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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美 健康簡報 

       我很喜歡艾美的生意機

會，讓我可以自由在家工作

以及照顧我的家人，這是很

令人高興與幸福的事。 
 

     在疫情封鎖期間，我的艾

美生意一直在成長。我非常

感謝艾美公司，他們盡其所

能提供給我們最好的服務，

而且很有耐性的支援我們所

需要的，讓我們可以用來發

展艾美事業，並取得成功。  
     在 Zoom 舉行視訊會議確

實為我們打開了一扇門，與

我們聯繫的人遠遠超出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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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我我神神神神奇奇奇奇的的的的艾艾艾艾美美美美生生生生意意意意    

My Amazing AIM Business 
 ～南非豪登省比勒陀利亞市艾美董事 

         伊伊伊伊爾爾爾爾澤澤澤澤範範範範普普普普萊萊萊萊岑岑岑岑分享～ 

Shared by Ilze van Pletzen, AIM Director， 

                     Pretoria，South Africa 

需要在路上，或開車去

開會的情況，也給我更

多時間與我的家人及家

中的寵物相處。  
   說到寵物，我們家

最近增加了一隻小貓，

我發現她是被棄養，現

在我們在撫養牠。牠將

成為我們家庭中的一

員，直到能為牠找到一

個充滿愛心的家庭。同

時，這隻小貓也關注我

的艾美生意。當我在艾

美網站上訂購產品，或

是查看我神奇的下線活

動狀態時，牠會看著我

的電腦螢幕。  
   每當想到艾美公司

及其有效的多種營養食

品，就讓我對未來感到

很興奮。我愛我的艾美

家庭，以及在這旅程中

的每一刻。  

們的想像。通

過這種方式聯

繫及建立的關

係，更代替了 



  

 

     做為父母，總是想要把最好的東西給孩

子們。我與丈夫達雷爾（Darrel）很高興

育有四個很棒的孩子：科林(Colin)，克麗

斯汀(Kristen)，馬克(Mark)和塔納爾

(Taneal)。我也很高興為人母，而且最重

要的任務是培養我的孩子們精神與身心方

面的健康。 
 
 

     但有時生活可能會給您帶來意想不到的

挑戰，從而使您無法為家人的生活維持平

衡。然而，結果也有可能會產生意想不到

的好處。 
   
 

    在 1991年時，我們的生活遭遇到很

大的驚嚇。我們四歲的兒子馬克，被診斷

出患有白血病(leukemia)，所以我們遵循

醫生推薦的治療方案。 
 
 

      我也沒有找尋任何“補充品”的解答，

但是有一位非常善良的女士給我們一些艾

美大麥草粉(AIM’s barley grass powder)

的樣品，也分享了瑪麗露絲史沃普博士

（Dr. Mary Ruth Swope）她所著的書。 

 

     大約在同一時間，我的母親觀看了基

督教電視節目，其中史沃普博士的演講，

講述了大麥草植物（barley plant）對我們

身體健康有許多的好處。這好像是上帝賜

給我們的信號。 
 

      當我們的醫生說馬克可以服用綠色的

大麥草粉時，我就決定將這種大麥草汁粉

末成為家中的要事，以便我們所有人都可

從中受益。但最重要的是，它為馬克的免

疫系統提供了營養支援。他每天都喝它，

為他留下綠色的鬍子，這總是讓醫院的護

士們莞爾。 
  

       對我來說，當我開始服用活力麥苗粉

（BarleyLife）時，我的身體很健康，我

得到的好處是身體有更多的能量。當時  
 

 

睡的好，就是活力麥苗粉幫助我渡過這

場危機，並維持我的幸福感。  
    在我們家庭最困難的時侯有艾美公

司，我真的非常的感謝，而且馬克現在

33歲，他的身體一切都很好。 
   

      我的家人對服用各種艾美產品所獲

得的健康好處，我們對結果都感到非常

的滿意，我無法不告訴別人有關它的好

處。我們是從艾美營養補充品獲得好處

最有力的證明，這導致了令人意想不到

的好處：我建立了艾美家庭事業。 
  

     我曾經讀過一本雜誌上有關於女性在

家經營事業的文章，我立即對達雷爾

說：“我永遠做不到這樣的事情。”但在

某些事情上犯錯也是件好事，因為我一

直以家庭做為基礎，已經營艾美事業將

近 30年了。  
    艾美公司創立 39周年的歷史時

刻，我很榮幸能成為媽媽們的代表，更

要向您們提供艾美值得信賴，高品質有

效的營養品。 
       

        ~加拿大亞伯達省伍德公園市 

    艾美董事珍妮特布魯特克羅伊茲~ 

       Janet Breitkreutz, AIM Director 
           Sherwood Park, Alberta 
 

我在醫院陪伴馬克整夜無法 

    
  媽媽媽媽媽媽媽媽人人人人生生生生中中中中想想想想不不不不到到到到的的的的變變變變化化化化    

  Unexpected Curveballs 
        in a Mom’s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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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增增增強強強強家家家家人人人人的的的的免免免免疫疫疫疫力力力力 

  Fortify My Family      
 

艾艾艾艾美美美美董董董董事事事事愛愛愛愛蜜蜜蜜蜜莉莉莉莉萊萊萊萊頓頓頓頓（（（（Emily Layton））））

她親身知道從痛苦的經歷中，也可以帶來

美麗的事物。起因是她 13歲的女兒健康

出了問題。而且到後來，她經營了一家可

以滿足人們營養需求的生意。 
  

      愛蜜莉說“大約從三年前開始，”我

們陷入黑暗之中，更試著想要找出正在發

生的事情。  
      我也聽從建議除去許多女兒喜歡的食

物。媽媽和女兒之間流下了許多的眼淚。 

“這讓我想深入尋找看有什麼可以幫助她

的。” 很幸運的是艾美董事伊麗莎白沃爾

特（Elizabeth Walter）向我伸出援手，

她知道我們經歷過的奮鬥。” 
 

     她的女兒開始服用艾美產品，包包包包括括括括菜菜菜菜園園園園

三三三三寶寶寶寶(Garden Trio)，，，，亞亞亞亞麻麻麻麻籽籽籽籽油油油油

(AIMega)，，，，益益益益骨骨骨骨健健健健(Frame Essentials)，，，，

消消消消化化化化酵酵酵酵素素素素(PrepZymes)，，，，可可可可可可可可活活活活綠綠綠綠蔬蔬蔬蔬菜菜菜菜粉粉粉粉

(CoCoa LeafGreens)。。。。經過幾個月後，

她開始覺得 已回到原來的自己。現在她

正在茁壯成長。 
 

      愛蜜莉聲明“我非常感謝伊麗莎白介紹

給我艾美的營養品”。 “我覺得現說起來好

像就這麼的輕描淡寫，但實際上，它改變

了生命，不僅是為了我的女兒，還有我們  

 

    “我們找到這美好的平衡。 

全家人的健康都得到了好處。”這無關 

去除什麼東西，更重要的是你體內得到

的是什麼東西，” 愛蜜莉很肯定的說。 

“對我們來說曾經歷了一段痛苦的旅

程，我覺得有必要分享更好的方法，讓

其他人可以不必這麼辛苦。” 
 

     當朋友與其家庭的成員們，如有需

要伸手幫助時，艾美營養品對他們是

有效的。愛蜜莉說“艾美植物能量的產

品，是很神奇的 ！”我對它充滿信心。 
 

      因這健康意識從而創立了"增強家

人的免疫力"。“而且很有趣的，我沒有

計劃將它轉為生意經營，“我只是想在

Instagram 網頁上分享訊息。” 
 

      但很快的，愛蜜莉開始把艾艾艾艾美美美美菜菜菜菜園園園園

三三三三寶寶寶寶，，，，特特特特級級級級活活活活力力力力麥麥麥麥苗苗苗苗粉粉粉粉 (BarleyLife 

Xtra)等產品，增加放入盒子内，這些

以植物為基礎的食物，提供冰沙與餐

點，這是人們透過她的 Instagram 網

頁付款訂購的。 
 

      愛蜜莉解釋“我真的喜歡這麼做，

當有人生病了不知道該怎麼辦，送上

一盒有益健康的營養品，就變得容易

多了。 “我有時一週要做 40盒，在我

們家取貨，這些都是有系統的。 

       這旅程使愛蜜莉成為猶他州桑迪

市（Sandy, Utah）一個社區的優良健

康典範。這個艾美董事也證明，她會

受到艾美會員的關注與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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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艾艾艾艾美美美美公公公公司司司司培培培培訓訓訓訓活活活活動動動動 
 

   艾美企業培訓活動，日期從 6月 3

日開始至 7月 31日為止。這培訓活動

內容豐富而有趣。你可以在艾美的

YouTube頻道上觀看，或是打電話 1-

800-456-2462，並按選項 2，可以在

電話上收聽此課程。不需報名，歡迎

你們有空隨時可以進入聽課。 

    本簡報刊登的所有見證純屬個人經驗分享，不代表每個人都會達到一樣的效果。 

 

 

  2021 AIM Corporate Training 
 

              紅紅紅紅絲絲絲絲絨絨絨絨奇奇奇奇亞亞亞亞籽籽籽籽布布布布丁丁丁丁 

     Red Velvet Chia Seed Pudding 

                   停停停停貨貨貨貨通通通通知知知知    
   艾艾艾艾美美美美活活活活綠綠綠綠蔬蔬蔬蔬菜菜菜菜粉粉粉粉（（（（LeafGreens））））美國與加拿大的庫存售完， 

   就不再銷售。喜愛這個產品的會員，請盡早訂購！ 
 

                    美國 （1罐 代碼 6302E /  會員價$ 42.50） 

                            （6罐 代碼 6303E /  會員價$ 240.00） 

                  加拿大（1罐 代碼 6597E / 會員價$  45.25） 

                             （6罐 代碼 6598E / 會員價$ 255.00） 

• 1 勺優豆蛋白粉 

   ProPeas 

• 1 勺耐力飲料   

   Peak Endurance 

• 2 湯匙黑奇亞籽 

   black chia seeds 
 

• ½ 杯水 

• 1 茶匙楓糖漿 

• 1 茶匙香草 

• ½-1 條香蕉泥 

• 1 杯非乳製品椰子 

   酸奶 

• 1 勺紅甜菜粉   

   RediBeets 
 
 

將所有的食材放在碗中

充分混合後，裝入密封

罐，放冰箱中，隔夜後

會變的濃稠。可根據需

要在上面添加如藍莓，

堅果和種子，有脆脆的

口感，含豐富營養來源

有纖維，omega-3，蛋

白質和抗氧化劑。可當 

  做早餐，甜點或是零食，隨時都可以享用！  
 ～加拿大安大略省滑鐵盧市艾美董事珍巴克斯特分享～ 

     Shared by Jan Baxter，Director，Waterloo，Ontari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