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蔘藥膳系列 蔘香完美融合食材 藥膳食補系列 與食材燉煮韻味 快速 20 分鐘煮 (附說明書) 

 

人蔘紅棗湯☆☆☆☆☆ 350  

 

金線蓮雞☆☆☆☆☆   160  

 

燉紅蟹(做月子用) 

甘杞黃耆藥膳湯 

大 350  

人蔘當歸杜仲藥膳包 350  
當歸黃耆甘杞湯魚   130  小 250  

梅子雞+梅子
☆☆☆☆   120  燉雞(排骨)(做月子用) 

當歸杜仲藥膳湯 

大 350  

人蔘谷精甘杞藥膳包 350  
HOT肉骨茶☆☆☆☆☆   120   小 250  

胡椒雞☆☆☆☆☆ 100  HOT十全燉煮包 

(熱銷第 2 名)
☆☆☆☆☆

 

大 250  

洋蔘杏仁茶 (提升活力) 300  HOT四物雞燉煮包 
 
(熱銷第 1 名)

☆☆☆☆☆ 

大 100  小 150  

HOT四神人蔘湯☆☆☆☆☆ 150  小 60  蟲草十全燉煮包 250  

HOT人蔘雞☆☆☆☆☆ 

(熱銷第 5 名) 清香回甘滋味 

大 200  HOT薑母鴨 

(春秋冬熱門款)
☆☆☆☆☆ 

大 100  四神巴蔘湯☆☆☆☆☆ 150  

小 150  小 60  四神當歸湯☆☆☆☆☆ 150  

人蔘四物雞燉煮包 
大 200  燒酒雞、蝦 

(春秋冬熱門款)
☆☆☆☆☆☆ 

大 100  
 

HOT四神湯 

(熱銷第 4 名)
☆☆☆☆☆ 

大 100  

小 150  小 60  小 60  

人蔘燒酒雞/薑母鴨 150  蟲草四物雞燉煮包   150  

 

天門冬藥膳湯☆☆☆ 120  

人蔘當歸羊肉湯 150  當歸鴨(羊肉)湯    

(熱銷第 6 名)
☆☆☆☆☆ 

大 100  紅燒牛肉湯☆☆☆☆ 80  

人蔘天門冬湯 200  小 60  滷包(百年益生堂獨家)   39  

人蔘八珍雞燉煮包 200  
 

HOT藥膳排骨湯 

(熱銷第 3 名)
☆☆☆☆☆ 

大 100  
 

香菇藥膳系列 菇香濃甘~ HOT! 

 

HOT香菇粉光蔘湯 350  
“ True happiness is found in simple , 

seemingly unremarkable things. ” 

香菇人蔘 or洋蔘湯 350  
漢方飲品 親手煮燉點心品味 快速 20 分鐘煮 (附說明書) 

 

雪蛤紅棗甘杞湯 300 
☆☆☆ 

 

HOT蔘鬚麥門冬茶 180  

HOT香菇十全燉煮包 
350  

百合雪蛤湯☆☆☆☆☆ 300  棗仁遠志茶☆☆☆ 150  

雪蛤珠貝湯☆☆☆ 300  HOT決明子甘杞茶 100  

益生堂隨身包(含老陳皮) 100 入 50 入 HOT洋蔘麥門冬茶 180  HOT酸梅湯☆☆☆☆ 100  

H

O

T 

益生堂仙楂粒 100 入隨身包 2080  HOT人蔘黃耆茶 180  HOT八寶茶 100  

益生堂仙楂粒 50 入隨身包 1090  人蔘龍眼茶 150  羅漢果薄荷茶☆☆☆☆  90  

化核梅隨身包 100入隨身包 2490  
 

八寶人蔘茶☆☆☆ 150  1882 Ystang Herb 

化核梅隨身包 50 入隨身包 1330  HOT白木耳蓮子湯 150  100 % Professional Pharm 

Gen5“Pharmacist 

® 註冊商標版權所有 

益生堂。凡吉力官方網站 

益生堂。凡吉力官方 PChome 商店街 

www.Ystang.com.tw 

www.facebook.com.tw/Funjili 

www.ihergo.com/store/Ystangfunjili 

 

羅漢果隨身包 100入隨身包 2260  益生堂藥膳香腸 古早味 600g 

羅漢果隨身包 50 入隨身包 1190  
 

益生堂藥膳香腸 

(微鹹)豬肉產地:臺灣 
270元 

一斤裝 

☆☆☆☆☆
 

 

N

E

W 

八仙果隨身包 30 入隨身包  900  

八仙果隨身包 10 入隨身包  349  
 

益生堂藥膳香腸 

(微甜)豬肉產地:臺灣 
 

洋蔘養氣果 頂級隨身瓶 

高級洋蔘+精緻梅精 
☆☆☆☆☆☆

 
499 

 

 本堂訂購服務電話: 06-2209336 

百年益生堂．究極漢方拌麵 (湯) (乾) 9 分鐘快速煮食 HOT 

究極湯麵(湯)原味 or微辣 3入 269  究極湯麵(湯)原味 or 微辣 1入 95  

究極拌麵(乾)原味 3 入
☆☆☆☆ 149  究極拌麵(乾)微辣 3 入

☆☆☆☆☆ 159  

究極拌麵(乾)原味 1 入
☆☆☆☆ 55  究極拌麵(乾)微辣 1 入

☆☆☆☆☆
 59  

百年益生堂創立 1882 年臺灣 140 年歷史，百年傳承經驗流傳至今… 

第四代專業藥師四十年漢方藥材豐富經驗，第五代藥師秉持品質優良 

益生堂中藥局百年傳承，延續醫藥知識智慧，漢方品嘗融入您的生活… 

益生堂藥局。凡吉力陽光樂園  
地址: 台南市安平區安平路 646 號 

官網:  www.Ystang.com.tw 

E-mail: Ystangfunjili@gmail.com 

益生堂。凡吉力 in Facebook LINE@ 

 

♡ 配送方式：滿 990 元常溫免運費．黑貓宅急便．貨到付款．ATM 轉帳．超商取貨．歡迎加入官網新會員，免費送會員禮乙份 ♡  

http://www.ystang.com.tw/
http://www.facebook.com.tw/Funjili
http://www.ystang.com.tw/


益生堂。凡吉力漢方水果蜜餞  

益生堂。凡吉力漢方梅李系列 益生堂。凡吉力水果蜜餞系列 漢方草莓黑棗.金棗.芭樂.橄欖 

 究極回甘化核梅 HOT! 

【大包裝 3 倍量】
☆☆☆☆☆☆

 

   漢方芒果干(大包裝) 160  

 

漢方草莓(大包裝)
☆☆☆☆   

漢方芒果干☆☆☆☆☆
 80  粉光蔘蜜黑棗(美國進口)  

究極回甘化核梅☆☆☆☆☆ 59  愛文芒果  (大包裝) 160  漢方黑棗(美國進口)
☆☆☆☆☆  

薄荷化核梅☆☆☆ 59  愛文芒果☆☆☆☆☆ 80  漢方/薄荷金棗果  

漢方熟成望梅+湯汁 249  原味青芒果(大包裝) 160  漢方番茄(臺灣珍貴)
☆☆☆☆  

究極抹茶化核梅(京都抹茶)  原味青芒果☆☆☆☆☆ 80  漢方柚子皮(臺灣珍貴)  

漢方酸甘梅(含籽酸梅)
☆☆  黑糖青芒果  漢方芭樂/紅心芭樂  

甘梅肉(去籽梅肉)
☆☆☆☆☆  鳳梨干☆☆☆☆  漢方甘草粉(配水果)

☆☆  

冰心梅(去籽梅肉+薄荷)
☆☆☆  黑糖鳳梨干☆☆☆☆  漢方梅子粉(獨家配方)

☆☆  

紫蘇梅(紫蘇葉製)/枸杞梅  熱紅酒漢方香料包☆☆☆ 149  究極化核橄欖 HOT!  

陳皮仙李☆☆☆☆  獨家漢方水果系列 HOT 漢方飲品【瓶裝 350ml】 

漢方梅子粉(獨家配方)
☆☆☆☆   漢方小蘋果 (大包裝) 160  漢方望梅茶【瓶裝】原價 58 元   

漢方化應李(可夾番茄)
☆☆☆☆ 59  漢方小蘋果(臺灣珍貴)

☆☆☆☆☆ 80  漢方仙楂洛神花茶☆☆☆☆☆  

NEW 最新新品呈獻 漢方小蜜桃 (大包裝) 160  漢方望梅茶 12 入/箱 每瓶 41.5  

499 

 

 漢方枇杷軟喉糖☆☆☆☆☆
 99  漢方小蜜桃(臺灣珍貴)

☆☆☆☆☆ 80  仙楂洛神茶 12 入/箱 每瓶 41.5  

益生堂漢方沖泡茶飲~ 熱門獨家 漢方糖酥檸檬(大包裝) 160  綜合洛神花+望梅茶 12 入/箱  

 溫暖幸福☆☆☆☆☆ 
10 入 

(溫和提升) 粉光蔘茶 
 349  

漢方糖酥檸檬(臺灣珍貴) 80  漢方飲品熱門即飲【170ml 鋁箔包】 

漢方小橘子(臺灣珍貴)
☆☆☆☆☆ 80  珍珠美潤茶(頂級珍珠粉女性喜愛) 

80 

 

 【熱門第一名沖泡提升】 

活力滿點 HOT 10 入 

(熱門破千)高級黃耆茶 

 

 249 

  漢方小柳丁☆☆☆☆  漢方洋蔘茶(提升元氣)
☆☆☆☆☆

  

漢方哈密瓜(臺灣珍貴)
☆☆☆☆   漢方黃耆茶(活力滿點)

☆☆☆☆☆  

漢方蔓越莓(加拿大進口)
☆☆☆  漢方美潤茶(女性必備)

☆☆☆☆ 

59 

 

 祖傳漢方☆☆☆☆   
10 入

 

(百年古法) 炒黑豆茶 
 199 

  漢方大葡萄(智利進口)
☆☆☆☆  漢方紅棗茶(溫和補充)

☆☆☆☆  

漢方蜜糖無花果(智利進口)  漢方枸杞茶(明亮溫和)
☆☆☆☆☆

  

 美夏清晰☆☆☆☆   
10 入 

(熱門除濕) 炒薏仁茶 
199 

  鹹葡萄☆☆☆ 50  漢方桑椹茶(季節限定)
☆☆☆☆

  

益生堂古早味獨家系列☆☆☆☆☆☆
 

漢方菊花茶(清涼舒服)
☆☆☆☆☆  

 漢方滋潤 HOT   
10 入 

(潤喉舒服必備)羅漢果茶 

 

 

 滿 10 份漢方飲品送 1 份漢方飲品 59 or 49 元      贈送 3 包漢方飲品 (任選贈送可混搭) 

 究極羅漢小圓球 

(原:小方塊)熱門獨家 
大 190 

 益生堂經典禮盒☆☆☆☆☆
 

 福氣禮盒(熱門 80 元 5 入) 450  

益生堂仙楂粒 

熱門破百包升級
☆☆☆☆☆☆ 

大 100  招牌禮盒(熱門招牌 6 入) 350  

小 50  茶萃茶包禮盒(18 入隨身) 599 HOT 

薄荷宋陳丸 

仙楂粒系列清涼
☆☆☆☆☆  

大 100  甘萃茶包禮盒(18 入隨身) 499 HOT 

小 50  甘醇禮盒(18 入隨身包)  349 HOT 

姓名    回甘禮盒(18 入隨身包) 349  

地址  不鏽鋼隨身瓶送仙楂粒(大) 349  

電話(手機)  E-mail   

160 

百年古早味獨家漢方回甘製作 ♡漢方水果蜜餞 80 元 ”Love is life in its fullness” 

180 

540g 

♡ 配送方式：滿 990 元常溫免運費．黑貓宅急便．貨到付款．ATM 轉帳．超商取貨．歡迎加入官網新會員，免費送會員禮乙份 ♡  

 

49 

益生堂。凡吉力 2023.04 更新版 

199 

益生堂藥局。凡吉力陽光樂園 
電話訂購: 06-2209336 

傳真訂購: 06-2246658 

地址: 台南市安平區安平路 646 號 

官網: www.Ystang.com.tw 

E-mail: Ystangfunjili@gmail.com 

 益生堂。凡吉力 in Facebook  LINE@     

 

 

  

☆熱門商品 

品  

http://www.ystang.com.tw/
mailto:Ystangfunjili@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