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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詢處

INFORMATION

DYNAM JAPAN HOLDINGS GROUP

歡迎致電以下號碼，期待您的意見與需求。

03-5850-3679
(株)DYNAM BUSINESS SUPPORT

資產管理部 地權持有人支援負責部門

致所有土地持有人

0120-33-8197
chance@dynam.co.jp

(株)DYNAM

人材開發部 招聘負責部門

希望進入本公司的應屆畢業生，

我們期待收到您的聯絡。

有關聘請應屆畢業生

0120-887-351
(株)DYNAM

顧客服務團隊

03-5850-3674
(株)DYNAM

立地開發部 立地負責部門

如果您是土地、建築物、

購物中心及店舖持有人，歡迎聯絡我們。

顧客

有關開店用地

如果您是應屆畢業生並有興趣於2020年度進入本公司, 歡迎聯絡我們招聘應屆畢業生！

招募開店用地！ 在日本全國展開彈珠機事業的 DYNAM JAPAN HOLDINGS GROUP

目前正在招募開店用地。如果您認識希望有效應用土地的持有人或

不動產相關人士，懇請轉介。

壁球職業選手 杉本梨沙專訪﹝P08-09﹞

北海道，大得不像話！﹝P06-07﹞

北海道店舖專輯

希望融入當地生活﹝P04-05﹞

封面：真駒內瀧野靈園(札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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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道店舖專輯

壁球職業選手 杉本梨沙 專訪

2019 年 3 月期結算資訊

DYJH 集團動向

DYNAM 北海道札幌清田店 盛大開幕報導

「P 彈珠機冬季戀曲 G」發表試打會

「極樂」系列最新機種介紹

社會貢獻活動報告

DYJH 集團通知

資訊

目
錄

　　此致包含往來客戶及土地持有人在內，所有值得信賴的相關人士。平日承蒙各位體諒且大

力相助，謹此致上由衷的謝意。

　　本集團 2019 年 3 月期結算結果顯示，本期利潤為 12,591 百萬日圓 ( 比上期增加 15.2%)，

連續 2 期成長。此外，在 2019 年 3 月，低價彈珠的新式分店「北海道札幌清田店」開幕，本

期末集團總分店數達到 450 家。

　　今後本集團仍將誠摯面對各位相關人士推展企業活動，致力解決地區社會相關課題，以持

續提升本集團企業價值。

　　每家分店都與當地社會共存共榮，兼顧經濟及社會價值的提升，以追求持續發展，實現本

集團下列願景：「改革彈珠機，成為任可人都能隨興享受的日常娛樂」。

　　在此，特將本集團最近半年的企業活動結集成特刊，懇請一覽，以加深對本集團的認識。

　　DYNAM JAPAN HOLDINGS 集 團

( 以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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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今後能繼續透過與

各界人士的溝通，加深彼此之間的連

繫。為此，我們定期將敝公司的消息

輯錄成冊，發行 DYNAM 集團通訊。

關於DYNAM集團通訊

2019年7月吉日

株式會社DYNAM JAPAN HOLDINGS

董事長  行政總裁

兼DYNAM股份有限公司代表董事

佐藤  公平

真駒內瀧野靈園(札幌市)

希望融入當地生活

「torepachi！」彈珠機體驗活動報告

旭川店「與街區共存」

壁球職業選手 杉本梨沙專訪
於北海道初次舉辦的「DYNAM盃」中榮獲銀牌！

P6-7

　　由北海道札幌東雁來店、苫小牧店、千歲店及旭川店代表北海道23家

分店，為日本全國國民介紹當地人才知道的北海道獨特魅力！

　　旭川市位於北海道中心，人口僅次於札幌，是北海道第2大都市。此外

週邊有大雪山連峰、石狩川等，自然景觀四季變換。開幕至今已邁入第23年

的旭川店以「我喜歡的旭川」為主題舉辦了座談會。

介紹6月21日於札幌市長者中心舉辦的torepachi體驗活動。

P4-5

P8-9

　　杉本選手今年4月加入DYNAM的大家庭，6月榮登日本國內壁球女性職業選手排行榜

首位。此次杉本選手在日本國內規模最大之一的「DYNAM 盃 SQ-CUBE 公開賽 2019 in 札

幌」(DYNAM復興支援活動的一環)榮獲銀牌，馬上看看本刊內的專訪內容！

地區魅力調查隊

北海道，大得不像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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苅田　旭川人很喜歡到戶外烤肉。

佐孝　我等下要回家烤肉！

所有人　我們也想去！(笑)

佐孝　比如說「今天好熱，來烤肉好了」，每星期

至少有一天會烤肉。

苅田　大家會把烤肉架跟椅子一直擺在院子或車

庫，因為感覺可以隨時烤肉。超市的肉類貨架上也是

種類豐富⋯。

戶外烤肉

佐孝　也許有點老套，但我覺得是旭山動物園。我

每個月會去1次。跟孩子一起去摸摸小動物或看小熊

貓，很療癒。年票很超值，只要1,020日圓。去2次就

回本了。

石橋　我沒有佐孝小姐那麼熱衷，可是也會每2個月

去1次，因為家裡小朋友喜歡。

佐孝　收集印仔會送明信片，而且動物園的菠蘿包好

吃。動物餅乾也很受歡迎，東口的販賣部種類最多。

山口　你們都好愛動物園⋯。

佐孝　那，這個話題就到此為止？(笑)

療癒系動物園

苅田　在我服務過的分店裡，這裡的顧客跟員工關

係感覺很密切。

山口　一上班就先去跟顧客打招呼，顧客間感情也

很好。

佐孝　老人家也不少，對我們就像對自己的孩子或

孫子一樣。放假回來會問「你去旅行啊？」，或是

看我們臉色不好，會問「還好嗎？」等等。

石橋　在店裡查看時視線對到了，就會擊掌等等

(笑)。除了顧客以外，前輩也都很體貼，真的是理

想的人際關係。

苅田　即使是在旭川這個大商業地區裡，有很多顧

客還是天天都來，所有員工也都很了解這些顧客。

佐孝　也有客人天天走路到店裡來，盡情放鬆後順

便購物，再走路回家。本店已經成為生活的一部

分，真是太令人高興了。

山口　我目前負責企業參訪，到各企業介紹DYNAM

的相關對策，也吸引了不少企業的員工來店，感覺

工作非常有意義。今後希望透過清潔地區等義工活

動，進一步加深與地區間的聯繫。

成為當地不可或缺的存在

石橋　拉麵在這裡十分有名，而且種類很多。我推

薦「藏」的醬油豬大骨湯頭拉麵。

佐孝　旭川拉麵本來只有醬油口味，但是現在有很

多店家反而推廣味噌和鹽味。

山口　還是「向日葵」的牛雜拉麵好吃，我跟苅田
經理一起去吃過。

苅田　牛雜拉麵只有旭川有，辣度可以按個人喜好

選擇。但是如果中午去吃，會流汗流到沒辦法回來上

班(笑)。

旭川店「與街區共存」

「還是喜歡旭川！」

以旭川店的苅田經理為中心，討
論配置及引導顧客的方式

活動盛況空前，非常有成就感附近的老人家陸續抵達，因為機台體驗結果亦喜亦憂。看到老人家生動

的表情，DYNAM員工也都神情愉悅

座談會

種類豐富的拉麵 拉麵大戰？

吃札幌的拉麵偶爾會有點困惑，

湯頭比較鹹。

好了好了，不要吵架。

是習慣問題啦(笑)。

是嗎？我剛好相反，
我還是不習慣旭川醬油
拉麵的海鮮類湯頭。

說老實話，我最喜歡橫濱的

「家系」拉麵

旭川人的最愛！1

旭川人的最愛！2

旭川人的最愛！3

店員 山口 勇太

土生土長的當地人

店員 佐孝 美幸

土生土長的當地人

店員 石橋 祐一

一度離開又回到故鄉旭川

經理 苅田 祐子

札幌人

苅田　提起旭川的當地美酒，就會想到以優質水源釀

造的「男山」、「高砂」，最棒的下酒菜是放有辣根的

淺漬醬菜！

佐孝　旭川人吃什麼都會放辣根。我推薦辣根漢堡！

當地美酒與辣根番外篇

「torepachi！」彈珠機體驗活動報告
　　DYNAM希望透過彈珠機為當地提供娛樂，貢獻社會，因此在長

者中心舉辦彈珠機體驗活動。以下為你報導 6 月 21 日在札幌市

「Refill 中之島」( 附設服務的長者住宅 ) 舉辦的彈珠機體驗活動。
事前會議

顧客入場 結束！

希望融入當地生活
北海道
店舖
專輯

室蘭店店員 杉山  輝華 名寄店店員 河野  麻未 札幌清田店經理 川原弘亘

雖然一開始有點不
安，但是一搭話就得
到積極回應，很高興

能接觸到比自己嫲嫲還要
年長的長者，很有趣。請
大家務必來體驗！

雖然也有很多老人家會
到店裡來，但今天可以
看到大家不同的表情，
真是太好了

05

旭川店對
面的

男山釀酒
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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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員 濱 愛美

店員 守谷 美香

店員 佐孝 美幸

店員 山口 勇太

經理 木田 仁法

真駒內瀧野靈園

樽前山 鮭魚的故鄉  千歲水族館
07

地區魅力
調查隊

北海道，

DYNAM 北海道札幌東雁來店

YUTTARI 館

DYNAM 苫小牧店
YUTTARI 館

DYNAM 旭川店
YUTTARI 館

DYNAM 千歲店

　　札幌很適合居住。雖然是都

市，但週邊大自然環繞，只要幾

十分鐘的距離就能享受休閒樂

趣。很多客人會在下班後光臨札

幌東雁來店，也有不少客人期待

與店員聊天。

　　北海道的優勝之

處是乾淨的空氣跟好

吃 的 海 鮮 。 花 魚 大

得 其 他 地 方 無 法 相

比，故鄉釧路的夕陽

最美！

　　旭川人愛吃軟雪糕，我吃過

的 軟 雪 糕 裡，最 推 薦 動 物 園 通

「Esperio」的軟雪糕。口味不過濃

也不過淡，牛奶風味恰到好處♪

　　一言以蔽之，千歲是「很

方便的鄉村」。週邊有很多動

物棲息，去摘山菜的時候還可

能看到熊。以名產藍靛果忍冬

釀的酒十分美味♪

　　苫小牧的積雪量在北海道算是倒數幾名，

所以非常適合居住。也許因為這個原因，性情

溫和的人比較多。從市內遠眺樽前山的雄偉山

姿十分美麗！

　　在苫小牧土生

土長的我推薦有名

的北寄貝咖哩！放

進整顆北寄貝，份

量十足的美味♪

「如果在森林裡遇到熊」by 藤井杏彌
如果遇到熊，不要慌張，請靜靜等待熊自行離開！

不過，如果遇到帶著小熊的母熊要特別小心！

　　提起旭川的當地釀酒，就會想起「男山」、「高砂」。

雖然類型不同，但都很好喝♪濁酒上市時期，我一定會

去買！

札幌的新景點—真駒內瀧野靈園。由建築師
安藤忠雄設計的「頭大佛」宛如從薰衣草山
丘後探頭出來

位於苫小牧漁港旁的Marutoma食堂，特產北寄貝等海
鮮菜色備受歡迎。平日的上午也一樣大排長龍！

千歲酒廠

男山釀酒廠資料館

藍靛果忍冬酒

　　提到札幌還是不能忘了湯

咖哩。我喜歡白石的「Bess」

這家店，椰子風味很棒。大通

公園的露天啤酒屋每年都令人

期待！

店員 石橋 祐一

工作人員 小泉 翔暉

經理 苅田 祐子

店員 藤井 杏彌

　　男山釀酒廠的釀酒

資料館位於旭川店對面，

非常值得參觀。還能免

費品嚐用來釀酒的十勝

名水「延命長壽水」

　　旭川拉麵名店多。

我 推 薦 的「拉 麵 藏」

能品嚐多種不同口味，

每種都好吃！

　　放假時總是去釣魚！我從千葉來到北海道後，盡情享

受大自然樂趣。附近的千歲水族館是能觀察北海道淡水魚

的珍貴景點。進入 7 月，水族館旁的千歲川能看到以印地

安水車捕捉逆流而上的鮭魚，難得一見的光景令人屏息！

　　北海道雄偉美麗的大自然及豐富
的自然資源大受歡迎，而且還有很多
不為人知的魅力！
　　4 個不同地區的北海道分店為你介
紹當店自豪的「我喜歡的北海道」！

　　千歲離機場近，交通方便，週邊自然資源豐富也是

魅力之一。我是關東人，所以這裡迴轉壽司的水準之高

讓我嚇了一跳。千歲當地人比較慢熱，但是一旦變熟，

彼此的距離就會一口氣縮短。

小貼士講座

經理 木村 誠
店員 岩井 友美

店員 中山 皇太

經理 國武 俊介

　　苫小牧又名冰之鄉，小學的

體育課一定會學溜冰。我在學校

時還參加過冰上曲棍球社團

Marutoma 蓋飯

北寄貝咖哩
FURUTOMA 食堂

06

大得不像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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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目前你負責甚麼工作？

　　我今年4月進入公司，在資訊管理部負責公關業務。去年我為了就

職拜訪過各種企業，其中感覺到DYNAM從以前就對壁球這個項目大力提

供援助。對我來說，能在容易繼續參加比賽的環境下工作非常重要。

　　每天9點上班，下午4點下班，然後前往神奈川或千葉的球場，練習

2小時以上。壁球本身的知名度還算不上高，專用球場也很少，有時候

需要等球場空出來才行。此外，也很難確保對手，日程編排並不容易。

　　我會在前往練習場的電車裡打個盹，也把心理狀態從上班族切換成

職業選手。起身準備下車時，就已經充滿鬥志了。我在剛進公司的4月

下旬曾經前往馬來西亞比賽(亞洲選手權)。比賽前一週，公司讓我請假

專心練習。

　　1994年8月1日，滋賀縣彥根市

生。身高161公分，6歲開始打壁球，

從U11到U19，每個年齡級別都高踞選

手排行榜首。進入順天堂大學後在大學

聯賽中達成4連霸佳績，2017年轉為職

業選手。2019年4月，從順天堂大學研

究所畢業後加入DYNAM，目前JSA日本

女子選手排行榜榜首(2019年6月)

官方部落格「SUGIMOTHI徒然日記」

https://ameblo.jp/sugimoto-risa

　　我的官方部落格裡會

介紹我作為職業選手挑戰

日本國內外各種比賽，以

及作為DYNAM公關員工每

天奮鬥的狀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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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球職業選手 杉本梨沙 專訪
　　2019年3月，杉本梨沙選手在「DYNAM 盃 SQ-CUBE 公開賽 2019 in 札幌」(DYNAM北海道膽

振東部地震復興支援活動一環)榮獲銀牌，其後更加入DYNAM的大家庭。本次專訪請教杉本選手目

前的工作及作為選手的活動狀況，以及開始打壁球的原因等。

杉本 梨沙(SUGIMOTO RISA)

為什麼選擇兼顧上班族、職業選手二個身分，而不是接受贊助呢？

　　當然能夠聚焦其中之一也很棒，但是並非所有選手都這麼做，例如女性

足球選手就會下班後再去練習。我覺得自己能夠兼顧兩者，也希望自己的選

擇能為其他年紀還小的選手樹立榜樣——既是現役壁球選手，也有正職工

作。另外，不再打球後也需要找工作，那不如趁現在找好工作，讓也有助自

己成長。

為什麼開始打壁球呢？

　　6歲時我媽媽參加的健身房裡有兒童壁球課程，我就順理成章地參加並

開始打壁球了。現在回想起來，能找到一生專心投入的競賽項目，我真的非

常幸運。壁球是小朋友也能樂在其中的運動，但是小朋友其實不太有機會接

觸壁球。今後我希望儘可能創造這類機會。

請說說您今後在工作和競賽上的目標。

　　不論作為選手，或是致力提升DYNAM知名度及印象的公關員工，我希

望都能繼續成長。雖然兼顧工作和練習並不容易，但是我希望能克服困難，

有所成長。現在我覺得自己的實力的確不斷提升！

　　尤其在比賽方面，6月很榮幸能拿下日本排行榜冠軍，下一個目標是一

年內進入全球排名100名以內(※去年為了寫碩士論文等原因，沒辦法出國比

賽，目前排名是223名)，還請大家為我加油！

　　DYNAM為了支援北海道復興，冠名贊助舉辦「DYNAM盃 

SQ-CUBE 公開賽2019」。這次是大會第一次在北海道舉辦，也是

日本國內獎金最高的壁球賽。 約150名全球的頂尖選手及日本國內

上位選手參加此次比賽。

　　女性選手部分，由當時日本排名第1的渡邊聰美選手(Med 

Support Systems)獲得優勝。男性則由日本排名第1的机龍之介選手

(順天堂大學)與全球排名27名的Leo Au選手(香港)纏鬥後，由初次

參賽的Leo選手獲勝。

DYNAM盃 SQ-CUBE公開賽 2019 in札幌
日程：2019年3月15日(五)∼17日(日) 會場：札幌壁球體育場 SQ-CUBE

活
動

報
導

　　作為日本壁球協會的官方

贊助商，DYNAM今後除了繼續

支援壁球競賽外，也將透過贊

助本賽事，繼續協助壁球的普

及和發展。

interview

壁球職業選手

壁球職業選手 杉本梨沙 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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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謹此提供DYJH集團2019年3月(自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之結算資訊。本結算報告依

從國際財務報告基準(IFRS)並遵守香港證券交易所上市規則。

　　株式會社DYNAM JAPAN HOLDINGS 於

2019年3月營收146,371百萬日圓(較上期減少

3.8%)，稅前當期盈利為19,369百萬日圓，今期

盈利12,591百萬日圓(較上期增加)，營收減少但

利潤增加。

　　2016年12月IR推動法(※)成立後，作為彈

珠機成癮問題對策之一環，本集團的核心事

業—嘗試壓低彈珠機的投機性。2018年2月起施

行修訂後的遊戲機規則，主要內容為減少遊戲

機的出彈珠數。隨著投入市場之新基準機種增

加，本集團以高價彈珠店舖為主的營收呈現減

少趨勢。

2019年 3月期 結算報告

合併損益表(IFRS)
(單位：百萬日圓)

有關分紅
為提升股東價值，促成本集團持續發展，故此以持續穩定分紅為方針。

期末分紅 中期分紅 全年分紅

營業收入

自動販賣機收入

營業支出

其他收入

其他支出

營業利潤

金融收益

金融支出

稅前今期利潤

今期利潤

EBITDA

每股紅利

分紅總額

分紅支付日

分紅基準日

有利息負債 (單位：百萬日圓)

今期末(2019/3) 比率 比率前期末(2018/3)

現金及存款

有利息負債

資產合計

47,537
2,626

185,332

25.7％
1.4％

100.0％

40,533
8,572

184,971

21.9％
4.6％

100.0％

6.00日圓
4,596百萬日圓

2019年6月21日
2019年6月3日

6.00日圓
4,596百萬日圓

2019年1月11日
2018年12月10日

12.00日圓
9,192百萬日圓

－     
－     

權益比率 

(註)權益比率較上期末上升2.2point，高達76.5%。

(單位：百萬日圓)

今期末(2019/3) 比率 比率前期末(2018/3)

資本

剩餘款項等

淨資產

總資產

15,000
126,800
141,800
185,332

8.1％
68.4％
76.5％

100.0％

15,000
122,515
137,515
184,971

8.1％
66.2％
74.3％

100.0％

合併財務狀況表(IFRS) (單位：百萬日圓)

今期末(2019/3) 前期末(2018/3) 今期末主要細項、前期增減等增減

資產合計

負債合計

剩餘款項等

資本

資本合計

負債及資本合計

185,332

43,532

126,800

15,000

141,800
185,332

184,971

47,456

122,515

15,000

137,515
184,971

361

(3,924)

4,285

-  

4,285
361

有形固定資產

現金及存款

遞延稅項

股票

禮品

有利息負債

未付款、未付費用

資產除去債務 

今期利潤

紅利支出

其他綜合收益

連結自我資本比例

95,445

47,537

10,615

3,774

3,791

2,626

19,297

5,530

12,591

(9,192)

886

76.5％

高價彈珠店舖(4,568)　低價彈珠店舗(1,153)

(主要細項)遊戲機購入費用減少等

(主要細項)發生災害損失等

前期比 111.5％

(主要細項)紅利收入增加等

(主要細項)支付利息減少等

前期比 115.3％

前期比 115.2％

152,092
4,672

141,776
4,786
2,425

17,349
236
781

16,804
10,925
29,524

前期(2018/3) 補充說明

(註)EBITDA以今期利潤加上金融支出、稅款、折舊費及外幣單位資產換算差損利潤後計算。

　　另一方面，本集團透過運用營業中累積之

顧客遊戲數據選擇遊戲機或應用中古遊戲機

等，致力提升經費效率，從顧客角度出發修改

遊戲機結構，更新店舖設備等，憑藉各類營業

對策持續追求營收成長，本期利潤也連續2期

成長。

　　此外，有關股東獲發的分紅，從安定持續

分紅角度出發，今期末分紅為每股6日圓。

今期(2019/3) 增減

146,371
4,633

133,047
4,338
2,953

19,342
471
444

19,369
12,591
31,136

(5,721)
(39)

(8,729)
(448)
528 

1,993 
235 

(337)
2,565 
1,666 
1,612 

結算快報概況

※特定複合觀光設施地區整建推動相關法律。2018年7月，IR實施法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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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您介紹DYJH集團2018年12月∼2019年6月的活動成果。

DYJH集團動向

4月

商業合作夥伴
支援與殘障人士共同生活

開設 Group home「若葉」

4/1

DYNAM
舉辦「2019 年度入社典禮」

4/2

DYNAM
引進 DYNAM 與 SanThree 共同開發之

「PA 清流物語 3GO」

4/8

20
18年
12月∼2019年6月

3月

2月

1月

DYNAM 美夢 Corporation
「彈珠機成癮對策」共同聲明

於 YouTube 發佈成癮對策、預防方法的相關影片

1/30

DYNAM
引進 DYNAM 與 NewGin 共同開發之

「P 信長的野望∼創造∼ GO」

3/5

DYNAM
引進 DYNAM 與 SanThree 共同開發之

「PA Drum 海物語 IN 沖繩 GO」

2/4

12月

DYNAM
DYNAM 官網更新

12/18

日本 HUMAP
「Menrokukya 樂天市場店」開幕

12/17

DYNAM
地震對應型 Commitment Line 合約期限延長

12/28

6月

DYNAM 美夢 Corporation
「何謂成癮」–聯合 Hall Trust 舉辦

第 2 屆彈珠機成癮對策研習會

6/13

DYNAM
協辦超彈珠機 & 老虎機節

@NICONICO 超會議 2019

4/27・28

美夢 Corporation
協辦「第 4 屆 豐橋市長盃衝浪大賽」

4/28

DYNAM
2018 年度加班時間每月平均 3.7 小時

持續推動並加強「工作型態改革」對策，

以減少加班時間

6/5

DYNAM
職業壁球選手 杉本梨沙選手

開設 Ameba 官方部落格

6/28

DYNAM
舉辦「P 彈珠機冬季戀曲 Remember 

Sweet GORAKU 版本」發表試打活動

4/14

DYNAM
與 2 家大型彈珠機遊戲場合作

設立推動電力採購、省電活動之協議會

3/7

DYNAM
冠名贊助

首次在北海道舉辦之

「DYNAM 盃 SQ-CUBE 公開賽 2019 in 札幌」

多位全球排名領先的選手也出場

3/15∼  

   3/17

DYNAM
DYNAM 北海道札幌清田店盛大開幕

DYNAM 店舖數目增至 406 間，集團整體增至 450 間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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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店基本資訊

承繼美之丘店的「顧客第一」DNA

最新設備簡介

「彈珠機、老虎機 (PS) 共有島」

〈北海道分店〉北海道第 23 家分店

〈所在地〉北海道札幌市清田區

〈機台總數〉512 台

〈彈珠機〉288 台 (2 日圓 32 台、1 日圓 256 台 )

〈老虎機〉224 台 ( 所有機台 10 日圓 )

〈營業時間〉9:00 ∼ 23:00

PS 雙方設備均可設置，並可以使用較為簡便的方式配合
設備種類，調整遊戲台高度及椅子位置。

　　2019 年 1 月 6 日，18 年來備受當地喜愛的「DYNAM 美

之丘店」結束營業。由於開設在舊分店附近，必須確實承繼重

要顧客，並充實遊戲環境，使顧客更能樂在其中！聯同從美之

丘店轉到本店服務的眾多同事合作，刺激當地活化！

以盛大開幕為核心，宣傳北海道

設備管理部

柳澤 康二 部長代理

　　以清田店的盛大開幕為核心，推動地區整體公關及宣傳活

動。例如透過訊息廣告引起顧客對事業活動之理解及共鳴，於

札幌舉辦壁球 DYNAM 盃，進行地區貢獻活動時接受電視採訪

及發佈 YouTube 影片等，活動主題除了公司本身，更兼顧刺激

地區整體活化！

　　清田店實驗性引進「PS 共有島」，藉以減輕雙方機台

比例變更時之成本負擔，使機台比例變更更為簡便，因

而得以建構相關遊戲環境，擴大營業戰略涵蓋範圍，並

迅速因應顧客需求。清田店引進 64 部 PS 兩用 5 course

機台 ( 靠近正面的 32 台為老虎機，靠近櫃檯的 32 部則

為彈珠機 )。

　　今後透過在現場確認開幕後狀況及 PS 比例變更時的

實際狀態，與相關部門合作，進一

步找出課題所在並予以改善。

開幕當天
店內盛況

開幕當天雖然很不巧地下大雪，

但包含中籤及當天票券在內，

共有 450 名以上的顧客前來共襄

盛舉！開幕當天就吸引了

179 名會員入會等，

盛況空前。

　　3月16日，北海道第23家分店「DYNAM北海道札幌清田店

YUTTARI館」盛大開幕！以下為各位報導新店特長及開幕當

天賓客雲集的盛況。

DYNAM北海道札幌清田店

盛大開幕報導

清田店與眾不同之處

北海道札幌清田店

川原 弘亘 SM

經理感言

　　開幕當天承蒙眾多顧客前來捧場，謹此致上衷心的謝意。DYNAM 開設首家北

海道分店已經是 26 年前的事了，札幌清田店則是北海道第 23 家分店，選擇在清

田開設。店舖方針為「顧客第一」，重視與當地居民之聯繫，全店上下一心，希望

成為備受顧客喜愛的分店。今後北海道 DYNAM 還請各位繼續多多指教。



請連線DYNAM官方頻道

觀看影片

http://www.youtube.com/user/dynamjp/

讀取QR碼

16 17

DYNAM 集團自有品牌 (PB) 彈珠機

「GORAKU」系列最新機種簡介

　　當天參加的顧客是從260名以上報名者中抽中的17組共

27名幸運兒。在一開始主辦單位的致詞中，(株)DYNAM的

PB開發負責人針對PB開發表示「DYNAM之所以開發PB機

種，是希望能開發並提供直接反映顧客需求的機台，讓顧

客能樂在其中。本次版本為系列機台第9彈，開發時參考了

日本全國各地顧客的真實心聲，並包含GORAKU機種特有

的眾多要素。今後為了實現使彈珠機成為日常娛樂此一願

景，我們會持續與製造商合作」。

　　此外，本次活動邀請熱門搞笑藝人NON STYLE的井上

及搞笑藝人YUKIROCK、彈珠機劇本家HIRAYAMA擔任來

賓，解說本機台魅力及特長等，會場氣氛十分熱絡。

以下為各位介紹 2019 年上半年登場的 DYNAM PB「GORAKU 系列」最新機種。

　　2017 年 上 市 後 就 備 受 歡 迎 的

DRUM 海 系 列，DYNAM PB 第 2 彈。

新配備 6 階段設定，還有眾多沖繩系

列特有的歡樂細節等！

PA DRUM 海物語IN沖繩 GO SanThree

【類型】遊 PACHI( 搭載 6 階段設定 )
【大獎機率】1/99.7 ∼ 1/83.9

　　首次與 NewGin 合作，熱門電玩

「信長的野望∼創造∼」合作機種。

一方面承繼信長的野望之硬漢世界

觀，一方面加入彈珠機獨有的各類歡

樂細節！

P信長的野望∼創造∼GO NewGin

【類型】Light Type( 搭載 6 階段設定 )
【大獎機率】1/99.9 ∼ 1/79.9

　　2014 年 1 月引進後大受歡迎的

「CRA 新清流物語 DS」，5 年後，清流

物語 GORAKU 系列登場。配備 6 階段

設定，機率變動時可期待連續大獎之

規格。

PA 清流物語3 GO SanThree

【類型】遊 PACHI( 搭載 6 階段設定 )
【大獎機率】1/99.9 ∼ 1/88.8

　　第一次與京樂產業合作！開發理

念是「能多次見到勇大人」，大獎回合

數及機率變動發生率都與其他機台明

顯區隔。本機台反映彈珠機使用者需

求，請務必嘗試看看。

P彈珠機冬季戀曲 G 京樂產業.

【類型】Light Type( 搭載 6 階段設定 )
【大獎機率】1/99.9 ∼ 1/77.7

©SANYO BUSSAN CO.,LTD. ©Pan Entertainment.©KYORAKU

©SANYO BUSSAN CO.,LTD.

(從左起)搞笑藝人NON STYLE井上、彈珠機劇本家HIRAYAMA及搞笑藝人YUKIROCK

© Koei Tecmo Games All rights reserved. 
 Shine –猶如照向未來的火炬- 平原綾香
 Licensed by Universal Music

從PB機台特設網頁前往

　　4月14日，於東京都舉辦最新自家品牌(PB)

彈珠機「P彈珠機冬季戀曲Remember Sweet GORAKU

版本」發表試打活動，讓一般顧客能率先體驗新

機種。

舉辦DYNAM&京樂產業首次共同開發之

「P彈珠機冬季戀曲G」發表試打會

2月
引
進

3月
引
進

4月
引
進

4月
引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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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貢獻活動報告

災後復興支援活動 ∼與地區攜手邁向復興∼

各地區對策　為了與當地居民共存共榮，進行各種活動。

此外，DYNAM還在日本全國各地舉辦清潔或義工活動。詳情請參閱

「DYNAM集團社會貢獻活動部落格 (http://dynam.lekumo.biz)」。

12/9

　　DYNAM觀音

寺店協助當地超

市「MARUYOSHI 

C E N T E R 觀 音 寺

店」於店前舉辦

歲末互助街頭募

款活動。

2/24

　　DYNAM長野飯田店於該

店停車場舉辦捐血活動。此

外，DYNAM也在日本全國各

分店推動類似對策。

DYNAM觀音寺店(香川縣)

參加歲末互助募款活動

DYNAM長野飯田店

舉辦捐血活動

紮根地區的對策

地區防犯對策　為了「與街區共存」，進行地區安全守護活動。

5/16、20、30
2016年(平成28年)4月熊本地震復興支援

4/16

2011年(平成23年)3月東日本大地震災後復興支援

　　DYNAM於熊本縣內有12家分店，為了支援熊本

地震災後復興，將日本全國顧客託付的彈珠及獎牌

轉換成相應金額11,652,700日圓(2018年9月1日∼

2019年2月28日)，捐贈給熊本縣。地震後已經過了

3年，今後仍會繼續設法傳遞當地狀況。

　　為了支援東日本大地震的災後復興，將日本全

國 顧 客 託 付 的 彈 珠 及 獎 牌 轉 換 成 相 應 金 額

37,458,106日圓(2018年9月1日∼2019年2月28

日)，捐贈給宮城縣、岩手縣及福島縣，並舉辦目錄

贈送典禮。DYNAM今後仍會與顧客合作，持續支援

災後復興。

拜訪宮城縣政府(5月16日)資訊交換活動狀況

　　日本全國防犯意識不斷提升，但高齡者遭到特殊詐欺而蒙受的損害等仍然日趨嚴重。為了建設安全且能安

心生活的街區，DYNAM與地區合作，致力推動防犯活動。

DYNAM松橋店(熊本)派遣配備藍色旋轉警

示燈車輛進行自主防犯巡邏(每月數次)

DYNAM群馬大胡店參加前橋站週邊之

自行車竊盜防犯巡邏

於「信州中野玫瑰節」會場舉行防止特

殊詐欺宣傳活動(DYNAM中野店)

3/9

　　DYNAM大船渡店及DYNAM總部員工今年也參加

岩手縣陸前高田市的「櫻花前線311」植樹活動。

3/18、4/15

　　DYNAM 出 雲 店 參 加 出 雲 市 立 高 濱 Community 

Center 書籍更換 (3/18) 及圖書義工 (4/15) 活動。

DYNAM大船渡店、DYNAM總部員工

參加櫻花前線 311植樹活動

DYNAM出雲店(島根縣)

擔任圖書義工

5/12

　　DYNAM青森八戶港店於當地舉辦「第38屆八

戶海鷗馬拉松」期間，提供停車場、洗手間等店舖

設施。

6/2

　　DYNAM福岡岡垣店參加於知名赤海龜產卵地遠賀

郡岡垣町海岸舉辦之清潔活動「Love　Earth　Cleanup 

2019」。

DYNAM青森八戶港店

馬拉松大賽期間提供店舖設施

DYNAM福岡岡垣店

參加Love Earth Cleanup 2019

　　DYJH 集團「5 大經營方針」之一是「社會貢獻」。2018 年 12 月∼ 2019 年 6 月間，共

舉辦 443 次相關活動。以下為各位介紹 DYJH 集團為了與地區社會合作、共存，並促成地區

社會發展的部分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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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 Business Support
土地持有人支援負責人(第4回)

DYJH集團通知

「還要很久」，其實已經迫在眉睫⋯

不論哪個階段，家族信託都能採取相應對策！

家族信託的長處 比較以往對策與家族信託

所謂信託⋯
「將本身(=委託人)財產託付給值得信賴人士(=受託人)」的制度。

「家族信託」委託繼承專家或會計師、代書、司法書士等研擬，必須簽訂信託合約並進行信託登記！

「繼承＝繼承稅 有錢人才需要煩惱吧？」

「我們一家感情很好，一定不會有問題啦！！(笑)」

「繼承對策？終活？？還早啦，應該吧⋯」

為了將重要的財產傳承給下一代⋯
有關「家族信託」
在所謂「終活」(為人生最終一段路做好準備的活動)中，最近「家族信託」備受矚目，以下為各位概要說明。

→如果簽訂家族信託合約，即使失智後也能由受託人繼續管理、運用、

處分財產，因此能防止資產凍結，持續進行繼承對策直到實際繼承前。

受委託的財產由

我負責管理

將財產託付給值得

信賴的家人

父親

財產

女兒

　　本次介紹的內容包含能應對不同狀況的「家族信託」、延續上一期的「稅金與繼承 ( 贈與 ) 諮詢窗口」

及嶄新對策「土地持有人交流活動」。

　　子女在父母還健康時就拜託父母「讓別人來管理本身財產」，父母也許會覺得很失禮。但是等到

失智後，即使是親生子女也無法提款，此外，即使為了看護費用想賣掉不動產等，卻只有本人能進行

手續，結果讓全家人都很困擾。

　　能解決上述問題的失智對策制度就是「家族信託」。透過此一制度，能防止資產凍結，或持

續執行繼承對策直到實際繼承之前。家族信託解決財產管理問題的案例不少，也是備受矚目的終活

之一。

　　與生前贈與和繼承時的精算課稅及遺言等搭配應用，能進一步發揮相關效果！

《常有的繼承相關誤解Top 3》

不同階段的想法
生前財產管理 繼承後的資產繼承及財產管理

《 家族信託效果&功能Top 3 》

第一階段 健康

生前贈與、財產管理

「財產管理順暢」

「想退休 ( 想交出財產

管理責任）」

◎不動產、股票共有時，
必須獲得所有共有人
的 同 意 ， 無 法 順 暢
管理。

◎贈與稅極高，無法在生
前就變更為子女名義

第二階段 失智

成年監護、自願監護

「避免財產凍結」

◎當事人失智後，一旦
有成年監護人，就無
法避免財產凍結，之
後 無 法 運 用 繼 承 對
策，彈性管理財產。

第三階段 開始繼承

遺囑、人壽保險

「不想爭產」

◎繼承人中有行蹤不明
的子女，或是失智、
殘障者，遺產分割比
例遲遲無法確定。

第四階段 自己→子女→孫

相互立遣囑

「想把幾代後的

財產都分清楚」

◎雖然希望避免不動產
分割繼承，但是由於
繼承人眾多，可能無
法順利達成遺產分割
協議。

各位知道嗎？

目前失智症病患的資產高達200兆日圓！
而且面臨
凍結危機！！

一旦本人失智，即使是家人也無法任意處理本人財產。

如果未曾採取失智對策⋯

●存款凍結 ●原本想賣掉房子後支付看護設施入住費用，卻無法出售

●原本計畫興建公寓應付繼承稅，卻事與願違  等

1 權利不變
只有名義轉移！

2 不使用成年監護制度
也能管理父母親的財產！

3 跟遺言一樣，決定財產
由誰繼承！

4 不需要繳納贈與稅、
所得稅等！

相較於生前贈與

財產轉移成本低(風險低)

相較於監護制度

能根據目的彈性應用資產

相較於立遺囑

遭竄改的風險低

相較於數次繼承對策

可以用合約規定對策內容(遺言無法規定)

守護並有效應用財產

彌補成年監護制度的不足之處

彌補遺言不足部分並予以替代

失智對策=家族信託合約只能於第一階段簽訂！

失智後可能無法獲得承認！到
此 為 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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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稅金、繼承(贈與)的煩惱，請隨時洽詢。

此外，如果地址、聯絡處、帳號或姓名等變更，請洽下列聯絡處。

「稅務及繼承 ( 贈與 ) 諮詢窗口」簡介

稅金諮詢(案例)

土地持有權人Y

古川

會計師
古川 達弘

上班日：週一、三、五

土地持有人支援部門
03-5850-3679週一∼五 9：30∼17：30 讀取QR碼

也能傳送郵件chikensya@dynam.co.jp

※無法協助製作稅務申報書或應對稅務機關，懇請見諒。

Y

Y

想把財產分給子女及孫兒，但有點擔心稅金。

贈與稅法中規定有下列處理方式

①曆年課稅之贈與

②繼承時精算課稅制度之相關贈與

③適用其他特定優惠制度

以上各種方式的使用方法不同，贈與稅金額也大有出入。

古川

古川

有關贈與，應該利用哪個制度，還是土地持有人

與上述 (A)、(B) 情況不同，都可以與我們洽詢，

避免煩惱。

我想把財產傳給長子。

　　四周綠意盎然的夢屋惠那店。綜合購物中心

預定今年秋季在店舖對面開幕。可望刺激附近地

區活化。

我沒有特別採取行動。

重點在於想把 (A) 持有財產中的什麼分給 (B) 什麼人。

想把出租的土地傳給子女，

存款的一部分則分給孫子。

諮
詢

繼承(贈與)諮詢(案例)

土地持有權人 B

前原

前原

前原

繼承師(高級)
前原 人司

上班日：週一∼五

B

B

B

我覺得必須開始思考繼承相關事宜，

因為還有租賃合約，能不能請您提供意見呢？

「為人生最終一段路做好準備的活動」之簡稱，迎向人生的最後，必須做好各種準備，也意味著人生的總結。

為了思考終活內容，首先建議各位製作「ending note」。

是否已經將想法付諸具體行動？

別擔心，歡迎隨時來洽詢。在接受洽詢前，

想先確認一下您目前的想法。

不妨趁這個機會進行「終活」，終活進行方式

視各土地持有人的情況不同，請先洽詢。

諮
詢

土地持有人交流活動簡介

夢屋惠那店外觀

保有傳統旅館風情的旅館ICHIKAWA

　　針對合約期滿後與店家簽訂新約的土地持有人，我們舉辦交流活動，一邊用

餐一邊交流，對以往及今後的合作表達謝意。

　　會場是創業長達400年，大井宿(中山道驛站城鎮)僅存的傳統旅館「旅館ICHIKAWA」。在此品嚐主要以

當地食材烹調的時令菜色，度過和睦時光。

新對策起步！

交流活動報導

夢屋惠那店  土地持有人交流活動

2019年6月13日12點起 舉辦地點：旅館ICHIKAWA

←DYNAM Business Support  

　澀川  利幸 董事

　說明集團公司及結算

組成「八反田會」，每年聚會一次

↑上任3個月，肩負惠那店今後發展的

　尾崎洋一郎 分店經理(照片左側)今後也還請多多指教！

何謂「終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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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詢處

INFORMATION

DYNAM JAPAN HOLDINGS GROUP

歡迎致電以下號碼，期待您的意見與需求。

03-5850-3679
(株)DYNAM BUSINESS SUPPORT

資產管理部 地權持有人支援負責部門

致所有土地持有人

0120-33-8197
chance@dynam.co.jp

(株)DYNAM

人材開發部 招聘負責部門

希望進入本公司的應屆畢業生，

我們期待收到您的聯絡。

有關聘請應屆畢業生

0120-887-351
(株)DYNAM

顧客服務團隊

03-5850-3674
(株)DYNAM

立地開發部 立地負責部門

如果您是土地、建築物、

購物中心及店舖持有人，歡迎聯絡我們。

顧客

有關開店用地

如果您是應屆畢業生並有興趣於2020年度進入本公司, 歡迎聯絡我們招聘應屆畢業生！

招募開店用地！ 在日本全國展開彈珠機事業的 DYNAM JAPAN HOLDINGS GROUP

目前正在招募開店用地。如果您認識希望有效應用土地的持有人或

不動產相關人士，懇請轉介。

壁球職業選手 杉本梨沙專訪﹝P08-09﹞

北海道，大得不像話！﹝P06-07﹞

北海道店舖專輯

希望融入當地生活﹝P04-05﹞

封面：真駒內瀧野靈園(札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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