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純品屋 出品 價格以港幣定義 HK$

價格 訂購量 價格 訂購量 價格 訂購量

504 健脾祛水腫湯 $25.0 $41.0 $65.0

505 壯腰補腎湯 $27.0 $45.0 $71.0

506 清燥滋潤湯 $27.0  $47.0 $74.0

507 土茯苓祛濕毒湯 $20.0 $33.0 $52.0

508 天麻祛頭風湯 $36.0 $64.0 $105.0

509 參朮補氣血湯 $30.0 $53.0 $84.0

510 雪梨乾麥冬湯 $25.0 $43.0 $68.0

511 當歸補血湯 $24.0 $40.0 只限熟客 無
512 八珍湯 $36.0 $64.0 只限熟客 無
513 北芪補氣湯 $28.0 $48.0 $76.0

514 靈芝護肝湯 $28.0 $49.0 $78.0

515 川貝母化痰止咳湯 $71.0 $133.0 $226.0

516 首烏黑髮湯 $23.0 $38.0 $62.0

517 人參益元氣湯 $38.0 $68.0 $113.0

518 蟲草花滋陰湯 $29.0 $50.0 $81.0

520 草果清補涼湯 $26.0 $43.0 $69.0

521 核桃仁補腦湯 $24.0 $40.0 $63.0

522 五指毛桃養氣湯 $29.0 $50.0 $82.0

523 四物湯 $25.0 $44.0 只限熟客 無
525 花旗參下火安神湯 $41.0 $73.0 $123.0

526 五指毛桃行氣袪濕湯 $26.0 $44.0 $70.0

527 烏賊骨和胃收澀湯 $36.0 $65.0 $106.0

528 龜甲祛熱毒湯 $57.0 $105.0 $178.0

529 荷葉消脂健美湯 $22.0 $37.0 $57.0

531 田七祛瘀補氣湯 $31.0 $54.0 $87.0
532 龍脷葉止咳平喘湯 $28.0 $48.0 $77.0

533 首烏黑豆亮麗湯 $28.0 $48.0 $77.0

534 肉蓯蓉通便湯 $42.0 $77.0 $127.0

535 甘麥養心寧神湯 $23.0 $39.0 $61.0

536 四君子和胃湯 $29.0 $50.0 $80.0

537 龜鹿二仙湯 $118.0 無 無
539 四時安逸湯 $26.0 $44.0 $69.0

540 太子參強肺湯 $31.0 $54.0 $86.0

541 牛大力強筋袪濕湯 $23.0 $37.0 $62.0

542 五指毛桃潤肺止咳湯 $26.0 $44.0 $70.0

藥膳湯包

www.hpph.com.hk/node/100/

 藥膳湯包是要動手煲湯的，而方便焗茶包是要動手焗茶的。
無論何時準備都是最新鮮，按個人喜好調節出最適合的口味。 

價格有效期至 2023-5-31 (以辦公時間入單及付款為準)

可將價格單 whatsapp 66110601 或 傳真 31248038 

保健湯水產品 
(藥膳湯包+方便焗茶包)

美味
指數

【獨食量】 【孖寶量】 【家庭量】
1 - 2 人 (兩碗湯水) 2 - 3 人 (四碗湯水) 4 - 5 人 (七碗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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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玉屏風養鼻湯 $29.0 $50.0 $80.0

544 行氣通乳湯(桃) $26.0 $44.0 $69.0

545 補氣通乳湯(芪) $24.0 $40.0 $63.0

546 葛根清心火湯 $25.0 $42.0 $66.0

547 十全大補湯 $47.0 $85.0 $142.0

548 黃精熟地滋陰湯 $31.0 $54.0 $87.0

549 消腳腫袪濕湯 $28.0 $47.0 $76.0

550 紅參滋補湯 $65.0 $123.0 $208.0

551 孕初安胎保全湯 $28.0 $44.0 $60.0

購買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送貨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保健湯水㇐覽表 www.hpph.com.hk/node/100/

純味普洱茶葉㇐覽表 www.hpph.com.hk/Puer-Tea/

飲用量的温馨提示：保健者要飲足兩碗湯水才夠保建效
力。
【獨食量】全個藥膳湯包的份量，即 全飲兩碗；或
【孖寶量】的㇐半，即 四碗之中飲兩碗；或
【家庭量】的三份之㇐，即 七碗之中飲兩碗。

飲足兩碗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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