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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艾美故事我的艾美故事我的艾美故事我的艾美故事    

          My AIM’S Story    
      ～～～～住加州爾灣艾美董事主席 

      Liu, Newman and Rebe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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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腸胃消化系統很不好，別 

人是受便秘之苦，我是一天五、 

六次，甚至半夜一、二次，也 

是惱人！最近我好好用艾美艾美艾美艾美益菌益菌益菌益菌 

食物食物食物食物（（（（FloraFood））））幾天以後，    

哇！完全正常了！大概二次，而 

且像香蕉一樣長條狀！ 
 

艾美鎮靜放鬆劑艾美鎮靜放鬆劑艾美鎮靜放鬆劑艾美鎮靜放鬆劑（（（（Composure）））） 

也是我的寶，每晚睡前 2 顆，讓我睡眠品質

提昇 - 深眠，第二天起床精神很好！ 
 

 

         從 1988 年加入艾美公司 

，讓我們受益良多！不只財物 

上的好處，更重要的是我們從 

艾美學習很多養生觀念“身體 

是最好的醫生，食物是最好的 

醫藥”！耶！艾美公司萬歲！ 

 

       去年四月, 我得了蕁麻疹(Hives)，全身

有些地方大面積起疹子，很像被蚊子咬了突

出一大塊，又紅又癢，尤其在褲腰之處最

多，半夜醒就有多處疹子，而且幾乎每晚都

有, 很惱人！去藥房問要怎麽辦，藥劑師給我

抗組織胺的藥(Antihistamine)，就是抗過敏

的藥，我只用了一次就不想再用了，因為西

藥不會根治。 
 
 

     後來我突然想到鎂寧膚乳鎂寧膚乳鎂寧膚乳鎂寧膚乳    

液液液液（（（（Mag-nificence Mag- 

nesium Body Lotion) 塗在 

患處，大約十分鐘，紅腫消 

退，癢也止住了！我這樣堅 

持了幾個月，終於戰勝了它 

，每晚不再有夜間的襲擊！ 

另外一大好處，我竟然可以 

好眠，鎂是可以助眠的，太 

好了，一舉兩得！ 

 
 

 
   Newman 與與與與 Rebecca 的全家福的全家福的全家福的全家福 

 

 

          艾美鎮靜放鬆劑艾美鎮靜放鬆劑艾美鎮靜放鬆劑艾美鎮靜放鬆劑（（（（Composure）））） 
 

     配方含有 4 種草本萃取物（苜蓿、蜀葵根、

燕麥桿、西蕃蓮）和 4 種全草本植物（角叉

菜、馬尾草、榆樹皮、絲蘭）研磨成粉末而製

成，這些草本植物可幫助提供身心放鬆好處。

使用方法﹕一天 2 粒，可視需要增減。 

註：這是美國配方，加拿大配方有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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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2007 年 11 月以來，我與丈夫克拉

倫斯(Clarence)還有我們的兒子一直在服用

艾美產品。當時，因我身體的酸鹼值(pH)

非常低，這意味著在非常酸性的環境裡，

很可能會發生疾病。我的整脊治療師建議

我服用艾美活力麥苗粉(AIM BarleyLife)。

我照著做，很快的，我的酸鹼值水平就反

轉過來了，所以我繼續從我的整脊師那購

買活力麥苗粉。 
 

        當我的母親注意到我櫥櫃裡有活力麥

苗粉時，她告訴我可以註冊成為艾美會

員，以會員價購買產品，可節省百分之三

十。我很高興能這麼做，也很興奮地發現

其它所有的艾美產品，以及艾美商機。還

有做成菜園三寶菜園三寶菜園三寶菜園三寶(AIM Garden Trio) 的紅紅紅紅

蘿蔔素蘿蔔素蘿蔔素蘿蔔素(Just Carrots )和紅甜菜粉和紅甜菜粉和紅甜菜粉和紅甜菜粉

(RediBeets)，可提供更濃縮的營養素。 
 

        我們擁有並經營自己的乳製品生意，

經常需要長時間工作 ，並且我做為妻

子，家庭主婦，與六個兒子的母親，同時

要到穀倉裡幫忙，尤其是有些特定的工作

完成之後，不用說，我非常感激來自活力

麥苗粉與菜園三寶，提供的額外能量。 
 

      我們有三個年齡較 

大的兒子，他們在參 

加曲棍球比賽前，從 

不會錯過把菜園三寶 

與耐力飲料( Peak  

Endurance) 混合著一 

起飲用。他們很感謝 

艾美產品幫助他們增強能量，讓他們球打

的好，而且打完之後也不覺得累。 
 

    艾美提供給我許多的機會，包括電話

課程，網絡研討會與會議等，也讓我學習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享用艾美產品已有享用艾美產品已有享用艾美產品已有享用艾美產品已有 10 年年年年! 

We Have Been Enjoying the AIM Products for 10 Years! 
                     ～住加拿大安大略省埃爾邁拉（Elmira, ON） 

                         艾美董事蘿倫馬丁(Laurene Martin)分享～ 

更多有關於健康問題及艾美產品。我很高興有

機會與朋友和家人分享這些產品，看到他們健

康改善。我們的艾美收入也幫助支付我們自己

的產品。  
    在某些時候，像這種很棒的商業機會，在

時機正確時是可以做的。我們堅信艾美產品，

現在我們更健康，快樂與心存感激。 

 

 

 

                    Laurene Martin 的全家福的全家福的全家福的全家福    

    艾美耐力飲料艾美耐力飲料艾美耐力飲料艾美耐力飲料(Peak Endurance)    

     艾美耐力飲料艾美耐力飲料艾美耐力飲料艾美耐力飲料含有三磷酸腺甘(Adenosine 

triphosphate，ATP) -身體的能量貨幣 - 是身

體每個細胞發揮功能的主要能量來源。提供

市面上唯一口服 ATP，Peak ATP®的產品，

臨床證明它能提高身體內的 ATP 水平。艾美

耐力飲料是一種補充電解質，天然藍莓巴西

莓口味的能量飲料，結合 ATP、電解質、維

生素 C、磷和維生素 B群，並且一份只含 1

克的糖份。 

服用方法服用方法服用方法服用方法：：：：艾美耐力飲料每一勺或一份含

125毫克的5-腺甘三磷酸二鈉 (adenosine 5-

triphosphate disodium)或PEAK ATP。建議

成人一天服用2次，空腹服用，以補充因年

齡、壓力和運動失去的ATP。8歲 (60磅)到

16歲的小孩，一天一次。8歲以下的兒童不

建議服用。 



                                                                                    

 

                                                                              

 

                                                               

                                                              

 

 

 

 

 

                                                                             

 

                                                                                    

 

                                                                               

                                                        

                                                                             

                                                                                      

 

 

 

                                                                                                                      

 

                                                                                                                                                              

                                                                                                                                                         

 

                                                                                                                                                                       

  

 

 

 

                                                                  

 

 

 

 

 

 

 

            
 
 
 
 
 
 
 
 
 
 
 
 
 
 
 
 
 
 
 
 
 
 
 
 
 
 
 

   
     
      幾年前有一天早上，我帶著我的狗去散

步。剛開始一切都很好，但突然一個階梯出了

差錯，我扭傷了腳踝（ankle）。但我仍繼續

走路，好像沒發生任何事一樣。 
 

                                           我每日的行程安排很忙碌，一早開始，我

必需到我的教會做一些電腦方面的工作。那天

當我要離開時，秘書對我說：“贾桂琳

(Jacquelyn)，妳剛剛進來的時候走路並沒有一

瘸一拐的哦。” 
 

                                     我的腳踝開始感到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沒

有完成我一天的任務，而決定回家。當我回到

家時，疼痛很糟糕，我真的不得不爬進我的房

子。進到家裡，我抬起我的腿，並嘗試做淋巴

按摩，但沒有太大的幫助。我很痛苦，所以打

電話給我的丈夫，請他回來幫助我。 
 

                                  我們用熱水與冷水浸泡我的腳。突然我想起

來我的櫃子裡有艾美細胞活化水（AIM Cell 

Wellness Restorer，簡稱 CWR）（現在取而代

之是改良配方鎂寧膚細胞活化水 Mag-nificence 

CWR）。我對細胞活化水暸解不多，但曾經參

加艾美大會，而且我還記得曾聽到有關於它的

好處，那為什麼不試試看呢？ 

 

3 

     喜喜喜喜愛愛愛愛與與與與艾美艾美艾美艾美細胞活化水細胞活化水細胞活化水細胞活化水的的的的友友友友誼誼誼誼        

    A Love Relationship with CWR 
  ～住田納西州萊斯維爾（Riceville，TN） 

    艾美董事 Jacquelyn Frimpter 分享～ 

 

       我把腳踝浸泡在細胞 

活化水中大約 30 分鐘。 

稍後睡覺之前，再把它添 

加到我的洗澡水中，並再 

次的浸泡 30 分鐘之久。 

順便一提，我本來打算第 

二天要去見一位朋友，一 

起吃午餐及購物。我確定不可能去了，但我

隔天早上醒來時，我的腳踝已沒有疼痛。為

了提供支撐我用彈性繃帶包裹著，然後穿上

我的鞋子，去見我的朋友。整個下午我們走

路。最後因彈性繃帶鬆掉，我不得不拿掉。

但我的疼痛已消失不見了。感謝主！ 

 

                                                                                                       艾美細胞活化水在我的櫥櫃 

                   裡永遠不會間斷。我也持續在浴 

                   缸中浸泡。我喜歡與艾美細胞活

化                水的友誼！  

                     

 

 

                                 

        艾美艾美艾美艾美草本纖維素草本纖維素草本纖維素草本纖維素（（（（AIM Herbal 

                  Fiberblend）））） 
 
 

見證見證見證見證: 每次我排便時結腸都會 

有很可怕的疼痛，它們會持續 

8 至 10 小時之久。 讓我無法 

工作，又負擔不起去看醫生。 

我的一位朋友推薦了草本纖維 

素（Herbal Fiberblend），從 

那天晚上我就開始服用，而且 

很忠實地服用了 12 年，至今 

我已經沒有疼痛了！ 
 

             ～肯 S (Ken S)～ 

附註：鎂寧膚外用系列產品不

僅有細胞活化水-沐浴添加劑，

也有乳液-含有保濕乳木果油和

椰子油，與噴劑-方便攜帶的小

瓶包裝。 

 

 

見證見證見證見證：：：：我喜歡艾美鎂寧膚乳液，幫助疏解

我的肌肉酸痛。～密西根州弗里蒙特市

（Fremont, Michigan）艾美會員琳達狄      

金森（Linda Dickinson）～ 

 
 艾艾艾艾美美美美有有有有機機機機亞亞亞亞麻麻麻麻籽籽籽籽油油油油(AIMega見見見見證證證證) 
 

   我每天早上服用6粒有機亞麻籽 

油，我察覺到清晨與晚上腿部的疼痛 

消失了，我想是因為亞麻籽油改善血 

液循環。～艾美董事主席夏洛特湯普 

森 (Charlotte Thompson) ～ 

註：有機亞麻籽 

油含有每日需要 

的奧米加-3和-6 

必需脂肪酸 

(EFAs)，以及奧 

米加-9 脂肪酸。 

 



 

                                                                           

                                        眼睛的營養眼睛的營養眼睛的營養眼睛的營養素素素素    

           Nutrition for Vision 

      國家眼科研究所（NEI）建議一些保持

眼睛健康的秘訣，比如戴墨鏡，給你的眼睛

休息一下（特別是電腦和手機螢幕），並保

持健康的體重（以避免增加發生糖尿病的風

險，糖尿病可能導致視力喪失）。 NEI 的另

一提示。也是艾美注重的焦點：要吃得對以

保護你的視力。 

正確的營養選擇可幫助你保持健康的視力。 

     深綠色蔬菜豐富的營養來源，對身體整

體健康有益。活綠蔬菜活綠蔬菜活綠蔬菜活綠蔬菜粉粉粉粉（（（（LeafGreens）））） 

的綠色蔬菜為眼睛健康提供關鍵營養素，包

括葉黃素和玉米黃質，來自菠菜和羽衣甘

藍，其中也含有 β-胡蘿蔔素。所有這三種營

養素都是抗氧化劑，可以保護眼睛免受氧化

壓力（oxidative stress）。 

    胡蘿蔔通常是第一種“對視力有益”的蔬

菜之一。艾艾艾艾美美美美紅紅紅紅蘿蘿蘿蘿蔔蔔蔔蔔素素素素是補充全食物濃縮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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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惠通知特惠通知特惠通知特惠通知        
補充補充補充補充與與與與餵養你腸道餵養你腸道餵養你腸道餵養你腸道的的的的微生物群微生物群微生物群微生物群 Microbiome 

  

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與花粉熱與花粉熱與花粉熱與花粉熱見證見證見證見證：：：：    
 

        來美國初期，每到春 

天花粉熱非常嚴重。遠在 

德州朋友寄來一瓶小麥草 

粉，介紹我每天早晨空腹 

服用可以改善體質，不再 

受花粉熱干擾。我試用了 

個把月，果然見效。漸漸 

地我感覺到皮膚與髮質也 

變優了。甚至在店中受到刀割傷和油燙傷 

也痊癒的很快，更不用擔心會發炎了。 

（附註：Angela與她先生曾經營 Arby’s 美 

 式連鎖快餐館）。   
    近三十年來，我以艾美活力麥苗粉

(AIM BarleyLife)為我唯一的保健品。因為

它主要的功能強健身體細胞，給了我足夠

強健的體魄來應付餐館的體力活，身體也

比年輕時更健康了。  
 ～感謝住加州瓦卡維爾（Vacaville，CA） 

        艾美董事 Angela Lu 的見證分享～ 

 

艾美益菌食物艾美益菌食物艾美益菌食物艾美益菌食物（（（（Flora 

Food））））與與與與艾美纖維健身艾美纖維健身艾美纖維健身艾美纖維健身

粉粉粉粉(Fit’n fiber) ...是一對

完美的腸道健康組合產

品！這兩種產品一起購

買，可享有特惠價。 

美國：節省 5元 

加拿大：節省 4元 

 
 

  請使用特惠代碼：4FSpring18 

  特惠從 5 月 1日至 7 月 31日止。 
 

 

        本簡報刊登的所有見證本簡報刊登的所有見證本簡報刊登的所有見證本簡報刊登的所有見證，，，，純屬個人經純屬個人經純屬個人經純屬個人經    

                    驗分享驗分享驗分享驗分享，，，，效果可能因人而異效果可能因人而異效果可能因人而異效果可能因人而異。。。。 

養素，包含β-胡蘿蔔素，我們身體會將

β-胡蘿蔔素轉化為維生素 A，那是眼睛的

視網膜將光能轉化為電能必要的。視神經

將這種能量傳遞給大腦，形成視覺。 

給給給給眼睛的銀杏精眼睛的銀杏精眼睛的銀杏精眼睛的銀杏精（（（（Eye GinkgoSense）））） 

     為了針對眼睛的健康，銀杏精結合了一

種關鍵有效的營養成份，是促進眼部循環

需要的，銀杏葉卒取物可增加眼睛和大腦

的血流量，是視覺和記憶健康的草藥。另

有兩種類胡蘿蔔素大量存在於眼睛的黃斑

部：葉黃素和玉米黃質（zeaxanthin），這

些營養素都是配方的一部分，有助於預防

黃斑病變，奧米茄-3必需脂肪酸是另一種

包含在内的成份。 換句話說，艾美銀杏精

含全部對視力健康需要的營養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