赴的公益活動

實施以支援受災地復興為首的捐款活動

進行協助體育發展的支援活動

　　此團體設立於2011年3月11日遭受東日本大震災海嘯嚴

重傷害的岩手縣陸前高田市。在陸前高田市內約170km的海

嘯到達線上，每隔10m種植櫻花樹，通過在沿線建造櫻花林

蔭道，讓後世的人們在面臨海嘯危機時，到櫻花林蔭道以上

的地區避難，從而達到傳承的目的。

　　在店舖附近的笠原農

場協助插秧。當日，一邊

與農場工作人員交流，一

邊進行插秧作業以及秧苗

配送工作。

　　從2013年開始實施的

捐血車來訪活動，至今已進

入第8次。通過定期的實

施，讓不玩彈珠機遊戲的民

眾也能認識我們，此次共有

26名參加。

　　於陸前高田市的復興事業穩定進行之

際，有一群年輕人認為有責任將震災的教訓

確實地傳達給後世，於是開始了『櫻花線

311』這個在東日本大震災海嘯到達線上種

植櫻花的計劃。而支援此計畫的正是DYNAM 

JAPAN HOLDINGS股份有限公司的各位。到

目前為止有各種各樣的企業對復興活動提供支援。但是，從震

災發生至今已6年，震災記憶每天逐漸被遺忘，很多單位也逐漸

撤出對受災地的援助，但是DYNAM公司現在依然持續提供支

援，給我們很大的鼓勵。

　　期待DYNAM JAPAN HOLDINGS股份有限公司的各位，今後

繼續拓展在紥根地區的事業，為日本的人們帶來笑容。(擷取部

分內容)

紮根地區的DYNAM措施

地區活動日本全國的

捐款活動

贊助活動

櫻花路311植樹活動

鳥取縣中部地震
復興支援

「DYNAM CUP SQ-CUBE OPEN 2017 in 埼玉」
軟式壁球大會冠贊助

東日本大震災復興支援

農場的公益活動
（DYNAM新潟南魚沼店）

5/22

什麼是「櫻花線311植樹活動」？

與一般參加者共同致力於植樹工作！

由廣島區經理
池田智晴呈獻
禮單

大會的最後，
與優勝者及得
獎者拍照留影

頒發感謝信的情景（左：鳥取安長分店經理大城巧／
中：鳥取縣福利保健部井上靖朗／右：廣島區經理池田
智晴天）

於福島縣政府呈
獻禮單（右：鈴
木正晃副知事，
左：郡山區經理
阿部英明）

於宮城縣政府呈獻
禮單（左：村井嘉
浩知事，右：仙台
區經理神林信也）

加深與笠原農場的各
位的情誼

本公司工作人員捐血
時的情景

　　舉 辦 DYNAM 贊 助 的

「DYNAMCUP SQ-CUBE 

OPEN 2017 in埼 玉」 。  連

同日本國內的頂級選手，  

約 有250人 參 加。  今 後

DYNAM會繼續支援軟式壁

球及體育的發展。

招攬捐血車活動
（DYNAM水澤店）

6/ 2

陸前高田市 戶羽市長感言

植樹
活動的
情景

>>> 除此以外，在日本全國各地實施清掃活動等！<<<

　　為了復興及救濟2016年10月鳥取縣中部地

震受災民眾，向鳥取縣捐贈619,579日圓。此

捐款是鳥取縣內5家店舖的顧客協力捐出的彈

珠、遊戲幣的等值金額。在祈求受災地早日復

興的同時，也繼續投入更多的地區貢獻活動。

　　為了支援東日本大震災的相關復興，向岩

手縣、宮城縣、福島縣、陸前高田市捐款。包

含 日 本 全 國 店 舖 顧 客 的 協 助 ， 捐 款 達 到

50,291,239日圓。今後亦將在顧客的協助之

下，繼續災害復興的支援活動。

自2012年3月起收集的東北3縣捐款合計金額
為525,908,898日圓。

183/

2/ 3 5▶

3/24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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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安心

工作的職場環境

措施

「人材是最大的經營資源」 —抱持此想法的

DYNAM， 對員工教育進行最大的投資。

在因應每位員工的職場計劃所實施的教育學課

程中，最受矚目的是當中的主幹，新人研修課

程。以下是新進員工如何立即成為戰力的特輯。

　　DYNAM設有 「4個教育支柱」 。  通過職場學習的

「OJT 教育」 、 以集合研修為中心的 「OFF-JT教育」 、 

使用學習教材和遙距教學的 「自我啟發」 ，  以及進入

各種各樣的店舖、統括事務所 、  本部 ，  成為專業工作

人材的 「教育調動」 。  DYNAM活用此教育制度， 協助

員工踏實地成長為專業人士，實現各自心中所描繪的 

「理想的自己」。

　　進入公司後，面對的是1週的「導入研修」和6

個月的「集中現場教育」。導入研修是在DYNAM旗

下的研修設施進行新進員工研修，目的是將員工在

意識上從學生轉變為社會人士。研修根據新進員工

分配的部門分組，並由各組的教育負責人和前輩員

工（講師）負責新進員工的教育。

　　集中現場教育，是由負責的講師在所屬店舖進

行，並以提升所有層面的技能為目標，於研修課程

結束後，可以立即投入現場，執行業務。不僅是通

過店舖工作取得經驗，具備寬廣視野的事物思考

力、構思力也是設定的教育目標之一。

　　會希望加入DYNAM，是因

為參加了以畢業生為對象的就職

活動。獲聘後，與其他同樣獲聘

的人以及公司員工的交流也很愉

快，因此開始會想「與這個人一

起工作」。剛進公司時，會和周

圍的人比較，有時會很沮喪，但

是導入研修和集中現場研修都有

很多可以諮詢的人，在那個環境

的幫助下，才

有今天的我。

DYNAM金町南口店

大塚玲以奈

遵循4支柱協助
公司員工成長

根據獨自的想法進行DYNAM新人研修 DYNAM對勞動環境的措施廣受肯定

於研修設施「天麗301」舉行的入社儀式
情景。2017年度，迎接了男性59名，女
性26名，合計85名的新進員工

在開店前8點到
達公司。複習
業務以及和前
輩員工交流

（於「天麗301」）從4月1日到8日，透
過研修學習業務的專業知識和身為社會
人士所需的基本動作

導入研修結束後，被分配到各店舖，接
受由前輩員工進行的技能提升訓練 ※ (出處) Vorkers 綜合評價排列榜

（旅行、 酒店、 旅館、 休閒業界）
2017年7月5日當時

※ (出處) en-japan inc. 「公司的評價」

※ (出處) en-japan inc. 「公司的評價」

Recruit Zexy Navi co.,ltd

MILIAL RESORT HOTELS Co., Ltd

The Ritz-Carlton Hotel 
Company, L.L.C.

DYNAM

帝人

三井物產

DYNAM

Apple Japan

本田技研工業／
Sony生命保險

旅行、酒店、旅館、休閒業界
綜合評分排行

加班時間『認同度』
高的百大公司

『容易取得休假』的百大公司排行

第1名

第2名

第5名

第6名

第1名

第2名

第3名

同位

第5名

第1名

第11名

第13名

同名

RECRUIT 
LIFESTYLE CO., LTD.

雅虎／本田技研工業

DYNAM

豐田汽車／UNIMAT　LIFE／
三菱日聯摩根士丹利證券／
神戶製鋼所

名次 名次公司名稱 公司名稱 **ポイント 名次 公司名稱 **ポイント綜合評價

回顧研修⋯⋯

迷你採訪上班

POINT

POINT

午飯休息後，利用講師的空檔時間，
請講師幫忙進行平時沒有教授的老虎
機巡邏研修

距離下班還有1小時。進公司已3個
月，一邊注意快將習慣的基本動作，
一邊再次進行大廳巡邏

老虎機巡邏

大廳巡迴

工作結束後，和同期或前輩一起去
吃飯或去遊玩。照片是與同期的聚
餐情景♪

同期聚餐 工作結束後

PRIVATETIME

入社儀式 導入研修 集中現場研修

利用自修時間，請講師幫忙研修，或
者與前輩員工進行業務的意見交換，
主動付諸行動

業務開始（自修時間）

>>>今後繼續以安心工作的職場環境為目標邁進！<<<

貼身觀察新進員工1天 貼身觀察進入公司第3個月的大塚小姐的1天！

大廳巡邏

4個教育支柱

O
J
T
教
育

自
我
啟
發

教
育
調
動

O
F
F 

| 

J
T
教
育

依照職級、目的編制教育制度

　　DYNAM以建立安心工作的職場環境為目標，努

力整備健全的勞動環境。削減上班時間外的勞動時

間、讓員工容易取得有薪假期等等，各種各樣的措

施均在不斷推行。此外，一般制度的福利保健方

面，年間休假117日，全體員工能取得的一年一次的

「6日連假」和「紀念休假」等，以不受舊常識侷限

的構思，實際改善工作環境。

　　至今的措施在轉職就業調查網站「Vorkers」的

「旅行、酒店、旅館、休閒業界綜合評分排名」位

列第6名，『東洋經濟在線』（2017年3月21日／

2017年4月22日）發表的「加班時間『認同度』高的

百大公司」位列第3名，「『容易取得休假』的百大

公司排名」位列第13名等，在各排行榜中取得極高

的評價。

開 始 店 舖 研
修。一邊夾雜
小休，一邊投
入彈珠機遊戲
廳的巡邏業務

↓

～8：00 14：40～
15：55

16：00～
17：00

8：00～
9：00

9：00～
14：00

90

87

84

84

83

93

89

88

〃

4.05

3.92

3.74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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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創業日7月25日公開50週年紀念的特設網站。

此外，預定播放記錄片。

DYNAM迎接創業50週年

　　以粗闊、穩健的字體表現「50th」，加上6種顏色球

代表一直以來支持本公司的各界人士，包括『顧客、股

東、客戶、金融機關、工作人員、事業家』，傳達因為有

各界人士的支持才得以迎接50週年的感謝，以及今後也不

辱門楣，繼續成為值得信賴企業的訊息。

設計概念

　　在電視節目『賢者的選擇Leaders』中，DYNAM獲得採訪。

　　此次的主題是「共存」，由DYNAM董事會長佐藤公平出席，

敘述將彈珠機店視為地區的基礎建設，並以與日本全國民眾共存為

目標的50年歷程，以及未來的願景。

※ 『賢者的選擇Leaders』 是長時間採訪的節目， 每次會邀請城中熱話的事業家、 時代

風雲人物到攝影棚， 探討商業精髓。

DYNAM 50年的軌跡

『賢者的選擇Leaders』（節目時間30分鐘）

BS12 8/27 (日) 14:00∼

日經CNBC 9/3 (日) 12:00∼

太陽電視機 9/4 (一) 22:00∼

※於節目播放後，可從節目網站觀賞

Dynam 50th Anniversary

50週年紀念標誌

　　適逢50週年，特此刊載了社長致

辭 、 D Y N A M 5 0 年 的 歷 程 、 檢 驗 對

DYNAM理解度的DYNAM小測驗等各種有

趣的內容。

　　此外，8月31日前，還舉辦每名1萬

日圓，合計50名的商品券和家電等抽獎

活動，敬請上網瀏覽。

※ DYNAM官網可由此進入

※ PC、智能手機皆可瀏覽

※ 報名活動需有Twitter帳號

※ 頁面圖像正在開設中，可能與實際畫面不同

開設特設網站

50週年紀念特設網站

播放記錄片

本次謎題

大分宇佐店A B 岩手北上店 C 千葉茂原店

於更新「DYNAM集團通訊」之際，為表達對本刊讀者的感謝之意，

特此舉行「猜謎大贈送」！

P4-5「連結地區的應時感∼新店舖誕生∼」介紹的5家新店舖中，

名字內有日本縣名的分店經理所負責的店舖是哪一家？

【當日郵戳有效】2017年8月1日 （二） ∼ 2017年10月31日 （二）

我們會在答中以下問題的參加者當中抽出得獎者，並送出豐富的禮物！

請踴躍參加！

5名

10名 15名

請回答本刊附上的問卷調查明信片後， 填妥 「姓名」、  「性別」、  「地址」、

「電話號碼」、  「希望禮物  (1 - 3)」、  「猜謎的答案  (A - C)」 。

報名日期

報名方法

猜謎大贈送

LUPICIA紅茶、烏龍茶
玻璃茶具組1
紅茶、烏龍茶 茶包各10包裝／原創手

提水瓶1／2(小瓶)

人氣「BELLE EPOQUE」「白桃烏龍

茶極品」、可以輕鬆品茶的耐熱玻

璃茶具 (約600ml) 組。

Colombin 
曲奇餅組合33片裝2 QUO卡價值500日圓3

可於日本全國的便利商店、
書店、家庭餐館等使用的人
氣禮品券。

含有8種不同口味的曲奇餅，

能享受牛油散發的馥郁香味。

恕不公佈當選及獎品寄送名單。獎品預定於大約12月寄送。

※提示：在P6-7中也有登場！

※商品的設計等可能與照片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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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新畢業員工！
招募新畢業生

如果有2019年度新畢業生想加入

本公司，懇請介紹。

DYNAM集團

諮詢處

徵求新店舖用地！

DYNAM集團 通訊
締結DYNAM集團與各界人士「交流」的資訊刊物

特　輯

5家新開
幕店舖特

輯

∼連結地
區的應時

感∼

          
          

          
          

[P04-05]

資 訊

在全國拓展業務的彈珠機遊戲廳DYNAM，正在

徵求新店舖用地。

若認識有意有效活用土地的地主或房地產相關

人士等，懇請介紹。

如對本公司有任何意見或建議，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絡。

聯絡電話如下

土地有權者 顧客

(股) DYNAM業務支援

資產管理部（負責支援土地有權者）

(股) DYNAM

客戶服務中心服務台

關於聘用新畢業生

(股) DYNAM

人材開發部 (招聘負責人)

chance@dynam.co .jp
歡迎希望進入本公司的
新畢業生與我們聯絡。

DYNAM集團通訊
發行 : DYNAM 股份有限公司 情報管理部

郵遞區號 : 116-8580 東京都荒川區西日暮里 2-27-5　電話 : 03-3802-8224

有關新店舖

(股) DYNAM業務支援

立地開發部

如有土地、建築物、SC及頂讓房盤等，
請與我們聯絡。

<封面> 封面的恐龍截取自P8-9刊載的福井越前店「"您如何看待“二手煙”？」內容。福井縣是知名的恐龍化石產地。

您如何看待“二手煙”？                        [P08-09]

DYNAM迎接創業50週年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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