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沖繩舉辦2018 E8PA國際大會＆
慶祝大城會長生日！



全球上分銷商的各位
歡迎蒞臨Enagic發源地的沖繩！

恭喜升級分銷商們
此時此刻，比過往更加多姿多彩的人生即將展開！



西日本經濟中心地的大阪，在最近設立了新的分店(新大阪

分店)。為了紀念而在2月18日下午所舉辦的大城博成會長的演

講會和懇親會，約有200人的參加者到場，擠滿了飯店的會

場。新大阪分店交通方便，距離新大阪車站走路只需要數分，

為Enagic事業的全國展開據點之一，之後能如何的活用，令人

期待。

大城會長也在演講中這樣說：「我至今去海外出差約400

次，其活力之源就是還原水。請一定要讓更多人喝還原水，令

他們改變人生。我們為此開設了新大阪分店。」

其他包括也提到Enagic Family達到100萬的大目標，大成會長

以「希望有一天，“Kangen”能夠成為世界用語」為開頭，並

強力呼籲「以實現真正的健康為目標，促進事業發展吧！」

在會長演講結束之後，是現在活躍中的印度社員Kaz(橫谷

一男)帶來的小講座。Kaz在演講上熱情地說「Enagic事業的基

本理念就是熱情和仁愛。以這個理念為基準，把事業也帶往下

個世代吧！」(Kaz的講座在第5頁也會提到，詳情請見第5頁)

接下來，大城會長和北岸逞男本部長還有有力分銷商們進行擊

破酒桶儀式，為懇親會

揭開序幕。突然加入的

菲律賓歌手Vivian小姐帶

來歌曲演唱，之後所舉

行Enagic製品的抽獎大

會更為會場帶來高潮。

最後北岸本部長說，

「讓我們好好的活用新分店帶來成果吧！」為懇親為做一個

結尾。

講述開設新大阪支店意涵的大城博成會長

為紀念新大阪支店開設
盛大舉行活動！

專心聽會長演講的參加者專心聽會長演講的參加者



地址：大阪市淀川區宮原4-1-45
     新大阪八千代大樓1F AB室
電話：06-6152-5407
FAX：06-6152-5408

注入熱情演講的Kaz 破酒桶的(從右)石井惠子小姐、大城會長、北岸本部長、瀨戶光雄先生、中村明俊先生破酒桶的(從右)石井惠子小姐、大城會長、北岸本部長、瀨戶光雄先生、中村明俊先生

打招呼的奈及利亞人分銷商Nwafor夫婦打招呼的奈及利亞人分銷商Nwafor夫婦 慶祝新支店誕生，菲律賓歌手的Vivian小姐高歌慶祝新支店誕生，菲律賓歌手的Vivian小姐高歌

從大城會長手中接過驚喜的「紅包」從大城會長手中接過驚喜的「紅包」

熱鬧的抽獎大會熱鬧的抽獎大會 為大會做結尾的北岸本部長為大會做結尾的北岸本部長

佔了一樓一半空間的寬廣支店 事務空間(左)和接待區

Enagic商品的陳列區

輕鬆容納80人的講座教室
支店離新大阪站步行
約幾分鐘的大樓裡面佔了一樓一半空間的寬廣支店 事務空間(左)和接待區

Enagic商品的陳列區

輕鬆容納80人的講座教室
支店離新大阪站步行
約幾分鐘的大樓裡面

新大阪
支店
介紹



Kaz在美日10個地點舉辦講座！

Enagic・培訓消息

「Kaz講座」預定
4月７日（周六)  下午1點半～沖繩之店（日語）
　　    　　        下午3點半～同上（英文）
4月９日（周一）  下午1點半～新大阪支店（日語）
4月10日（周二）  午前10點～同上（同上）
4月11日（周三）  午後１點半～東京支店（同上）
4月12日（周四）  午後１點半～同上（同上）
4月13日（周五）  午後１點半～同上（同上）
4月14日（周六）  （時間・場所未定）名古屋市（英文）
4月15日（周日）  （時間・場所未定）東京都江東區（英文）

Kaz的講座一直都是客滿「東京會場(左)和紐約會場(右)」Kaz的講座一直都是客滿「東京會場(左)和紐約會場(右)」

參加者們體驗各式各樣的活動以提升自我。(巴黎會場)

在訓練結束之後，包圍磯部本部長拍紀念照【巴黎(左)和東京(右)】

參加者們體驗各式各樣的活動以提升自我。(巴黎會場)

在訓練結束之後，包圍磯部本部長拍紀念照【巴黎(左)和東京(右)】

為提升分銷商的意欲，而注入
熱情的Kaz。(東京會場)
為提升分銷商的意欲，而注入
熱情的Kaz。(東京會場)

磯部本部長在巴黎跟東京展開事業訓練！

掌管印度分店的社員Kaz 

(橫谷一男)在2月到3月，於

美日合計10個地點舉辦事業

講座，各會場都有非常多的

參加者，來聽Kaz熱血的話語。

K a z引領著印度，為其

Enagic事業帶來了急速的成

長。而這次的講座，他不吝

惜地把其秘訣和知識分享出

來，參加者們也很開心。

Kaz特別致力於1A到4A分

銷商使其提升自信心的講座。Kaz說「已經達到5A或6A的

人，已經有相當的能力了，首先要提供升格知識給還未達4A

的人。」

實際去看了看講座之後，初學的分銷商(或是訪客)的感銘之

情一目了然，在講座結束之後，大家也搶著要跟Kaz一起合拍

照片。另外「Kaz講座」在4月也即將在日本展開。(行程如下)

敬請踴躍參加。

2月24日、25日兩天，磯部勝正國際訓練本部長在巴黎，為

了培育講師舉辦了耗時一整天高密集的事業訓練。

這是繼1月的加拿大訓練之後，集合了在Enagic事業賭上自

己的人生的分銷商，成為了一場熱情洋溢的活動。磯部本部長

也非常開心的表示『參加者們非常熱衷的合作，是一個非常有

價值的訓練。』

接下來磯部本部長在3月7日在東京分店的講座教室舉辦講

座。在準備的資料裡加上幽默來淺顯易懂的說明『事業的心理

準備』。參加者們紛紛首肯心折，並仔細聆聽經驗豐富的磯部

本部長的話語。



Enagic 體育掠影

2月11、12日在Enagic瀨嵩鄉村俱樂部舉辦分為(小學男

女/國高中男子/國高中女子)為類別的『第11屆風獅杯』

兼『第3屆Enag ic高爾夫公開錦標賽』。這場大賽獲得優

秀的成績的話，就可以獲得4月份『Enag i c冠軍錦標賽 

2018亞洲大賽』的參賽資格，不只如此，也可以獲得在這

之後的『AJGA Enagic青少年錦標賽2018』(8月在USA 

洛杉磯舉辦)的出場資格。

以世界為目標的這個大會中，國高中女子部門獲得優勝

的是Enagic高爾夫學院所屬的佐渡山莉理。寫下在這個大

會獲得第四次優勝的創舉。

『第18屆All JAPAN 業餘女子高爾夫錦標賽/2018美咲

Ladies Cup』(2月22、23日/福岡縣)Enagic 高爾夫球學

院有9名學生參加，仲西菜摘(宜野座高中3年級)延續去年

優勝，達成連霸。

因此，去年也獲得優勝的『The Jennie K.Wilson Invita-

tional 2018』(夏威夷)，今年也將被派出參加。仲西將會

以2年連續優勝為目標努力。

以世界為目標，風獅杯開始！

今年7月在美國聖地牙哥舉辦的『PGM世界青少年高爾

夫選手權』的參賽為目標，日本代表選拔大會/九州、沖

繩預賽在2月24日舉行，Enagic高爾夫學院的仲宗根祥仁

在男子13~14歲部門獲得第一名，与那嶺龍仁在15~18歲

部門獲得第三名。

這個結果，讓兩人獲得在3月底兵庫縣舉辦的『西日本

決勝大會』參加資格。在這場比賽獲得好名次的話，就可

以參加美國大賽。2人攜手屏除雜念轉注於練習。

天氣的影響延後了三天，在合計3回合的『2018大金蘭

花女子高爾夫錦標賽( 3月1日~ 4日 /沖繩縣南城市)，

Enagic 高爾夫球學院出身的新垣比菜職業選手出場。雖然

成績為52名。但是現在也只是本季的開幕戰，我們期待她

今後的活躍。

PGM 世界青少年預賽中
仲宗根翔仁以第一名通過！

新垣比菜職業選手參加
大金蘭花女子錦標賽

大活躍的Enagic高爾夫學院的學生們

大大宣傳佐渡山優勝的
『沖繩 TIMES』(2月13日)

仲西菜摘在美咲Ladies Cup
成功獲得優勝！

用照片表現仲宗根活躍的
『沖繩TIMES』



從沖繩到世界---
大城博成的成功故事

參與布希總統的早餐會！

日本政府於明治維新時期派遣的岩倉使節團當時就

住在這間飯店，這就是命運的安排嗎?不，然而對他來

說，這裡不就是讓他「把還原水帶入歐盟市場」的夢

想更加具體、遠大的因緣之地嗎？雪白色白宮的後方

是廣大的歐盟、俄羅斯市場，彷彿正在向他招手。披

著雪的白宮和持續降下的寒冷深雪，不知何由竟帶來

熊熊的心中烈焰。明天喬治布希總統的基調演說同樣

令人期待。

翌日，定居華盛頓的高中同學上原隆先生到飯店接

我們。他從大學時代便表現優秀，眾人對這位有為青

年寄予將來回到母校大學執教鞭的厚望。然而他卻選

擇成為牧師捨身奉獻，主要在華盛頓特區進行基督教

傳道。他領著我們前往總統早餐祈禱會的會場。

這場早餐會是每年由共和黨、民主黨的基督徒共同

舉辦的國際盛會，邀請財政界、外交官、基督教界等

知名人士參加的一年一度大盛會，來自世界各國2,250名

的賓客雲集。會場不大，來賓多到需要在大廳和走廊

裝設螢幕。我們是有預訂好座位的特別來賓，和德克

薩斯州的眾議員、維吉尼亞州的商業人士同桌，於席

間暢談政治與商業話題。大城也用不熟悉的英語和賓

客們相談甚歡。

從私人話題談到年齡時，我問「大城先生看起來像

幾歲呢？」商業人士的千金回答「嗯⋯35歲左右吧。」

揭曉年齡後，頓時驚詫一桌的人。大城則笑得好不得

意！還有這樣一段小故事。大城在研討會結束後要離

開會場時，偶爾會有分銷商從後面拉扯他的頭髮，問

他是不是戴了假髮。

會場裡的各國人士並肩接踵，周圍幾桌幾乎看不見

日本人或亞洲人的身影。日後我們才聽說當天有8位

日本來賓在場。

布希總統現身發表基調演說，會場內氣氛高昂，全

場起立鼓掌，表達對一國總統的尊敬。美國國內外的

“大佬”都起立鼓掌迎接，總統的威嚴、美國的國力

由此可見一斑。儘管連任選舉在即，總統演說的內容

仍不帶政治色彩。「祈禱使所有人在神的面前平等」

──總統的一句話便讓人為之傾服。

請來美國總統當座上賓的國際型盛會，無疑將受邀

者的目光轉向了美國、全世界。來自小島的我們在這

裡看見了世界“地球村”的模樣。從沖繩展望世界，

從美國看全球領袖；視野變得更加遠闊，無邊無際地

延伸。

建設以全世界分銷商為對象的高爾夫球場！

那麼，在這裡就為大城引以為傲，親手打造的私人

鄉村高爾夫球場做個介紹吧！

Enagic公司對全球120個國家出口或銷售自家品牌商

品。聯合國有193個會員國，這個數量相當於其中的

六成。

Enagic公司是一間名符其實由沖繩發起的全球性企

業。大城將事業推向全世界的同時，也著手在自己故

鄉的山區建營起高爾夫球場。那地方著實風光明媚，

東面寧靜遼闊的太平洋，深處則是蔥鬱環繞的山林。

成績不佳的人以一句玩笑話來形容：這個管理完善，

讓高爾夫好手哭泣的球場規劃簡直反映了大城的性格。

瀨嵩鄉村俱樂部的高爾夫球場於2013年6月竣工，

到完工前的這數年間，不斷地注入心力與金錢於此。

這是為了讓全球的經銷商造訪沖繩，享受高爾夫、享

受假期。當然邊打高爾夫就能邊談生意，此外也能潤

澤村子的經濟，不失為振興村子的一個方法。

大城面不改色地執行異想天開的事情已經不是新鮮

事了。建營這座高爾夫球場也是其中之一。我們會認

為從生意上來說，還原水和高爾夫球場並不在一條直

線上，可能是白費力氣。然而他卻從別的觀點切入。

這座球場可以供全球經銷商隨時以超低價格使用，是

只有經銷商才能享受的私人球場。他希望大家能攜家

帶眷到Enagic的度假區悠哉一下，呼吸沖繩的新鮮空

氣，在雪白的沙灘上嬉戲，眺望燦爛奪目的大海與青

空，養精蓄銳，達到還原水事業最原始的目的──健

康。大城真心誠意地希望全球的經銷商永保身心健康。

說實話，度假區、社會福利的概念耗資甚鉅，然而

他想得似乎更加深遠。他的這種

思維想必會在將來遠渡重洋，到

達美國。

大城深切地認為，自己出生

的故鄉就是通往世界的門戶，是

支撐著他飛向世界的跳板。



「Hacchi的
  有水的生活」  

化妝雖然會對肌膚帶來負擔，但對女性來說卻是不可缺少的

利器。特別是去上班的時候，素顏的話，真的有點⋯(^^;;;)

所以說，雖然不會上重妝，但還是會塗塗抹抹到某個程度吧。

但是在比需預防花粉症或是禽流感的時期，大多時間都戴著

口罩。為了不讓口罩沾到妝，也有省去粉底只上眼妝。但是這

種時候，真的很怕在別人面前脫口罩呢。( 笑 )

■選擇『卸妝的方式』
那麼，卸妝也有很多種類對吧 ! 卸妝油、卸妝乳液、卸妝棉，

還有洗卸兩用等等⋯。

在卸妝的時候，『簡單、不花時間，而且可以徹底卸妝』

的是最有人氣的。『花時間，又不好卸』的，真的是最糟糕的。

雖然是如此，但是有優點就有缺點，有的膚質也可能因為

卸妝和化妝品，而除掉了皮膚需要的油脂，而肌膚變得乾燥。

另外，也有雖然對皮膚好，但是沒有辦法卸到很細的地方

也是常有的事。雖說要弄清楚是很難的事，但是從自己的經

驗或是朋友的經驗中學習並選擇，是非常重要的。

■最後收尾用酸性電解水來洗臉

那麼，在卸妝之後的洗臉，用『還原水』的話，殘妝

的汙垢也可以乾淨的卸除，我非常的推薦喔 !

用還原水洗去多餘的油脂等，之後用酸性電解水來洗

臉的話，會有很棒的美肌效果，肌膚會變得有彈性有光澤。

像這樣還原水和酸性電解水的組合使用，就可以達成

對皮膚好的洗臉方式。(^^)b

請一定要試試看 !

還原水和酸性電解水的組合使用來卸妝！



強力推介

活用電解水的活用電解水的

電解水特別的活用法募集中
●Please send 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 Relations Department.          信息請發送到廣報室／ e-mail：kouhou@enagic.co.jp
If you know of any unique use for electrolyzed water, we,d love to hear from you!

琦玉縣春日部市

店 主 的 弓 削

Vi rg i n i a小姐是菲

律賓出身的。在

呂宋島中部的布

拉干州布拉干市

出生，以和日本

人(最初)結婚為契

機來到日本，已

經過了30年，比

起來在日本的時

間還比較長，其本人也希望可以永住在日本。

在第一任婚姻中嘗過辛酸的Virg in ia小姐在3年前和

日本男性再婚，終於可以過著安穩的生活了。但是在

至今為止的經驗，成就了現在的她跟店。

店在去年1月開幕，名稱是『Tambayan』是菲律賓

的國語(他加祿語)中，『夥伴們經常聚集的場所』的

意思。就如其店名，店裡有各式各樣的人會到來。客

人中有一半是日本人，另一半是以菲律賓人為主，還

有印度人、土耳其人還有喀麥隆人和象牙海岸人等非

洲國家的人也有。店裡可以說是『國際聚集場所』。

再加上不只是飲食而已，來找Virgin ia小姐做各式各

樣討論的人源源不絕，她也非常樂意討論，如果有必

要的話，也會一起行動，天生的好客在這裡有很大的

發揮。這時候長年在日本停留的辛苦經驗，發揮了很

大的作用。

店裡的主要菜單還是菲律賓料理。香蕉還有魚(吳郭

魚、虱目魚)等主要的食材，都是使用由菲律賓進口，

Virg in i a小姐非常

有自己的堅持。

Sinabawan(吳郭魚

料理)、Menudo 

(以番茄為基底的

燉煮菜和肉)等，

因為大受好評，以小菜來點餐的人很多。

導入LeveLuk是在今年的1月。湯、炊飯、煮高湯等，

所有的調理、兌酒的水到酒後的軟性飲料都活用還原

水。另外活用強還原水來清洗魚和香蕉，和調理用具

的衛生管理。用強酸性水來去除廁所的臭味。

現在有很多的在日菲律賓人參加Enagic事業，也交

出了成績，Virginia小姐也是其中一個人。『我會為了

推廣還原水而努力的』，Virginia小姐露出和藹可親的

笑容，有精神的說著。

地址：琦玉縣春日部市一之割1-1-18
電話：048-637-1813
營業時間：下午1點~10點
公休日：每周一

也是Enagic分銷商的Virginia小姐

在日菲律賓人使用還原水提供母國料理

在派對大展料理手腕的Virginia小姐在派對大展料理手腕的Virginia小姐

東武伊勢崎線、一之割 (ichinowari) 站東口附近，
店位在非常便利的位置



不實的談話推銷是絕對不行的

在2月20日，以商業學校課程為商品

展開直銷的I公司，被消費者廳以特商

法處以6個月的停止銷售命令。這個處

分的事例，讓推銷年輕人時須注意的

要點浮出水面。

這個公司的事業，似乎在大學生等

年輕人之間急速地拓展開來。其證據

就是，消費者廳在處分的同一天，發

布了『要注意以年輕人為目標的惡質

推銷！』為標題的注意文宣。

在這次的處分之中，被認定觸

犯了『違反適合性原則』這個違

法行為。所謂的違反適合性原則，

就是『對比顧客的知識、經驗、

財產的狀況，進行了不適當的推

銷。』

判斷是否合適『財產的狀況』

這次的例子中，推銷的對象大

多是年輕族群，以打工為收入或

是父母的零用金來生活的人。這時對

於『無法負擔』10萬多日圓的會費的

人，提出『去申請學生貸款』『我跟

你一起去』等，逼迫其締結借貸金錢

的契約。這樣的行為，就會被判斷為

『違反適合性原則』。

另外17年12月的特商法改正，把消

費者帶往金融機關，強迫的方式借貸或

是迫使提領現金的行為明確為違法行為。

在這次的處分中，『書面契約上不實

記載的行為』也被視為是違法行為。 

I公司的某會員，在對未成年的消費

者遞出的監護者同意書上，以『本來是

不行的，但是快點寫吧!』催促，讓未

成年消費者簽上自己父親的名字，並蓋

上印章。

在正式的文書上記載不實資料的行為

絕不可長，不容置辯。

催促記載不實資料也是NG的

未成年者或是學生的直銷推銷，很容

易引起糾紛，原本也不應該實行推銷。

除此之外，年輕族群的知識、經驗、財

產比較不足，推銷的時候有必要比平常

更加慎重。

近年直銷相關的年輕族群的問題詢問

有增加的傾向，消費者廳和消費生活中

心等行政處，對於『以年輕族群為目標

的直銷販賣』，有加強監視的傾向。從

年輕族群來的投訴、詢問件數較多的企

業，行政處分會集中在一起執行是有可

能的。前述之注意文宣當中，我們應當

察覺到消費者廳強烈地展現其

加強執行此類案件的決心。

對年輕族群的推銷要注意的點！

新法令遵守系列

我們的法令遵守宣言
流通記者

全
部
交
給
我

就
可
以
了
！



Turnover的循環以28天為最好的狀態。

掌管這個週期是『成長賀爾蒙』，現

在已經知道分泌時間在下午10點~凌晨

2點的熟睡時間帶。

也就是說在這個時間帶睡眠不足，

Turnover會變得不規則的話，表皮細胞的

無法好好的新陳代謝，會引起皮膚的問

題。特別是夏天紫外線強烈的關係，對

皮膚的傷害會很大。所以品質良好的睡

眠讓肌膚修復，是維持好膚質所必需的。

在下一回中，讓我們來針對取得良好

的睡眠方式來做一個討論吧！

新健康講座

開拓福壽社會――
丹羽式［融合醫療］的
A 到 Z
3000萬國民和令人煩惱的睡眠障礙抗爭！（上）

丹羽正幸
（丹羽診所院長）

人類最重要的休息就是睡眠。但是現

代日本人中，每四個人中就有一個人有

睡眠相關的困擾。也就是說三千萬以上

的人，沒有辦法好好地睡覺而困擾著。

在上一回標題雖然是『杉樹花粉症

可以說是國民病』，但是有這麼多人有

睡眠障礙，可以說是和花粉症匹敵的

『國民症狀』。

那麼我們日本人花了多少時間在睡

覺呢?在2011年總務省所實行的『社會

生活基本調查』中，平均睡眠時間為

7個小時又42分鐘。這個是全年齡層的

平均，在正值工作全盛期的45~49歲是

7個小時3分，時間又更短了。因為工

作太忙了、太熱衷於手機了，又或是喝

酒喝到深夜，有各式各樣的理由，但是

最嚴重的還是因為壓力而帶來的睡眠障

礙。

而且因為壓力而睡不著，睡眠不足

而身心無法得到休息，壓力又加重，陷

入這樣慢性的惡性循環，甚至可能會招

致更嚴重的身心疾病。這壓力也會出現

在①精神上(煩惱)、②身體上(疼痛或

疲勞)、③無自覺的地方等⋯，沒有辦

法簡單的解決。這裡站在【融合醫療】

的立場，讓我們思考睡眠障礙具體的對

策。

■提高免疫力的睡眠

不用說大家也知道，人的睡眠是為了

去除身體的疲勞，還有讓腦休息。在睡

眠中，身體分泌各式各樣賀爾蒙，“修

復”身體並促進新陳代謝，讓疲勞的身

體回復。同時在多數場合，跟心靈的安

定也有相關。

其他包括睡眠在提高免疫力上也有發

揮其作用。就是在睡眠中，人的自律神

經中，副交感神經的作用，活絡免疫細

胞的活動，提升免疫力，例如比較不容

易感冒等。

順帶一提副交感神經在睡眠中或是放

鬆的時候，有『修復身體』的作用，交

感神經反而是在活動時或是感受到壓力

時做出對應反應。

■美容和睡眠深刻的關係

睡眠對美容來說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大家知道表皮在新陳代謝狀態被稱為

『Turnover』的這個用語嗎?『從表皮

細胞的誕生到成為汙垢掉落』的這個

琦玉縣熊谷市出身。1973年於橫濱市立大學醫學部畢業。

1976年擔任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外科研究室研究員。

1978年任職橫濱市大附屬醫院第二外科。

1981年擔任城西牙科大學(現為明海大學)外科講座講師，1988年創立丹羽診所至今。

國際融合醫療協會成立提案人與現任理事，日本健康科學學會理事，日本東洋醫學會會員。

著有「治好異位性皮膚炎 出汗是正常的」(青春出版社)、「異位性皮膚炎是如此治療的」(長崎出版)等書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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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gic
硬式棒球部通訊

4月30日巨人三軍和職業實現第一次對戰

分流器和出水軟管
50% off!

即將到來的4月30日(周一)下午12點30分，在那霸市的

沖繩蜂窩體育場，Enagic硬式棒球部隊讀買巨人(三軍)的交

流比賽即將展開。雖然說是三軍，但是是第一次和職業對

戰。

不用入場費，請踴躍到現場支持！

3月31日為止期間，對應全機型的以下商品以半價

提供。請不要錯過這次的機會！

和札幌大學的開場戰時，圍成圓陣的隊員們(2月20日)

LeveLuk DX
用出水軟管
4,860日圓　2,430日圓

（含稅）

LeveLuk SD501出水軟管
6,480日圓　3,240日圓

（含稅）
分流器

申請請在以下網址

※商品的寄送地址限日本國內！

4,320日圓　2,160日圓
（含稅）

Online Shop情報

除了上述產品之外，全機型用的也以半價提供!
運費全國統一500日圓，貨到付款的購入金額到9,999日圓
為止手續費為300日圓，10,000日圓以上為400日圓。

發行︰Enagic HK Co., Ltd.   （Tel.）852-21540077　(FAX)852-21540027　www.enagic-asia.com
香港尖沙咀彌敦道132號美麗華廣場A座16樓1615-17室 Room 1615-17,16/F., Mira Place Tower A, 132 Nathan Road, TST,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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