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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蜂與活力麥苗粉蜜蜂與活力麥苗粉蜜蜂與活力麥苗粉蜜蜂與活力麥苗粉    

 

之後，她血液裡的鐵水平大幅地提升。 
 

    然後，我鼓起勇氣親自嘗試這個綠色的東

西。在 3 年前，我有嚴重的心臟病發作。在

服用這個綠色營養品的 3 個月之後，我感覺

很不錯而停用所有的處方藥物。 
 

  當艾美進駐澳洲時，我們不用被說服就馬

上加入。在 1995 年時，我們獲得舊金山的

旅遊獎，那是很棒的經驗。 
 

  我們最喜愛的產品是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

(BarleyLife)、紅甜菜粉紅甜菜粉紅甜菜粉紅甜菜粉(RediBeets)與紅蘿蔔紅蘿蔔紅蘿蔔紅蘿蔔

素素素素(Just Carrots)粉末。在 2016 年 10 月時，茱

蒂摔得很嚴重，折斷她的右上臂。我們後來

就增加保骨鈣保骨鈣保骨鈣保骨鈣(CalciAIM)到菜園三寶(Garden 

Trio，即活力麥苗粉、紅甜菜粉、紅蘿蔔素)

裡服用，她現在都没事。 
 

      

見證分享見證分享見證分享見證分享: 

Arnold & Judy Berkin, 

藍寶石董事藍寶石董事藍寶石董事藍寶石董事 

Star Sapphire Directors, 
澳洲維多利亞省澳洲維多利亞省澳洲維多利亞省澳洲維多利亞省 Edenhope 

 

    我們第一次聽說綠

色大麥粉是在 1987

年。那時，茱蒂常貧

血，她有服用補鐵藥

物，儘管它帶來副作

用。在每天服用這個

綠色粉末的 6 個星期 

我們是養蜂人，我們聽說，如果我們的

蜜蜂找花粉有困難，它們會攝取活力麥苗

粉。活力麥苗粉可以幫助蜜蜂增加它們身

體的粗蛋白(crude protein，又譯原態蛋白

質)，這真地讓我們驚嘆不已。 
 

    為了餵食蜜蜂活力麥苗粉，我們只是灑

大約 10 克的活力麥苗粉在幼蜂聚集的箱

底。我們一個月灑一次麥苗粉，而且它也

幫助蜜蜂清潔蜂巢。活力麥苗粉並沒有改

善蜂蜜的品質，但是它的確改善蜜蜂的健

康，所以它們能在濕度低的環境下製造更

多的蜂蜜。吃了活力麥苗粉的蜜蜂適應力

比較強，比較能够適應環境壓力。 
 

大部分的蜂蜜有益人體的健康。柑橘蜂

蜜對呼吸系統問題有幫助。所有的蜂蜜都

可以增加您一整天的體力。深色蜜幫助下

腸道疾病。舉例來說，在 1994 年時，有一

個客人來找我們，他被告知，他們需要動

大的腸道手術。自那時起，他們就一直服

用活力麥苗粉和龍眼蜜(Banksia honey)，而

且不需要動任何的手術。 
 

  歡迎所有的艾美會員拜訪我們。只要給

我們一通電話或電郵給我們，以確定我們

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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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鎂寧膚細胞活化水鎂寧膚細胞活化水鎂寧膚細胞活化水鎂寧膚細胞活化水    
Ruth Webster，加拿大魁北克省 Gatineau 市 
 

  某個星期六早上，在匆忙之下我的 

脚趾撞到東西，我的天啊痛死我了！我    

趕快冰敷它，但是我的脚趾頭一直腫起 

來，大約 3 個小時之後，我用膠 

帶把兩個脚趾頭粘起來，就趕著 

去上空手道課，因為沒有什麼大 

不了的事會打消我上課的念頭。  
  一位跟我一起上空手道的醫生 

問起我的傷，他甚至沒有看我的 

                      傷就認定我的脚趾 

                      頭斷了。他說，除 

            了把脚趾頭粘起來 

            之外別無它法，但 

            是他確定癒合的過  
                        程會很緩慢。 

 

 
 

  我的脚趾痛了一陣子。不到傍晚，我的脚趾

頭出現難看的淤青。 

    「如命中注定一樣，那天下午我與艾美董 

事瑞加．．．．葛哈德(Rica Gerhardt)參加一項不尋 

常的活動，她是許多年前向我介紹艾美的人。 

她看了我的脚趾頭之後，建議我直接將我的 

脚趾頭浸泡在艾美的鎂寧膚細胞活

化水(Mag-nificence CWR)中。我聽

從她的建議，早晚用細胞活化水泡

我的脚趾頭。不到星期一早上，我

注意到我的脚趾頭改善很多。上傍

晚的空手道課時，我將脚趾頭粘起

來讓我方便走路，但是我感覺沒有

絲毫的不適或疼痛感，即使跑步也

沒有問題。我興奮極了，我從未經

歷如此神奇快速的癒合。」 

抗氧化劑抗氧化劑抗氧化劑抗氧化劑 2000             Proancynol 2000  

讓我遠離擔憂的煩惱讓我遠離擔憂的煩惱讓我遠離擔憂的煩惱讓我遠離擔憂的煩惱   Keeps My Worries At Bay 
 

  我心想，等候 3 天看看艾美抗氧化劑 2000 

(Proancynol 2000)是否有效，結果它真的有效！ 

  從冬天降臨，我開始感到胸悶，那種沉重感一

天比一天強烈，似乎被石頭壓住胸膛。我不停做

深呼吸，希望能減輕那種沉重感。我感覺我的心

臟緊繃，而這通常是嚴重心臟病如心絞痛或心臟

病發作的徵兆。所以，我去做健康檢查。即使所

有的測試都顯示我非常健康，但是這個沉重感並

沒有消失，所以我還是很擔心我的健康狀況。 
 

  感謝艾美建議我試試抗氧化劑 2000。在第一天

服用了 4顆膠囊之後，胸悶漸漸消失了。在第二

天早上時，我服用 2顆，到了下午時我又感到有

點胸悶，因此我馬上服用另外 2顆。 

第三天時，我重覆同樣的做法，感覺 

棒極了。在半夜時，我鼻塞，所以我 

起來服用 2顆抗氧化劑 2000膠囊。 
 

  我會繼續服用抗氧化劑 2000，讓我 

保持健康和愉快的心情。 
 

~Joanne，艾美專員 Preferred Member 

 加拿大卑斯省溫哥華市 

見證見證見證見證：：：：我每天早上做的 

第一件事是服用艾美菜 

園三寶(Garden Trio)，它 

使我的體力充沛，可以 

讓我根據不同的季節享 

受做瑜珈、玩皮划艇、騎腳踏車、走

路，在健身房運動，旅行和健行的樂

趣。自去年 9 月份起，我開始增加游

泳一項，每個星期二早上在當地的游

泳池游泳。我喜愛游泳，但是我不喜

歡的一點是，我的肌肉會酸痛，尤其

是那些好多年沒有運動的肌肉。所

以，我都會攜帶艾美的鎂寧膚乳液鎂寧膚乳液鎂寧膚乳液鎂寧膚乳液

(Mag-nificence lotion)，將它塗抹在我酸

痛的肌肉上，我就感覺酸痛立即緩解

了。感謝艾美的救援，讓我活得健

康。在我沒有游泳的那幾天，在做完

我早晨的一個或幾個活動之後，我享

受全身浸泡在艾美鎂寧膚細胞活化水鎂寧膚細胞活化水鎂寧膚細胞活化水鎂寧膚細胞活化水 

(Mag-nificence CWR)的溫水浴，然後全

身塗滿鎂寧膚噴劑鎂寧膚噴劑鎂寧膚噴劑鎂寧膚噴劑(spray)與鎂寧膚鎂寧膚鎂寧膚鎂寧膚乳液乳液乳液乳液

來幫助我放鬆運動後的肌肉。感謝艾

美，營養品有效！ 

~Jan Baxter，加拿大安大略省滑鐵盧市 

 

 

加拿大產品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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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的第一個小孩早產出生之後，坦

亞發現自己便祕又體重過重，有憂鬱

症，同時很喜歡吃垃圾食物。她承認地

說：「我不知道我的荷爾蒙和身體出了

什麽問題。而且我對營養或它對嬰兒發

育的影響一無所知。」 
 

她第一個小孩的健康受到免疫系統虛

弱的影響。像坦亞一樣，她的小男孩有

嚴重的皮膚和食物方面的問題；每次他

長新牙時，他會生病。坦亞說：「我真

希望，有人早點告訴我活力麥苗粉

(BarleyLife)。 」她的健康狀況還是不

好，並且已經流產兩次了。  
在往後的幾年感覺她身體的每個系統

都失調之後，坦亞被診斷出罹患橋本氏

甲狀腺炎(Hashimoto’s disease)，它是一

種自體免疫性疾病，因為自己製造的抗

體會攻擊甲狀腺而造成慢性發炎，因而

導致甲狀腺細胞死亡並影響荷爾蒙的平 

 

衡。而血液測試顯示，她對牛奶、雞蛋、

雞肉特別過敏。    

  女人為她自己選擇的營養對

她與她的小孩的健康影響巨

大。坦亞坦亞坦亞坦亞．．．．范范范范．．．．德德德德爾爾爾爾．．．．韋斯特休韋斯特休韋斯特休韋斯特休

伊恩伊恩伊恩伊恩(Tanya van der Westhuizen) 

是南非的艾美董事。因為她有

兩次完全不同的懷孕經驗-服用

艾美有效的營養品之前和之

後，她知道那句話是正確的。 

 

   一些年之後，生活方式的調整，包括比較

好的飲食和艾美營養補充品，開始改變一切，

情況出現了轉機。坦亞說：「基本上，我是好

好地調養我的身體兩年後才準備懷孕。我服用

菜園三寶(Garden Trio)、有機亞麻籽油

(AIMega)、草本纖維素(Herbal Fiberblend)，並

且使用婦女平衡膏(Renewed Balance，僅限美

國與南非銷售)。」在 2016 年時，坦亞身體健

康而且懷孕了。 

  「營養-更多的蔬菜水果並避免會引起發炎

的食物-改變體質，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坦亞大聲地說。在生下足月的健康女娃之後，

坦亞沒有體重過重、脚裸酸痛、皮膚不好、積

水或產後憂鬱症等方面的問題，而她的新生兒

發育得非常好，他們稱呼她為大麥寶寶(Barley 

Baby)，她沒有任何健康方面的問題，而且睡

得香甜。「我堅定地相信，從活力麥苗粉獲得

的優質營養是主要的原因。」 

  「我們還是很高興地繼續服用艾美營養品，

並且獲得效果。」坦亞補充地說。「我們是艾

美營養品幫助改善您家人健康的證據。」 

一切都改變了一切都改變了一切都改變了一切都改變了    
 

見證見證見證見證    大麥寶寶大麥寶寶大麥寶寶大麥寶寶    

見證見證見證見證：：：：我一直服用草本纖維素(Herbal 

Fiberblend) 10 年了。我注意到，有服用跟缺

貨時没服用的不同。因為固定服用草本纖維

素，我注意到我沒有酵母菌感染的問題。我

很少得到流行性感冒或傷風感冒。雖然我被

診斷出罹患腸躁症(IBS)，但是我排便正常，

而且過去我有的放屁和脹氣問題都消失了。

~Jennifer O. 



 

 

 

 

 

 

 

 
 

秀娜秀娜秀娜秀娜．．．．強森強森強森強森(南非克魯格斯多普城鎮) 

晉升至藍寶石的感言 
 

在 2011 年時，我親愛的 3歲女兒蕾亞 

(Leia)，大家喜歡叫她露露貝兒(Lulubelle)， 

在半夜時哮吼(croup，見備註)嚴重發作，似 

乎差點在我懷裡呼出她的最後一口氣。她馬 

上被救護車送入急診室搶救，那是我人生中 

最驚恐的時刻，事後我們發現，蕾亞患有哮 

喘(asthmatic)。 
 

  這意味著，她注定要長期使用可體松 

(cortisone，類固醇的一種)，固定用腎上腺素 

搶救，並且要常到急診室報到。很巧合的是，

蕾亞第一次哮喘發作的時間，剛好是在我 5 

歲的女兒雀喜兒(Chelsea)要住院開刀切除惡 

性骨腫瘤並做肩胛骨移植手術的前一睌。正 

如俗話說的：「禍不單行。」 
 

  在 2014 年時，我十分地感恩，我的上線， 

艾美董事(AIM Director)米蘭達．．．．范．．．．登．．．．博 

世(Marinda van den Bosch)介紹我認識艾美綠 

寶石董事(Royal Emerald Director)瑪德琳．．．．漢 

姆(Madaleine Helm)，她在某個傍晚談到照顧 

她患哮喘兒子的辛苦。醫學界一直要我們相 

信，化學品是控制這些問題的唯一方法。但 

是，瑪德琳用營養品扭轉他的處境，而不是 

餵食她的孩子化學品。 
 

     我採納瑪德琳的方法，並且開始會幫助身 

體健康的習慣，這樣癌症和其它疾病就無法 

生存。 
 

  因此，我讓露露貝兒停用她所有的藥物， 

讓她開始服用艾美菜園三寶菜園三寶菜園三寶菜園三寶(Garden Trio)和 

益菌食物益菌食物益菌食物益菌食物(FloraFood)的最大份量。我一向對 

營養稍微有了解，而且熱衷吃全食物的觀念， 
 

   
 

    

 

 

 

 

 

 

 

 

 

 
 

我喜歡讓我女兒服用活力麥苗粉(BarleyLife) 

和其它我認為重要的艾美營養品的想法。我 

也心想，我會嘗試做艾美事業，這純粹是為 

了支付我們會服用的艾美營養品的費用。畢 

竟我是單親媽媽，已經做了幾份工作又為社 

區義務服務，讓我真的非常忙碌。 
 

  我的艾美事業發展地很順利，因為很多人 

來聽瑪德琳演講，聽聽她許多年的經驗談。 

大家了解到，這些產品真的有效，並且的確 

改變生命。在加入的 6 個月之內，我晉升到 

董事(Director)的頭銜，而且在幾個月之後， 

我的下線有 2 個人成為董事；一個是我的密 

友，仙黛爾．．．．貝斯特(Chantel Bester)，她在 

我的事業上給我最大的支持。最近我的第三 

個董事讓我晉升到藍寶石董事(Star Sapphire)。
 

     艾美的獎金補貼我收入的數額可觀。幫助 

我的下線發展他們的事業讓我獲得喜悅與滿 

足感。我由衷地感謝我超棒的上線不斷地支 

持我，也感謝我衝勁十足的下線將團隊精神 

發揮到新的境界。我是十分幸運的！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哮吼(croup)是一種上呼吸道感染(也就是感 

染發生在喉部以上)，大多數的原因是病毒 

感染造成的，哮(氣)喘(asthma)則是發生在下 

呼吸道的疾病(指喉部以下的疾病)，原因是 

體質的關係~小兒科陳俊仁醫師的部落格 

    

 

 

本簡報刊登的所有見證不代表每個人都會達到一樣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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