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名牌 圖片 產品編號 產品名稱 (中文) 產品簡介 零售價 優惠價 訂貨數量

1 衍生
HSHF01-

0441H-024

7包裝 衍生 去熱靈顆粒沖

劑

衍生去熱靈顆粒沖劑，嚴選蒲公英、

羅漢果、苦丁茶、桑葉、菊花等9款

藥食同源草本成分，有助清熱解毒去

除實火虛火，清肝明目。針對中醫稱

「熱氣」而導致痱滋、牙肉腫痛、口

臭、流鼻血、眼屎乾且硬等徵狀。獨

立包裝、即沖即飲，方便攜帶及貯

存。

$49.00 $39.20

2 衍生
HSHF01-

0442H-024

7包裝 衍生 去感靈顆粒沖

劑

要對付「作感冒」就要選擇不含藥性

的衍生去感靈，非常適合處於亞健康

狀態及沒時間做運動的繁忙上班族。

可隨時飲用的涼茶，增強免疫力預防

感冒。加入同類產品少有的青果，胖

大海，橘紅，百合，甘草等10款藥食

同源草本成分。獨立包裝、即沖即飲

，方便攜帶及貯存。

$49.00 $39.20

3 衍生
HSHF01-

0443H-024

7包裝 衍生 去濕靈顆粒沖

劑

都市人經常處於冷氣間及缺乏運動，

脾被「濕」困住就會有沉重的感覺，

容易感到疲倦及有水腫問題。衍生去

濕靈加入同類產品少有的五指毛桃、

薏苡仁，茯苓、赤小豆等10款藥食同

源草本成分，加強補氣去濕，尤其適

合氣虛、脾虛及濕重體質人士。獨立

包裝、即沖即飲，方便攜帶及貯存。

$49.00 $39.20

4 衍生
HSHF01-

0748H-012

20包裝 衍生 清冠靈顆粒沖

劑

特強清熱清肺草本組合，嚴選五指毛

桃、金銀花、菊花、桑葉等14款藥食

同源草本成分，有助強化呼吸道、益

氣平喘。針對喉嚨不適、氣不順、乏

力、多痰等症狀，幫你清肺活肺，能

緩解肺部於日常生活中受損帶來的不

適感或新冠康復後遺症的影響。獨立

包裝、即沖即飲，方便攜帶及貯存。

$105.00 $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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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衍生
HSHF01-

107H-036
20包裝 衍生 雙料開奶茶

BB健康成長，BB除飲用奶粉外，仍

需吸收其他營養以壯健身體。

雙料開奶茶顆粒沖劑，精選藥食同源

的山藥萃取物、麥芽萃取物、茯苓萃

取物、雞內金萃取物等成份。BB腸胃

好，媽咪少煩惱。

產品獨立包裝即沖即飲，方便攜帶及

儲存。

$105.00 $84.00

6 衍生
HSHF01-

0745H-012
20包裝 衍生 精裝七星茶

每當BB夜睡哭鬧易醒的時候，都會影

響家人睡眠質素，精裝七星茶顆粒沖

劑，精選藥食同源的薏苡仁萃取物、

赤小豆萃取物、麥芽萃取物、山楂萃

取物、淡竹葉萃取物、雞內金萃取

物、甘草萃取物等。BB好瞓啲，父母

安心啲。

產品獨立包裝即沖即飲，方便攜帶及

儲存。

$105.00 $84.00

7 衍生
HSHB01-

0003H-036

20包裝 衍生 至尊 開奶茶

顆粒沖劑

由太子參、北沙參、茯苓、山藥等成

份精製而成，用於脾氣虛弱、胃陰不

足所致的納呆厭食、口乾燥渴、大便

久瀉、面黃體弱、精神不振、盜汗。

健脾益氣，生津開胃。

產品獨立包裝即沖即飲，方便攜帶及

儲存。

$110.00 $88.00

8 衍生
HSHB01-

0004H-036

20包裝 衍生 至尊精裝七星

茶 顆粒沖劑*

由鈎藤、蟬蛻、山楂、稻芽等成份精

製而成，用於小兒積滯化熱，消化不

良，不思飲食，煩躁易驚，夜寐不安

，大便不暢等。

開胃消滯，清熱定驚。

產品獨立包裝即沖即飲，方便攜帶及

儲存。

$110.00 $88.00

9 衍生
HSHF01-

0601H-006

20包裝 衍生 金裝小兒 雙

料開奶茶顆粒沖劑

BB健康成長，BB除飲用奶粉外，仍

需吸收其他營養以壯健身體。

金裝小兒雙料開奶茶顆粒沖劑精選藥

食同源的益智仁、山藥、桔紅、雞內

金等成份，不加蔗糖，BB胃口好，父

母免煩惱。

產品獨立包裝即沖即飲，方便攜帶及

儲存。

$112.00 $89.60

10 衍生
HSHF01-

0602H-006

20包裝 衍生 金裝小兒 雙

料七星茶顆粒沖劑

每當BB夜睡哭鬧的時候，都會影響父

母睡眠質素。

金裝小兒雙料七星茶顆粒沖劑精選藥

食同源的益智仁、桑葉、桔紅、薏苡

仁等成份，不加蔗糖，BB瞓得好，體

能智慧高。

產品獨立包裝即沖即飲，方便攜帶及

儲存。

$112.00 $89.60

11 衍生
HSHF01-

0603H-006

20包裝 衍生 金裝小兒 清

熱靈顆粒沖劑

BB經常飲奶產生熱氣，熱氣積聚影響

BB吸收，產品精選藥食同源的山藥、

茯苓、麥芽、金銀花、桔紅、百合、

鮮白茅根、山楂、益智仁、玉竹，不

加蔗糖，BB熱氣清，活潑又精靈。

產品獨立包裝即沖即飲，方便攜帶及

儲存。

$108.00 $8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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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衍生
HSHF01-

0604H-006

20包裝 衍生 金裝小兒 鐵

鋅鈣顆粒沖劑

金裝小兒鐵鋅鈣顆粒沖劑，精選藥食

同源的白扁豆、百合、紅棗、甘油磷

酸鈣、葡萄糖酸亞鐵、葡萄糖酸鋅、

維生素D，不加蔗糖，BB骨骼強，茁

壯快長高。

產品獨立包裝即沖即飲，方便攜帶及

儲存。

$108.00 $86.40

13 衍生
HSHB01-

0013H-036
8瓶裝 衍生 精製猴棗散

由猴棗、全蠍、珍珠、體外培育牛

黃、天竺黃等成份精製而成，針對小

兒痰多咳喘，發熱不退，驚悸不眠等

症。

除痰定驚，祛風清熱。

$108.00 $86.40

14 衍生
HSHB01-

0015H-036
8瓶裝 衍生 精製保嬰丹

由琥珀、川貝母、黃連、體外培育牛

黃、天麻等成份精製而成，用於小兒

急熱驚風，四肢抽搐，痰涎壅盛，發

熱咳嗽。

化積，鎮驚熄風，清熱豁痰。

$108.00 $86.40

15 衍生
HSHB01-

0016H-036
8瓶裝 衍生 定驚七厘散

由天麻、鈎藤、蟬蛻、僵蠶等成份，

配合體外培育 牛黃及人工麝香而成，

用於小兒驚風， 痰涎壅盛，咳嗽氣喘

，食滯嘔吐，腹痛泄瀉。定驚清熱，

祛風除痰。

$108.00 $86.40

16 衍生
HSHF06-

0004H-036

50粒裝 衍生 積清靈花塔糖

(包裝)

積清靈花塔糖精選藥食同源的麥芽萃

取物、谷芽萃取物、烏梅萃取物、山

楂萃取物等成份。

肚仔乾淨晒，BB長得快，味道甘甜可

口。

產品獨立包裝，方便攜帶及儲存。

$108.00 $86.40

17 衍生
HSHF01-

0361H-012
8條裝 衍生小兒枇杷橘紅蜜

衍生小兒枇杷橘紅蜜精選橘紅、雪

梨、枇杷葉、魚腥草等天然草本精華

圾蜂蜜精心練製、生津解渴，潤肺順

氣，滋潤喉嚨，有助舒緩喉嚨乾癢及

不適。產品獨立包裝，可以隨身攜帶

，即開即飲，而且方便衛生。

$39.90 $31.90

18 衍生
HSHB01-

0008H-036

8包裝 衍生 至尊感冒止咳

顆粒沖劑

由連翹、黃芩、苦杏仁、桔梗、薄荷

腦等成份精製而成，用於外感風熱所

致的感冒，症見發熱惡風、頭痛鼻

塞、咽喉腫痛、咳嗽、周身不適。

清熱解表，化痰止咳。

產品獨立包裝即沖即飲，方便攜帶及

儲存。

$49.90 $39.90

19 衍生
HSHF03-

0002H-072
50ml 衍生 骨骼健活絡油

以薄荷腦、冬青油、桉油、薄荷素

油、松節油、樟腦等成份製成，用於

腰酸背痛、肩椎頸痛、肌肉疼痛、撞

傷碰瘀、手腳麻痹、抽筋疼痛、跌打

扭傷、蚊蟲咬傷、肩周膀傷、關節僵

硬。

$44.90 $3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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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千里馬
CSHF01-

0002H-000

30包裝 千里馬 解酒護肝膠

囊

採用日本科研升級配方，使用薑黃，

鳥氨酸，膳食纖維、維他命C及E等多

重有效成分，解酒同時護肝。薑黃素

具強力抗氧化作用，保護肝臟免受酒

精傷害及減輕宿醉的癥狀；鳥氨酸有

效於加強幫助酒精代謝，同時緩解壓

力並改善睡眠和減輕疲勞；膳食纖維

在腸壁上充當屏障，阻擋酒精被身體

吸收；維他命C及E則促進肝臟新陳代

謝以減輕肝臟的解毒負擔。此產品特

別適合需要應酬飲酒、容易出現酒後

不適或宿醉、熬夜晚睡、飲食習慣不

規律及關注肝臟健康人士。

$628.00 $3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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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 2023/02/07

訂購機構＊： 訂購日期＊：

訂購總額(HKD)：

聯絡人＊：

聯絡電話(1)＊： 聯絡電話(2)＊：

電郵地址＊： 傳真號碼：

收貨方式＊： □ 自取　　　　 □ 送貨 (請在適當空格填上✓號。)

送貨地址＊：

簽署確認＊：

＊必須填寫

備註：

1. 如欲購買本公司之產品，請先將填妥的訂購表格連同付款證明 (如適用)，電郵到: shop@hinsang.com.hk / davidcheuk@hshcl.com。

    待一切資料核實無誤後，貨品將於5-7個工作天送往指定地點。如有任何疑問，歡迎whatsapp 96233009查詢。

2. 付款方法如下:

a) 銀行轉賬

收款人： 衍生行有限公司  (Hin Sang Hong Company Limited)

銀行名稱： 香港匯豐銀行

戶口號碼： 004-588-336362-001

b) 轉數快 FPS

FPS ID： 61171280  (Hin Sang Hong Company Limited)

預設銀行： 香港匯豐銀行

c) PayMe

掃描QR CODE付款

d) 貨到付現金

3. 可要求送貨服務。送貨地點不包括離島。以下為不同訂購總額之送貨費用：

訂貨總額

 $499或以下

 $500或以上

4. 優惠有效期至2023年12月31日。

5. 衍生行有限公司有權更改、暫停或終止優惠，而無須另行通知。

6. 如有任何爭議，衍生行有限公司將保留一切最終決定權。

7. 如不欲收到訂購表格，請致電2798 9901與職員聯絡。    


送貨費用(HKD)

$100.0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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