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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營養素的世界 

有改變世界的能力 

以艾美大蒜精改善您的健康   

艾美紅甜菜粉戰勝旅遊疲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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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美 健康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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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物質常會讓人聯想是非天然或有害健康的

東西，接觸或服用它都會對健康產生負面的影

響。然而，有些化學物質對良好健康是必要

的。 

  如果您熟悉化學元素周期表，您或許可回想

到有些化學符號自然地出現在自然界中。艾美

會員或許可以認得保骨鈣裡(CalciAIM)鈣的符

號 Ca 和抗氧化劑 2000(Proancynol 2000)裡硒 

的符號 Se，這兩種化學元素是我們身體必要 

的礦物質。 

   這帶我們來到植物營養素的世界-提供健康 

好處的植物化學物質。 

   根據韋氏字典(Merriam-Webster)，植物營養

素(phytonutrient)一詞首次出現於 1994 年，可

能有點是要有別於植化素(phytochemical)負面

的涵義。 

   植物為了生存會產生天然的化學物質，有益

人體。大量的植物的營養素(plant nutrients)和 

植物營養素是飲食以植物為主的最大好處。 

 

植物營養素植物營養素植物營養素植物營養素的世界的世界的世界的世界    

營養素與植物營養素與植物營養素與植物營養素與植物營養素的比較營養素的比較營養素的比較營養素的比較    

Nutrients vs. Phytonutrients 
 

        營養素例如碳水化合物、脂肪、礦物質、

蛋白質與維生素，不論大量或少量，都被 

視為生命必要的營養素。 

  植物營養素包括類胡蘿蔔素 carotenoids、

類黃酮 flavonoids、異硫氰酸鹽類化合物

isothiocyanates 是有益健康，但不被視為必

要的營養素。艾美會員的看法可能不同。 

    以活力麥苗粉 BarleyLife 做例子，大麥 

苗的汁液粉末提供多種營養素，包括鈣、 

維生素 K 和蛋白質，以及數百種植物營養

素，而它們可能的好處大部分尚未被研究。

活力麥苗粉的 3 個主要植物營養素是強力 

的抗氧化劑：過氧化物歧化酵素 SOD、 

Lutonarin 及 Saponarin。 

   大部分的艾美會員將活力麥苗粉作為他 

們全食物營養必要的一部分，增加他們每 

日有益健康營養素與植物營養素的攝取量，

對他們的健康有很大的幫助。 

 

 



    
                                 

 

 

 

    

        

    

    

    

    

    

 

    
 
 
 
 
 
 
 
 
 
 
 
 
 
 
 
 
 
 
 
 
 

 

 

                                                                您有您有您有您有改變世界改變世界改變世界改變世界的能力嗎的能力嗎的能力嗎的能力嗎？？？？                                

                    Do You Have What it Takes?  Changing the World 
 有些人從小就有健康營養的優勢。

最近成為艾美會員的海倫•麥考伊 

(Helene McKoy，會員，伊利諾州

達里恩 Darien 市) 就是這樣的一個

例子，加入有能力改變世界的行

列。 

 「我在巴巴多斯(Barbados)長大， 

在那我們吃許多不同種類的水果、

一些蔬菜和自然養殖動物的肉，」

海倫述說著。「在我 2 歲時，我 

成為基督教複臨安息日會教友

(Adventist)，所以我改吃素。」 

 海倫成長的環境讓她直至今 

日都非常注重健康，主要 

以植物的營養為主，並且 

定期運動。海倫有教育 

碩士的學位，她用她教 

學的技能輔導學生，也 

幫助人為健康改變生活 

方式。當她與人分享營 

養知識和艾美產品時， 

海倫能夠提出她要傳達訊 

息的一個健康的例子。 

  

 

「當我跟人見面時，我不由自主地會觀察人，並且

傾聽他們的憂慮，」海倫解釋著說。「我常推薦改

變飲食習慣和服用艾美產品，特別是活力麥苗粉

(BarleyLife)與草本纖維素(Herbal Fiberblend)。我總

是會讓他們知道，我有服用這些產品，以及艾美產

品物超所值。」  

    海倫關心人的天性表露無遺的一個例子是，當她

一位學生的母親介紹她認識一個手脚腫脹的婦女。

「在我分享活力麥苗粉的好處之後，她購買一些。 

                  在幾個月之後，她可以旅行到 

                      她在加納(Ghana)的家鄉， 

                          參加慶祝活動，」海 

                             倫說。稍後，有 

                               人給我一個影 

                               片，我看到這 

                                 名婦女在非 

                                  洲與家人和 

                                  朋友跳舞。 

「                                我說，哇！ 

                                  她真的好多 

                                 了。」 

                                                        海倫想要幫助 

                               人的熱情在安 

                             德魯大學念書時 

                           就開始。她輔導青 

                        少年，幫助成立並執行 

                   暑期學習計劃。除了當 8 年

的輔導老師之外，海倫也幫助成立一個婦女團體，

協助 協助青少年的育兒計劃，作為年輕媽媽的模範。

「我也很熱心分享福音好消息，已發出了幾百本基

督教書籍，提供佈道與研讀聖經的連結網址，並且

為人禱告。就分享好消息與好健康而言，我覺得，

我有改變世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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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見證效果因人而異。 

 



 
 
 
 
 

 

 

     

    

 

    

    

    

    

    

    

 

    

    

    

    

    

 

    

    

    

    

    

    

    

    

    

 

    

    

    

 

    

    

以以以以艾美大蒜精艾美大蒜精艾美大蒜精艾美大蒜精改善您的健康改善您的健康改善您的健康改善您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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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蒜一直被公認為超級食物，因為它提供許多的健康好處-從對抗感冒到 

降低血脂水平。幾個研究已顯示，大蒜和大蒜補充品或許對維護心血管 

與免疫系統的健康有正面的影響。 

艾美大蒜精艾美大蒜精艾美大蒜精艾美大蒜精(GarlicAIM)提供 3 種的獨特組合：蒜頭乾粉萃取物、 

熊蒜葉，以及發酵黑蒜的蒜頭粉末，傳統療法是用來幫助 

增強心血管健康。 
 

每日 3顆素食膠囊的主要醫療成份： 

•蒜頭乾粉萃取物蒜頭乾粉萃取物蒜頭乾粉萃取物蒜頭乾粉萃取物 Garlic bulb dry extract (510毫克) 

 - 含有百分之一標準化的大蒜素 (allicin)；大蒜素 

以抗氧化與抗發炎的特性為人所知。 

•熊蒜葉熊蒜葉熊蒜葉熊蒜葉 Bear garlic leaf(492毫克)-這個阿爾卑斯山野生 

蒜葉含有大蒜素與它的相關形式-gamma-glutamyl peptides 與核苷 

(adenosine); gamma-glutamyl peptides或許有增加血管平滑肌膜尺 

寸的作用而擴大血管，幫助維持正常的血壓；核苷或許可幫助減少血液黏稠度。 

•發酵黑蒜的蒜頭粉末發酵黑蒜的蒜頭粉末發酵黑蒜的蒜頭粉末發酵黑蒜的蒜頭粉末 Garlic bulb powder from fermented black garlic(90毫克)-發酵過程改

變了大蒜的營養價值，讓大蒜含有較高的抗氧化水平和益生菌(probiotic)含量。 
 

主要好處主要好處主要好處主要好處(資料來源請參考加拿大的 Nurturing Health March-April 2021)：：：： 

•增強心臟和心血管健康增強心臟和心血管健康增強心臟和心血管健康增強心臟和心血管健康-近期評論與分析的證據顯示，大蒜有幾個增強免疫力的特性，有可

能可以多方面改善心血管健康。大蒜補充品安全性高，通常耐受性良好，因此或許為了心血

管健康可考慮服用本產品。 

•支援免疫力支援免疫力支援免疫力支援免疫力-傳統上，大蒜用來作為草藥，幫助緩解與上呼吸道感染和鼻塞有關的症狀。 

在一項研究中，有 146 個參與者被指定整個冬天為期 12周每天服用不是安慰劑就是大蒜補

充品(含 180毫克大蒜素)。與安慰組比較，大蒜組比較少人感冒，而且康復比較快。 

 •支援腸道健康支援腸道健康支援腸道健康支援腸道健康-大蒜可作為益生元(prebiotic)，益生元是腸道好菌的食物，而腸道健康與免

疫力有關。有一項研究對大蒜果聚糖(fructan，大蒜的主要成份之一)的益生元有效性做了評

估，發現這個成份選擇性地刺激人類糞便微生物群好菌比菲德氏菌(Bifidobacteria)的生長。 

  加拿大健康署  

 (Health Canada)    

 最近核准艾美大 

 蒜精為安全有效 

 的高品質產品， 

 使這個天然的健 

 康食品可在今年 

   3 月份在加拿大 

 銷售。 
 

 備註： 

 美國大蒜精(一瓶) 

 價錢：$22.00 

  代碼：6621E 

  點數：16 

  
 

•結合蒜頭萃取物 garlic bulb  

  extract 、熊蒜葉 bear garlic  

  leaf (美國：阿爾卑斯山野 

 生蒜葉 alpine wild garlic  

  leaf)和發酵黑蒜的蒜頭粉末 

•幫助維護心血管健康並降 

 低上升的血脂水平 

•幫助緩解與上呼吸道感染 

  (Upper respiratory infections) 

  有關的症狀 

•顯示抗氧化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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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Hobbiton，《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電影拍攝場景，作者為托爾金

J.R.R. Tolkien)。 

   然而，在這個地區的陡峭斜坡和53處火

山費力地爬上爬下，加上乘搭飛機產生的

疲倦和時差，除了筋疲力盡外，我的胸部

也有一種壓迫感。當我很吃力地走上一個

非常陡峭的斜坡時，有兩位當地的年輕人

向我伸出援手，這讓我感到自慚，我知道

是要採取行動的時候了。 

  回到溫哥華，在我的養生飲食習慣中，

加上艾美紅甜菜粉艾美紅甜菜粉艾美紅甜菜粉艾美紅甜菜粉(RediBeets)，也包括每

天早餐吃一碗燕麥粥、運動或快步行走和

艾美補充品。艾美紅甜菜粉是全營養食

品，濃縮甜菜根汁的粉末產品。甜菜根的

獨特健康好處或許來自一個叫甜菜鹼 

 

 

 

 

 胱氨酸與不良的心血管健康有關聯。甜菜也含

有豐富的天然硝酸鹽(nitrates)，經過一連串的

連鎖反應，身體會將硝酸鹽轉化成一氧化氮

(nitric oxide)，幫助血液運行。艾美紅甜菜粉

的其它主要好處與特色是強效的抗氧化劑例如

甜菜紅素(betacyanin)，可幫助避免自由基的形

成，促進身體快速完全的康復。 

   在2020年初，我去冰島和英國-我另一個平生

夢想的旅遊勝地。雖然離新西蘭或地球上的任

何地方幾乎一樣遠，我發現南半球探索體驗到

的喜悅和考驗大多與這次旅遊經驗相同。然

而，雪窖冰天，寒風刺骨，加上早期新冠狀病

毒大流行的影響，大大增加了挑戰不同地勢和

山丘的難度。儘管有這些挑戰，我感到身體更

好更強壯，沒有絲毫的胸痛，曾在新西蘭耗盡

體力的經驗反而提升了我的鬥志。雖然我逗留

英國和冰島時已年長了數個月，但我感覺身體

比遊覽新西蘭時更年輕數載。我將這個很棒的

結果歸功於我的每日養生中增加了紅甜菜粉。 
 

備註：見證效果因人而異。 

 

 

我喜歡旅行，很高興有機會在 2019 年的

秋天去新西蘭(New Zealand)旅遊。如果你

還沒去那裡，我想你會喜歡那裡的，當地

人很友善，風景令人驚嘆，而出人意料的

是當地的文化跟我們的很相似，但又很獨

特。從溫哥華到奧克蘭的 20 小時飛行時

間之後，我立即展開一個星期的行程-探

索新西蘭首都、兩個臨近島嶼，以及哈比 

(betaine)的強力植

物營養素。這個化

合物被公認為有抗

氧化和排毒的作

用，它也以降低高

半胱氨酸

(homocysteine)為人

所知；過高的高半 

 

紅甜菜粉戰勝紅甜菜粉戰勝紅甜菜粉戰勝紅甜菜粉戰勝旅旅旅旅遊遊遊遊疲勞疲勞疲勞疲勞    

    分享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