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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佳福企业私人有限公司 

 
我爱好水新隆盛™！ 

 
让人安心舒爽的 

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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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佳福企业私人有限公司 

我爱好水新隆盛™！ 
 
排除所有病原体，净化下列重金属如 
铅，水银，铜，镉与铬，以及氯等的净水。 
 

健康，甘醇。可直接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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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水新隆盛新加坡™净水器 
 
经由 
新加坡独立鉴定机构TÜV南德意志集团PSB公司等
进行测试与认证的 
净水器。 

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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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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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昆教授，1979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学位，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
医学院微生物学系副教授。 
 
李教授从事微生物学的研究与教学多年，出版有三本专著，发表86篇
论文，名下拥有3项专利权。 
 
他也是新加坡微生物与生物科技学会的会长。兼任国内外多家科研机
构的顾问与董事。 
 
 
 
 
 

——录自《华岭》 

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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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教授为本公司的水过滤净化系统Sg 1320 进行关于去除
细菌的测试。 
 
测试取得优异的结果：从经过系统净化的水中检测到的细
菌为零。 
 
测试结果，印证了SG 1320系列水过滤净化系统在去除细菌
方面的卓越成效。 

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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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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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水箱 
细菌 
含量 
17,500’s 
/100毫升，
即32,700毫
升水中原有
的细菌含量
为：
5,722,500's 
 

水喉 
 

过滤水收
集箱 
 – 在
32,700毫
升经过滤
水中的细
菌含量为： 

0 
 

排放至
水槽 
 

好水新隆盛
1320 滤水
器 
 

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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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卫生科学局（HSA）医疗器械科的宗旨： 
 
“医疗器械科肩负管制新加坡市场医疗器械产品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设备生产前的评估，生产时的管控和生
产后的市场监督，落实监管措施，以保障公众健康和安全。 
本科通过一系列评估和监测活动，以确保新加坡现有医疗
设备符合有关保健产品法令及保健品（医疗器械）条规的
可接受标准。” 
 
———————————— 

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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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卫生科学局检验经好水新隆盛™1320处理净化过的
自来水。检验报告如下： 

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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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中央医院病理学部门辖下的食品与水
实验室简介 
 
新加坡中央医院病理学部门拥有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通
过分析检测结果、诊断及后续管理等工作，全方位地致力
于防范各种疾病的传播。 
 
该部门辖下的食品与水实验室，为其他医院、诊所、实验
室与相关机构，提供所送交样本的检测、鉴定服务。 

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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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中央医院病理学部门食品与水实验室对本公司以6个月未更换滤芯的净水器净化后的水
样本进行检测。   检测报告结果1： 

净水样本检测 结果 世界卫生组织（WHO）规定（2004）或 
新加坡公用事业局（PUB）标准 

物理检查     
水质表面 清澈 - 
异味 无异味 无不可接受的异味（PUB） 
颜色（黑曾色度单位， Hazen Unit） <5 <5（PUB） 

浑浊度（散射比浊测定法单位，NTU） 0.15 <5（PUB） 
酸碱值（pH value） 7.6 7.0-9.0（PUB） 

化学分析（毫克/每升）     
含氯总计 <0.2 <2（PUB） 
固体杂质总计 75.9 最高1000（WHO） 
水的硬度总计（CaCO3） 44.9 最高100（PUB） 
含铁总计 <0.01 <0.04（PUB） 

结论：样本净水符合WHO规定与PUB标准   

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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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中央医院病理学部门食品与水实验室对本公司以6个月未更换滤
芯的净水器净化后的水样本进行检测。  检测报告结果2： 

项目 检测方法 结果 公用事业局
（PUB）标准 

每毫升水检测到的菌落形成单位（cfu/ml）
（37ºC，48小时） 

APHA 9215B, 21st 
ed. 2005 

500 500（最高） 

每100毫升检测到的肠杆菌类总数  
（Total Coliform Count per 100 ml） 

APHA 9222B与
9221B,  21st ed. 
2005 

<1 <1 

每100毫升检测到的粪便肠杆菌 
（Faecal  Coliform Count per 100 ml） 

APHA 9222B与
9221B, 21st ed. 
2005 

- <1 

每100毫升检测到的大肠杆菌 
（E. Coli Count per 100 m） 

APHA 9222B与
9221B, 21st ed. 
2005 

- <1 

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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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ÜV SÜD PSB鉴定机构简介 
 
TÜV SÜD 是一家全球领先的产品检测与认证机构。 
该机构采用国际标准与准则，从事产品的检测，以确保产品符合国际
先进水平。并根据检测结果，给予经检测产品颁发证书。 
获得TÜV SÜD的认证的产品，是该产品具备优良品质的保证。 
 
TÜV SÜD PSB是TÜV SÜD在新加坡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同时也是该机构
的东盟区域总部。 

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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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独立鉴定机构TÜV 
对Well Redox™ Media（Well Redox™ 氧化还原滤芯）

的性能进行测试。 

TUV编号7191126598-CHM15-02-CWL的分析报告 
（2013年1月17日），见下页。 

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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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经处理水（流过“氧化还原滤芯”的水）的元素分析               单位：ppb 

动力测试 过滤前 过滤后 去除元素比率% 
镉 230.0 20.0 91.3 
铬 1040.0 150.0 85.58 
铜 4440.0 480.0 89.19 
铅 190.0 3.4 98.22 
水银 0.7 <0.1 未测到 

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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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经处理水（流过“氧化还原滤芯”的水）的元素分析               单位：ppb 

参数测试 过滤前 过滤后 去除元素比率% 
镉 160 0.3 99.63 
铬 36.1 8.8 75.82 
铜 650.0 9.0 98.62 
铅 4.5 0.5 88.89 

水银 11.2 3.1 72.32 

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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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ÜV的测试，以严苛的ppb（十亿分之一）单位为准。测试
结果，铜、铅、水银与镉等化学元素去除率达98%。 
 
水质仍保有一定量的 
有益健康的矿物质 
 
因此 
净水喝进口里 
味道也自然和甜美 

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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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水新隆盛™净水系统去除自来水中的一切杂质， 
但不消减水中人体必需的矿物质。 
 
不似逆渗透系统，去除自来水中的一切杂质， 
也包括消减水中人体必需的矿物质。 
 

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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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成本开支 
 
经处理的水不必煮沸就可饮用，也无需用电， 
节约成本开支。 
 
好水新隆盛™滤芯的耗损也较小，而且不像逆渗透系统那
样须要高水压和排放废水，因而得以节省用水。 
 

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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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水新隆盛™过滤水为什么优于煮沸的水？ 
 

将自来水煮沸，可杀灭水中的微生物， 
但自来水若受污染含有蜡样芽胞杆菌（Bacillus cereus） 
或金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 
该两种细菌却可能在高温中产生肠毒素（enterotoxin）。 
因此，煮沸的水不能确保就是可以安全饮用的水。 
 

好水新隆盛™过滤水无上述问题。 

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Page  26 

好水新隆盛™1680净水系统的过滤介质结构， 

是依据新加坡公用事业局（PUB）与世界卫生组织

（WHO）的饮用水标准， 

在新加坡研发与设计的产品。 

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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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水新隆盛™1680净水系统是五阶式净水系统， 
在业界推出已达十出年， 
是一款终端水处理系统。 
 
该净水系统附送三个可替换的过滤芯。 
 

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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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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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 
  
微滤——这是个一微米的沉淀物过滤芯。进行初
始过滤的前端先期处理。  
其作用在对导入水源作初步处理，去除水中的任
何颗粒、杂质或悬浮在水中的胶质物，提高导入
水的清洁度。 
 

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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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Well Redox™“氧化还原”介质 
（抑制肠杆菌科污染） 

  
“氧化还原”处理器利用电气化学接触的方式，以及氢氧自由基
（hydroxyl radicals）和过氧化氢（hydrogen peroxide）作用产
生的闪光，直接杀死细菌。上述两者，都能有效抑制微生物的活动
机能。 
Well Redox™氧化还原滤芯的杀菌功能， 
可去除高达99.99%的有害微生物。 
 

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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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Well Redox™“氧化还原”介质 
 
吸收有机与非有机的化学物。 
化解氯胺（chloramines），进而彻底有效地去除水中的氯。 
中和砷与重金属，使转化成无毒与无害的物质。 
去除水中的异味。 
显著延长活性炭滤芯的使用寿命。 
 

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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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超滤（Ultra-Filtration） 
（0.1-0.01微米） 
 
超滤的洞状滤筒去除水中悬浮的显微物质， 
以及任何残留下来的胶质物、细菌与其他残留物，进一步提高水的
清洁度。 
2013年进行参数检测，四种有害重金屬杂质的去除率达98%。 
 

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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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阶：纳米银高密度活性炭滤芯 
  
纳米银针对经第二阶过滤后残留下来但已被弱化的
寄生虫与肠杆菌科（大肠杆菌）/ 病原体，筑起第
二道防线。 
 
确保持续提供洁净与安全的饮用水。 
 

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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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阶：增强的高密度活性炭滤芯 
改进水的酸碱值 
 
健康的人体，体液应维持略偏碱性。 
逆渗透水的酸碱值在PH 6以下，偏酸性。 
   
好水新隆盛™1680第五阶的滤筒消除任何残留的有机物质与氯化
物，藉此供应酸碱值维持在pH7至7.8的洁净、安全与健康的水。 
 

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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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阶：增强的高密度活性炭滤芯 
（改进水的酸碱值） 
 

健康人体体液的酸碱值为7.35至7.45。 
 
经我们的滤芯改善的水的酸碱值， 维持在适宜的水平之
间。 
 

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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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水新隆盛™1680终端净水系统， 
 
解决水质问题， 
 
防范污染。 
 

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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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水新隆盛™1680终端净水系统， 
 
是供应健康、安全饮用水的 
 
最佳方案。 
 

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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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饮用含化学毒素的污染水导致中毒 
 
防范饮用酸性水导致的慢性病 
 
防范饮用含病菌与病毒的污染水导致的传染病 
 

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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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饮用受重金属等化学毒素污染的水 
 
什么是重金属？ 
重金属有许多不同定义。科学上，一般的界定是每立
方厘米密度达4.5克或5克以上的金属。在日常生活中，
则多半以环境污染为准，将对生物（含人体）有明显
毒性的金属或类金属元素视为重金属。 
这类重金属包括：铅，砷，水银，镉等。 
 

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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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属等化学毒素对人体的毒害 
 
铅： 
铅及其化合物进入人体，会抑制血红素合成，造成贫血；损伤
脑及脊椎；使肾功能失调。 
铅毒对儿童与孕妇的危害尤其严重，可能导致学习障碍、肢体
障碍、精神行为问题等。 
血中含铅浓度过高，儿童的能力测验低于平均值6%, 智商受损, 
智力减退。 
 

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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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属等化学毒素对人体的毒害 
 
砷： 
砷即砒霜, 其毒性可即刻致人于死地。 
砷进入人体，对肾、肝、肠胃等内脏及血细胞，骨骼、
神经系统、免疫系统、生殖系统等有破坏作用，可能
引发肾病，高血压。 
长期接触砷和镉，可能导致皮炎，肝癌和前列腺癌。 

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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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属等化学毒素对人体的毒害 
 
水银（汞）： 
水银进入人体，会引发皮肤疾病、口腔炎、牙齿脱落、内出血，甚
至损及肝脏与肾脏。 
任何形式的水银，都可以转变成“甲基汞”（CH3Hg+）。甲基汞具
有剧毒，在人体内排泄缓慢，是累积性毒物。它主要侵犯大脑和小
脑的皮质部分，容易使人患神经紊乱性的疾病。 
 

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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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属等化学毒素对人体的毒害 
 
镉： 
镉在人体内累积，会造成严重的胃痛、腹痛、腰痛、
头痛，继而形成浑身骨节疼痛，骨骼严重变形，身长
缩短、肾脏衰竭、肝脏损伤等镉中毒引起的公害症状。 
 

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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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装水是酸性水 
 
桶裝水，无论蒸馏水、逆渗透水、矿泉水或其他纯净
水，其pH值一般在 6, 都是酸性水。 
 
而所有癌症病患，其体质都是酸性体质。 
 

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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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装水是死水 
 
一般情況下，水处于静止状态超過三天，就是死水。桶装水把
水保存在桶里，不必说就是死水。 
死水的水质欠新鲜。因此，桶装水启封后三天，须煮沸才宜饮
用。  
喝水最好喝活水。饮用死水会减慢新陈代谢，影响发育，加速
衰老。 
 

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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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装水与饮水机合用的诸多弊端与宜留意事项 
•桶裝水，特別是与电热饮水机合用，容易受到二次污染,  滋
生细菌病毒。 
•此外，若饮用较慢，长时间留置在桶内的水，将因反复多次
加热，导致水中的亚硝酸盐含量增高。亚硝酸盐是致癌物，存
放三天增加九倍，存放二十天增加數百倍。 
•桶裝水容器，必須确保采用无毒的材料制成，否则可能对人
体有害。 
•水桶若用便宜的双氧水消毒，沖洗不干淨会致癌。 
•饮水机须定期清洁，清洁后须冲洗干净，确保彻底去除为化
学制剂的清洁剂。 

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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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饮用酸性水导致的慢性病 
 
市面上的瓶装或桶装水，一般是酸碱值为pH6的酸性水。 
酸性有害于人体和其他生物的健康。 
 
在酸碱值pH6的酸性水里，螃蟹会死亡；在pH3-4的酸性水里，鲑鱼
和其他鱼类都不能存活。 
 
新加坡水务处理机构“公用事业局”（PUB）目前规定，饮用水的
酸碱值必须维持在介于pH 7 至pH 9之间。 

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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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饮用酸性水导致的慢性病 
 
略偏碱性的水，有助于中和酸性毒素，促进人体健康。 
 
包括： 
提高人体的免疫机能 
防止骨骼疏松等。 
 
然而，太偏碱性如pH值高达10至12的水，也不宜长期饮用，否则会
伤肾，易引致结石症。 
 

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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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手足口病（HFMD） 
手足口病是一种婴儿与幼童经常面对的急性病毒感
染。 
——纽约州卫生局最新考察报告，2011年10月 
 

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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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大肠杆菌感染 
  
大肠杆菌，一般简写为E. coli，医学上的正式学名是Escherichia 
coli。 
 
大肠杆菌是一种常见的细菌，一般藏在食物里，如牛肉、蔬菜等。 
这类细菌（以及许多其他类别细菌）在一般情况下，不会损害人体
健康。 
 

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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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大肠杆菌感染 
  
大肠杆菌通常寄生在人体的大小肠，协助人体分解并消化食物。 
 
然而，特定类型的大肠杆菌（一般称之为菌株），可穿透肠壁进入
血液。这种病症相当罕见，但一旦发生，却是一种严重的传染病。 
 
一个解决的方案是采取步骤，强调日常生活卫生，饮用健康安全水，
并且避免因接触带菌者受到大肠杆菌的传染。 

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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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大肠杆菌感染，可能出现以下症状： 
 

• 腹部痉挛，肚子疼痛 
• 呕吐 
• 腹泻，有时粪便带血 
 
2006年9月18日，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导来自美国华盛顿的新闻， 因
为吃了被大肠杆菌 (E .Coli) 污染的菠菜，共有120人发病，16人出
现肾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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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牛只经常受到细菌感染，牛肉里可能有大肠杆菌。 
  
耕种时以粪便充当肥料（这是农作物常用的施肥做法），或者灌溉农
作物的水受到大肠杆菌的污染，都会导致大肠杆菌的传染散播。 
  
大肠杆菌致病是会人传人的，不过严重的大肠杆菌感染一般和吃了受
大肠杆菌污染的食物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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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一些可能导致感染大肠杆菌的食物： 
 
 
• 以牛粪施肥，或以受病菌污染的水清洗的蔬菜。 
 
• 未经巴斯德消毒法（pasteurized）处理的食物。 
（巴斯德消毒法是利用加热杀死细菌的食物处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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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范从食物感染大肠杆菌： 
 
加热可杀死大肠杆菌，专家因此建议把肉类煮透（尤其是绞细的碎
肉），煮至肉类不再见粉红色，方可食用。选择饮用经巴斯德消毒法
处理过的饮料，也是防范细菌感染的做法。 
 
最后，有些专家也建议，食用蔬菜以前要用水加以清洗，最好再以好
水漂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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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烹煮肉类与蔬菜等食材， 
 
准备食材时确保砧板与台面干净，不受细菌与病毒污染， 
 
主要是成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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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孩童，生活中可注意以下三点： 
 
• 食用煮熟的食物。 
 
• 在如厕后和进食前，一定要洗手。 
 
• 不要饮用湖水、海水或池塘里的水。水要是受到人类排泄
物的污染，则怕会有大肠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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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006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导： 
•美国华盛顿市有120人因食用有大肠杆菌的菠菜受到感染。 
•其中，16名导致肾衰竭。 
 
24/9/2006 新加坡早报星期天 ‘天下’ 栏报导： 
•今日全世界有1/3的人在不同程度上缺乏生活用水。 
•有多达11亿人（世界人口的1/6）无法获得安全的饮用水。 
•全球每年有300多万人死于腹泻和痢疾，其中160万人（90% 是五
岁以下儿童）若能获得净水和卫生设施，就不会死于这类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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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饮用优质健康水 
 
检测显示，好水新隆盛™滤水系统的细菌滤除率几达100%，提
供我们可安心饮用的健康水。 
 
去除细菌与病毒污染的健康水，有利于人们，尤其是儿童抵
抗疾病，防止受大肠杆菌、手足口病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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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 
 
是解决问题的 
 

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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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佳福企业私人有限公司 

 
克尽自己的 
一份企业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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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佳福企业私人有限公司为四川赈灾义卖义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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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为新加坡红十字会给万佳福企业私人有限
公司的致谢函。 
万佳福企业私人有限公司举办义卖义演活动，
并捐出50台过滤净水系统给四川。义卖得到善
心大众的支持，产品普遍获得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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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红十字会进行河水测试 
 

万佳福企业私人有限公司通过新
加坡红十字会捐赠1320净水系统
给汶川地震灾区： 
中国四川省德阳市什邡市洛水镇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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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隆盛™终端净化水系统具备五大优势： 

一、滤除有害重金属砷、铅、汞和铜，避免损害人们尤其是儿童的神经系统。 
  
二、滤除氯气，防含氯之水加热后转为致癌性之三卤甲烷的吸收并防止癌症和肾脏疾病。 
  
三、100% 细菌滤除，有利于人们尤其是儿童抵抗疾病如口腔，四肢的疾病和腹泻等。 
  
四、具逆渗透系统之强细菌滤除，且并胜于逆渗透的过滤系统，保有人体最佳酸碱值7.2-7.8 
的基础 ，切合人体7.3 +/- 0.05微碱性血液与体液健康水平的要求，为人类提供强健的体质, 
并保有人体生长所必需的矿物质，预防疾病侵袭。 
  
五、节能节水以及低廉的过滤芯置换费；清洗管道的妥善安置也能延长滤芯的使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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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水新隆盛™终端净化水 
洁净安全 
 
好水新隆盛™１６８０ 终端净化水系统 
品质上乘，节约环保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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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的河水。水中的杂质，多到甚至可以点燃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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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过滤20公升水， 
长达25年不替换滤芯。” 
 
结果， 
滤芯从洁白变成乌黑。 
 
这样的滤水器， 
如此过滤的水， 
你敢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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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喝好水， 
 
我在等好水。 

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Page  72 

 
 
 
 
 
 
 

清晨喝水的好处 
 
•清晨喝至少16安士的常温水，可促进新陈代谢
24%，有助于瘦身。 
 

•加速人体制造新鲜血液和肌肉细胞。 
 

•空腹喝水，可清洗肠胃，更好吸收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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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了好水， 
 
阳光灿烂， 
 
双眼如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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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佳福企业二维码扫描
链接 

手机应用程序二维
码扫描链接 

万佳福企业私人有限公司 

参阅 
www.好水新隆盛新加坡 

http://www.wellnhapp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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