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錄     2018 年 3 月 

 
  

 

  

 

  

  

 

AIM USA 3923 E. Flamingo Ave. Nampa ID 83687 www.BarleyLife.com 中文服務部電話 1-800-955-4246 

 

 

營養有效的產品 +見證                    1    
炎症管理改善我的生活                   2 

缺乏鎂可以逆轉                 3  

艾美纖維健身粉                               3 

艾美 36 周年慶訊息+電話課程         4 

新包裝可可活綠蔬菜粉                        4  

 1 

      

    三月份是北美營養保健意識月。這 “意

識”是關於什麼與起源何處？在美國，膳食與

營養學院的焦點是“做出聰明食物選擇的重要

性，和養成良好飲食和身體活動的習慣”。

2018年加拿大營養師學會（The Dietitians 

of Canada）致力於 “釋放食物的潛力

(Unlock the Potential of Food)”。 

       在艾美公司，每個月都是營養保健月: 

艾美有營養有效的產品! 艾美參與“釋放食物

的潛力”，要回到 1982 年大麥草汁粉末的推

出。那時候，喝大麥草汁是最健康的飲料之

一，而且這 36 年來也一直沒有改變。活力

麥苗粉 (BarleyLife) 可提供身體良好的健

康，含有天然製造的維生素、礦物質、以及

植物化學物質、酵素、葉綠素與抗氧化劑等

容易被人體消化吸收的營養素。  
    多年來，艾美收到許多人從世界各地寄

來的見證，是關於活力麥苗粉幫助他們個

人，家人與朋友的健康。現隨著社交媒體的

出現，在全球舞台上發表你的意見變的更為

容易。艾美公司很高興分享最近在臉書上發

表的貼文。  
見證見證見證見證 1....  

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BarleyLife）在 25 年前幫助我

的健康，沒任何特別的事，但是到現在它一

直維持著我的健康，我沒有病痛，也沒有服

用任何的藥物。～Carmie Jones～ 

見證見證見證見證 2....  

多年來我沒有好好愛惜我的身體，我深信活

力麥苗粉在保護我，讓我從疾病中解脫出

來。 ～Claire Cherice Carradice～ 

      

 

              營養有效的產品營養有效的產品營養有效的產品營養有效的產品      

       Nutrition that Works! 

 

                         
 
 
 
 
 
 
 
 
 見證見證見證見證 4....  

我把服用活力麥苗粉視為理所當然的一件

事，因為我已經服用了許多年，當我心愛 

的老狗因為關節炎（Arthritis）無法走路， 

我開始給它服用活力麥苗粉，一周以後它 

可以走路，現在它甚至可以爬樓梯，而她 

之前總是需要被人抱起的。 

        ～Susan Roberts～ 

見證見證見證見證 5....  

我把活力麥苗粉這個健康的東西放入我的 

冰沙裡，它讓我的身體感覺很好。 

       ～Dianne Caruso Garrison～ 

見證見證見證見證 6....    

我服用活力麥苗粉已超過 30 年！我不能沒

有它們。甚至，連出門旅行都要帶著它們

一起去。～Lori Ferree Storm～ 

見證見證見證見證 3....  

我喜 愛所有的艾美產品。

它們是獨一無二的，我不

能沒有它們。艾美是綠色

大麥草汁的先驅。艾美活

力麥苗粉也為世界上許多

的人帶來了生命！  

 ～Joan van Rens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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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症炎症炎症炎症管理改善我的生活管理改善我的生活管理改善我的生活管理改善我的生活        
            Managing Inflammation 
                 Improved My Life 
 

  ～住德州聖安東尼奧市（San Antonio，

Texas）艾美專員珍庫什（Jan Kusch）～ 
 
 

      我和艾美的旅程始於 2012 年 2 月，當時

我被診斷患有慢性皮肌炎（chronic 

dermatomyositis），這是一種罕見的自體免

疫性疾病，可以攻擊肌肉和皮膚，導致肌肉

無力，在我的手，脖子，胸部，頭皮，臉部

和眼皮上的皮膚情況都變差。 
 

      甚至有陌生人會走到我的面前，問我是

否有皰疹（shingles）。我的手臂和腿部肌

肉嚴重疼痛，我幾乎無法忍受開車或使用電

腦鍵盤，再加上走路也成了一個挑戰。 
 

        我的醫生不斷的開給我更多的處方藥，

但似乎越來越糟糕。與此同時，我的母親正

處於阿爾茲海默氏症（Alzheimer’s）的末

期，我唯一的兒子他是一名陸軍中尉，正在

阿富汗（Afghanistan）北部的山區服務， 

我的健康保險業務由於奧巴馬醫療政策的考

量，而成為一項挑戰。 
 

      然後，發生了兩件事情，改變了我的生

活。我的一位好朋友籮西萊西特籮西萊西特籮西萊西特籮西萊西特（（（（Rosie 

Reichert））））她是艾美董事，她打電話邀請我

參加一個學習艾美產品的會議。我立即訂了

產品。同時醫生辦公室也聯絡我。因我要成

為她的新病人，一直被安排在等候的名單

中。這是經許多禱告同時獲得的解答。 
 

    我告訴我的新醫生我要開始服用艾美產

品，而且已在運輸中。她立即把我送去做 

物理治療，並改變我的飲食為無麩質（gluten-

free）和減少我的藥物。過去一年來我每週要注

射甲氨蝶呤（methotrexate），那是一種用於治

療某些類型的癌症，牛皮癬或類風濕關節炎

（rheumatoid  arthritis）的藥物-現已不需注射。
 

       我的疾病完全是有關要控制炎症。我每天

使用的艾美產品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BarleyLife)粉狀

與膠囊裝，有機亞麻籽油有機亞麻籽油有機亞麻籽油有機亞麻籽油（（（（AIMega）））），鎮靜放鎮靜放鎮靜放鎮靜放

鬆劑鬆劑鬆劑鬆劑（（（（Composure）））），紅甜菜粉紅甜菜粉紅甜菜粉紅甜菜粉（（（（Redi- 

Beets）））），耐力飲料耐力飲料耐力飲料耐力飲料（（（（Peak Endurance）））），抗抗抗抗

氧化劑氧化劑氧化劑氧化劑 2000（（（（Proancynol 2000））））和益菌食物益菌食物益菌食物益菌食物

（（（（FloraFood））））以及鎂寧膚噴劑鎂寧膚噴劑鎂寧膚噴劑鎂寧膚噴劑（（（（Mag-

nificence））））和和和和草本纖維素草本纖維素草本纖維素草本纖維素（（（（Herbal 

Fiberblend）））），這產品是根據我的需要。我把

這些產品歸功於提高了我的生活品質。而且在

2016 年秋季，我甚至可以和我的兒子一起去歐

洲旅行兩週，訪問英國，法國和愛爾蘭。 
 

 
 
                        

 

       我很感謝艾美公司的

支持與提供高品質的產

品。也很高興能分享我

的故事，而且更要鼓勵

你試試看艾美產品。 
 

註解：皮肌炎（dermatomyositis）是一種 

侵犯肌肉為主的自體免疫性疾病。除肌肉

外，還侵犯到皮膚，患者有皮膚紅疹及肌肉

無力的現象。  

    目前發病原因尚不清楚。只知道它們是

全身性結締組織疾病的一種，常造成病人四

肢近端肌肉無力或疼痛，甚至造成某些病人

肢體癱瘓，行動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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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鎂缺乏鎂缺乏鎂缺乏鎂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逆轉逆轉逆轉逆轉    

Reversing Magnesium Deficiency 
 

     鎂（Magnesium）是一種礦物質，它可在地

下大量取得，但因現在土壤貧瘠嚴重影響到農

作物，像我們所消耗含鎂豐富的全穀類食物，

扁豆和綠葉蔬菜等，其所含的鎂可能較少。 
 

       更重要的是，加工與包裝食品的普及，容

易造成鎂的流失，人們食用這些營養成份較少

的食品，這是關鍵因素。結果造成缺少必需的

膳食營養素，包括鎂這種礦物質。 
 

       根據美國農業部發布的數據，在 2005 - 

2006 年，對所有年齡層的 8437 人做了食品調

查，顯示有近一半的人鎂的攝入量不足。 
 

（這是根據 2018 年 1 月 10日 USDA 的網站 

    http://bit.ly/magnesiumStats）。 
 

       鎂是一種獨特的礦物質，鎂在人體中起著

很重要的作用，它的數量不足是人們負擔不起

的。骨骼，心臟，肌肉和神經功能的健康也需

要依賴鎂。事實上，人體 300 多種的酵素反應

也都需要依賴鎂，如果沒有鎂這種礦物質就不

能有效的反應。有一個極端的例子，生產細胞

能量的-ATP-在沒有鎂的情況下即停止生產。 
 

       缺鎂一些最顯著的症狀涉及肌肉痙攣，抽

搐，疼痛等。這是因為肌肉組織適當的收縮和

放鬆也需要鎂。 
 

鎂的鎂的鎂的鎂的解解解解答答答答 The Mag-nificence Answer 

      幸運的是，有簡單的解決方案可確保

攝入足夠的鎂。艾美鎂寧膚（Mag-

nifcence）產品線有外用的鎂可供選擇：

沐浴添加劑，乳液，噴劑，結合這三種鎂

的使用，可加速輸送鎂到細胞。 
 

     鎂寧膚可補充鎂的水平，並且提供所 

有常見的肌肉問題。富含鎂的鎂寧膚細胞

活化水（Magnesium CWR）加入熱水中 

浸泡可舒解疼痛，在皮膚有需要的部位擦

鎂寧膚保濕乳液與噴劑，可幫助舒緩肌肉

痙攣，抽搐或疼痛。 這些都是鎂缺少的解

決方案，選擇鎂寧膚產品可提供幫助。 
 

見證見證見證見證：：：：我喜歡艾美鎂寧膚乳液（Mag-

nifcence），它對我的肌肉酸痛有幫助。 

 ～密西根州弗里蒙特（Fremont, MI）艾 

美會員琳達狄金森（Linda Dickinson）～ 

 

                            艾美艾美艾美艾美纖維健身粉纖維健身粉纖維健身粉纖維健身粉水蜜桃口味水蜜桃口味水蜜桃口味水蜜桃口味    

               AIM fit’n fiber (peach)  
                                   

     2015年在內科醫學年鑑上發表的一項研究成 

果，建議“減輕體重的簡單方法，強調只要增 

加纖維攝取量，這對難以堅持更複雜飲食養生的 

人來說，可能是個合理的選擇。” 
 

     艾美水蜜桃纖維健身粉是每日可以服用的纖 

維。含草本植物來自洋車前子殼、燕麥、蘋果、 

金合歡(acacia)、亞麻籽與蒟蒻纖維的獨特配方， 

每份提供10克膳食纖維。纖維已經被證實對正常 

的排便，食慾的控制，膽固醇與體重的管理有效。 

服用方法服用方法服用方法服用方法 
 

將2湯匙(16克)的纖維健身粉與8盎司的水混合服 

 

用，一天一次。艾美建議也可以與

艾美優豆蛋白粉(ProPeas) 或艾美草

本纖維素(Herbal Fiberblend) 混合

服用。餐前服用效果最佳。 

 

 



 

                                                                           

                                                                                                                   
 

   中文電話課中文電話課中文電話課中文電話課程程程程（（（（Teleclass））））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暸解癌症的起因暸解癌症的起因暸解癌症的起因暸解癌症的起因（（（（Understanding Cancer））））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8 年 5 月 22日，星期二，山區時間上午 11 點 -12 點 

主講人主講人主講人主講人：：：：陳玉霞(Yu Shiaw Chen, Ph.D) 生化博士, 營養師，艾 

              美蕫事主席會員(健康飲食與快樂人生一書的作者) 
 

盡管國家花費大筆經費在癌症的研究，得癌的病例還是節節上

升。因此我們有必要去瞭解癌症。這電話課程將由癌症的起因 

講到如何利用艾美營養品來加強免疫系統，以達到預防及治療 

的效果。 
 

        有興趣聽課的人有興趣聽課的人有興趣聽課的人有興趣聽課的人請撥請撥請撥請撥中文專線報名中文專線報名中文專線報名中文專線報名﹕﹕﹕﹕1-800-955-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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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艾美年艾美年艾美年艾美36周年慶訊息周年慶訊息周年慶訊息周年慶訊息 

加拿大多倫多加拿大多倫多加拿大多倫多加拿大多倫多（（（（Toronto, Canada））））    
 

大會日期大會日期大會日期大會日期：：：：2018年年年年7月月月月12日至日至日至日至15日日日日 

大會地點大會地點大會地點大會地點：：：：加拿大多倫多皮爾遜國際機場假加拿大多倫多皮爾遜國際機場假加拿大多倫多皮爾遜國際機場假加拿大多倫多皮爾遜國際機場假

日酒店日酒店日酒店日酒店 ( Holiday Inn Toronto Pearson         

International Airport ) 

      首先恭賀所有贏獎的會員！無論您是否有

贏獎，我們都歡迎大家踴躍報名參加 2018

艾美年度盛會。報名從 3 月 1日起 5 月 25日

止，如在 3 月 31日之前報名者，購買整套大

會套裝可享有 10%打折優惠，打折後美金

$450.00/加幣$607.50。請保握優惠的機會。 
 

   多倫多為加拿大最大的城市，也是全球藝

術，文化和商業中心，有很多東西可以看可以 

 

玩。多倫多加拿大國家電視塔 (the 

CN Tower) 是地標，高 1814呎，可

以腑看整個城市美景，您也可以漫步

在約克維爾 (Yorkville) 街上，是多倫

多最獨特的餐飲與購物區，參觀皇家

安大略博物館(Royal Ontario 

Museum) 與尼加拉瀑布(Niagara 

Falls) 等風景名勝。 

 

 

                 艾美艾美艾美艾美可可可可可可可可活綠蔬菜粉活綠蔬菜粉活綠蔬菜粉活綠蔬菜粉 
   最近更改新包裝，產品的成份與價錢不變。艾美 

可可活綠蔬菜粉含6種蔬菜粉與3種美味的巧克力，

有機可可子粉有機可可子粉有機可可子粉有機可可子粉 (organic cacao powder)、、、、有機可有機可有機可有機可 

可粉可粉可粉可粉(organic cocoa powder) 與鹼性可可粉與鹼性可可粉與鹼性可可粉與鹼性可可粉

(alkalized cocoa)。。。。可可含豐富的抗氧化劑與類黄

酮，並且已被發現含有700種以上的重要天然化合

物。這些化合物支援骨骼健康，並有益心血管系

統，可可裡的類黄酮可預防心臟病，並且幾項研究

證實可可對血壓與膽固醇有正面的影響。並有提升

認知功能，改善情緒與抗憂鬱的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