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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人都使用艾美產品                              
艾美產品見證                    

活力麥苗粉幫助我過活躍的生活          

豌豆蛋白可促進肌肉結實與強壯 

艾美食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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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澳大利亞新南威爾斯州烏拉杜拉市

（Ulladulla，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艾美督導溫蒂修伊特（Wendy 

Hewett）。她在當地的一家書店找到荻原

義秀博士（Dr. Hagiwara’s）的書，而後在

2003 年成為艾美會員，溫蒂對健康很感興

趣，所以她一直在尋找能夠改善她自己與

孩子健康的產品。 
 

                           大麥草(barley grass)對健康的好處引起

她的注意，因此她立即開始服用艾美的綠色

大麥苗粉，尤其為孩子成長的因素，她也給

三個青少年的孩子其中的兩個服用，第三個

青少年的孩子，因遠離家鄉住在寄宿學校，

但終究還是會服用艾美的營養品。 
 

       經過溫蒂的努力，並建立起她的艾美事

業，她贏得了艾美大會的獎項，參加在雪

梨克羅努拉（Cronulla, Sydney）舉行的大

會。這是她與家人分享艾美喜悅的另一種

方式，溫蒂帶著她的女兒瑞雯（Raven）來

參加大會，她女兒也喜歡在早餐時服用艾艾艾艾

美菜美菜美菜美菜園三園三園三園三寶寶寶寶（（（（AIM Garden Trio））））。 

 

 

 

      三三三三代人都使用艾美產品代人都使用艾美產品代人都使用艾美產品代人都使用艾美產品                    

       Three Generations 
    Using the AIM Products 

 

                         
 
 
 
 
 
 
 
 
 
 

      至今，溫蒂仍持續做晚班的工作，並將

她身體的健康歸功於每日服用的艾美產品﹕﹕﹕﹕

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BarleyLife）））），，，，活綠蔬菜粉活綠蔬菜粉活綠蔬菜粉活綠蔬菜粉

（（（（LeafGreen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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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coa LeafGreens）））），，，，草本纖維素草本纖維素草本纖維素草本纖維素

（（（（Herbal Fiberblend））））和和和和優豆蛋白粉優豆蛋白粉優豆蛋白粉優豆蛋白粉

（（（（ProPeas））））。同時她也在身上塗抹鎂寧膚

乳液（Mag-nificence lotion）。有趣的是，

在使用乳液後，她將手上多餘的乳液按摩在

頭髮上，她發現頭髮感覺非常的柔軟。她相

信是乳液中所含的乳木果油（shea butter）

的功效。 
 

       溫蒂的母親認為，一旦她的孫子們長

大，就可以停止服用艾美產品。但是她沒有

意識到，這些產品也會啟發他們自己的孩

子，讓他們繼續走在這條健康的道路上。 
  

請接下頁 
 

  

 
 ～瑞雯與溫蒂修伊特母女～ 

1-2 

2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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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溫蒂她服用艾美的營養品，已經轉化為“女兒就像媽媽一樣” 的情況。瑞雯把媽媽

每天服用的產品像纖維健身粉纖維健身粉纖維健身粉纖維健身粉（（（（fit ’n fiber））））分享給她的伴侶與三個孩子，並鼓勵他們使用

這些產品。溫蒂她把艾美產品傳承給下一代，她的三個孩子與四個孫子，現在他們也隨著溫

蒂的腳步，同樣的一代傳一代向前進。 

                              艾美產品見證艾美產品見證艾美產品見證艾美產品見證 
 

•我一直是艾美會員至今已 35 年了，我開始

時是服用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 (BarleyLife)與草本纖維草本纖維草本纖維草本纖維

素素素素（（（（Herbal Fiberblend）））），多年來我增加到

10 種以上的艾美產品，而 

且每天都會服用。我現在 

75歲了，也盡量試著保持 

很活躍的生活，因為有在 

活動，可讓你向前走！我 

不用任何的藥物，也希望 

永遠都不要用到。 
 

  ～住佛羅里達州村莊市與新斯科舍省哈利法

克斯市（Halifax, NS and The Villages, 

Florida）艾美董事溫爾德萬博爾特（Wendell 

Wamboldt）～ 
 

 

•我服用艾美產品已有 

21 年，艾美讓我擁有健 

康的身體。我在 18 年 

前退休，很感謝我沒有 

任何的疼痛。我很享受 

美好的生活，騎自行車 

與划獨木舟。今年的夏天，我提早送給自

己一個生日禮物：新的槳板

（paddleboard）！ 

       ～住加拿大安大略省滑鐵盧市

（Waterloo，ON）艾美董事 Jan Baxter 

～ 

 

•我的母親麗克博斯曼 

 (Riek Bosman) 現在 

88歲，還非常的活躍。 

例如，在教會籌款活動 

中，她做了好幾百個荷蘭 

蘭傳統黃油蛋糕(Dutch  

boterkoek）銷售。 

     她是艾美活力麥苗粉忠實愛用者，並服用

其它多種的艾美產品，包括菜園三寶，活綠

蔬菜粉，細胞之光 360（CellSparc 360）和

銀杏精（GinkgoSense）。而且，她沒有服

用任何藥物！ 
 

～安大略省松布拉市(Sombra，ON））））艾美藍 

寶石董事麗塔范德蒂爾（Rita Vandertil）～ 
 

 

•當我還是個小孩子 

  的時候，在我的左眼 

 附近患有癌腫瘤 

（cancerous tumor） 

，使我有一個眼睛為 

法定失明，而且我也 

患有其它許多的疾 

病。到了我30歲的時候，我已經做了30多

次的手術。我的後半生也在對抗乳腺癌

( breast cancer）……最後我打贏了它。我

現在79歲，在艾美產品如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 

(BarleyLife)與與與與草本纖維素草本纖維素草本纖維素草本纖維素（（（（Herbal 

Fiberblend））））的幫助下，我一直保持著很

健康，而且也不用任何的藥物。 
 

    ～住威斯康辛州哈德森市（Hudson，  

     Wisconsin）藝術家與艾美董事貝蒂 

    安勃臘喜( Betty Ann Brush）～ 

 

 

                   •四年前，有位朋友告訴我關於艾美的綠色果汁粉末。服用後很快的， 

                                 我的手指和膝蓋不再有疼痛感，當時我才能把三種藥物都停了下來。 

                                 我快接近 78歲的生日，現在沒有服用藥物，也沒有疼痛。我擁有“原 

                                 來”的我自己，真的感覺太棒了！ 
                                    

                                     ～住俄亥俄州(Vandalia，Ohio)艾美董事 Barb Snodgr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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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幫助我過幫助我過幫助我過幫助我過活躍活躍活躍活躍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 

     BarleyLife Helps me to  
       Live an Active Life 
 

                                

           
 
 
 

們，與第12週最後的訪視，並測量記錄他們肱

二頭肌（bicep）大小的增加。 

    補充豌豆蛋白質參與者的表現令人印象深

刻有很多值得關注。對68位肌肉力量最低的受

試者，進行的敏銳度研究顯示，服用豌豆蛋白

的參與者肌肉厚度增加最為顯著。肌肉力量也

增加了。所以豌豆蛋白特別對初學重量訓練的

人，或是再回來接受重量訓練的人都有好處。  
    該研究得出的結論認為據統計優勢，使用

豌豆蛋白可有效替代乳清蛋白，成為不同水平

運動員與運動者的補充品，對運動能力較差的

人，包括老年人希望減緩衰老過程，並保持肌

肉質量，應該都具有價值。 

     艾美艾美艾美艾美優豆蛋白粉優豆蛋白粉優豆蛋白粉優豆蛋白粉（（（（AIM ProPeas））））在2009 

年推出。研究已確認它是健康的蛋白質補充

品，可替代肉類及乳清蛋白和大豆蛋白，並可

以幫助所有的年齡與各種身體活動水平的人，

以保持強健的肌肉質量。 

     住佛羅里達州蓬塔戈爾達市（Punta Gorda, 

FL）艾美綠寶石董事蘇珊恩里克斯（Susan 

Henriques），她與艾美公司有很悠久的歷史。

時光回溯到 1992 年她病重了五年，有人介紹 

給她艾美產品，使她的健康狀況獲得了改善。 
 

      在 1980 年代，蘇珊一直是一名非常活躍

的女性，她每週步行 40 至 50英里。然後在

1987 年秋天，她以為是得了流感，感覺筋疲

力盡，伴有發燒和淋巴腺腫脹，蘇珊去看她的

醫生，但她的情況變得更糟糕。 
 

      蘇珊回憶說   “我的肌肉和關節開始疼

痛”， “我變得越來越疲倦”。隨著幾個星期過

去了，她發現很難清楚的思考整個句子與連接

一起。她開始經歷短期的記憶力喪失。 
 

      蘇珊在 18 個月內看了 11位醫生，也去了

3 家醫院，直到最後被診斷為慢性疲勞綜合症

（CFS）。基本上，蘇珊的生活整個停頓下

來，特別是影響到她與丈夫及兒女的關係，因

為她知道“我有很長的一段時間無法離開床

舖，” 蘇珊表示 “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了幾

年，”也迫使她忽略了她的家人。 

 
 
 
 
 
 
 
 
 
 
 
 
 
 

         她每天服用一茶匙，三個月後，蘇珊感

到腿部有些力量。她的血液報告也大大的改

善。七個月後，疼痛開始消失，讓她跳過下次

與醫生的預約，並與她的先生去度假。蘇珊終

於能夠再次享受充實和健康的生活。 
 

      經過多年到了 2018 年初，蘇珊與艾美公司

聯絡，她表示非常的高興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

（（（（BarleyLife））））已獲得無麩質（gluten-free）

認證，因為她在 2010 年被診斷出患有乳糜瀉

（celiac disease）。“我每天服用六湯匙活力活力活力活力

麥苗粉麥苗粉麥苗粉麥苗粉，沒有不好的反應，”蘇珊寫道“這真

是一件被祝福的事，”我知道可再次接受它，

因這產品對我來說非常的適合。” 

 

     在這痛苦的四年中，

蘇珊進行了常規的測

試，並嚐試著透過服用

抗生素和抗憂鬱藥物

（antidepressants）來

舒解壓力。但是，都沒

有什麼幫助。直到她與

她的先生去參加婚姻咨

詢，哪個領導者建議蘇

珊嘗試一下：艾美的大

麥草粉。 

            豌豆蛋白豌豆蛋白豌豆蛋白豌豆蛋白可可可可促進促進促進促進肌肉結實肌肉結實肌肉結實肌肉結實與與與與強壯強壯強壯強壯    

    Pea Protein Promotes Muscle  
           Thickness and Strength 
 
    據研究發表在國際運動營養學會（2015

年 1月份）雜誌上，推薦豌豆蛋白質豌豆蛋白質豌豆蛋白質豌豆蛋白質（（（（pea 

protein）））），可增強肌肉結實與強壯。 

      該研究花了很長時間，仔細研究了豌豆蛋

白是否與乳清蛋白（whey protein）一樣可有

效增加肌肉厚度與強壯，一項雙盲，隨機，

與安慰劑對照的臨床試驗。 

     共有161名身體活躍的男性參加為期12週

的阻力訓練（resistance training）計劃，年

齡從18歲到35歲。分為三個小組，基於每位

參加者採用的補充品有：安慰劑（54人），

乳清蛋白（54人），豌豆蛋白（53人）。 

      所有參加者都遵循相同的訓練程序，每週

三次，每期訓練中間休息一天。專注於上肢 

的肌肉，研究人員會在第 6週追蹤訪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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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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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屬個人經驗分享純屬個人經驗分享純屬個人經驗分享純屬個人經驗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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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櫻桃櫻桃櫻桃櫻桃奇亞籽冰沙奇亞籽冰沙奇亞籽冰沙奇亞籽冰沙（（（（Cherry Chia Smoothie）））） 
 

南卡羅來納州艾美藍寶石董事 Leré Robinson提供                           

成份成份成份成份：：：： 
                                                                                        

• 8盎司不加糖的杏仁奶或椰奶                                              

• 半杯冷凍櫻桃 

• ½個冷凍香蕉 

• 1湯匙奇亞籽（chia seeds） 

• 1勺優豆蛋白粉（AIM ProPeas）  

• 1茶匙可可活綠蔬菜粉（AIM CoCoa LeafGreens） 

• 少量羽衣甘藍或菠菜（任選一種） 

• 克菲爾酸奶（kefir）可以添加增加益生菌活躍 

* ⅛杯椰奶 

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在攪拌機中加入所有的配料並混合直到攪拌均勻。 

如果你喜歡較為冰冷，可加入 2-4塊冰塊。 
  

 

                        
紅紅紅紅能量與能量與能量與能量與西洋西洋西洋西洋梨梨梨梨甜點甜點甜點甜點（（（（Red Rush Pear Dessert）））） 
 

安大略省聖凱瑟琳市( St. Catharines，Ontario ) 

艾美董事 Elaine Reimer提供 
 

成份成份成份成份：：：： 
 

• 1瓶紅能量加西洋梨汁和水，等於兩杯的液體 

• 1 包諾克斯（Knox）沒有味道的明膠 (gelatin) 

• 1 個大的西洋梨罐頭 

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把西洋梨汁倒出來，保留果汁，並把半個梨子放在杯子內 

如圖所示，將梨子斜著放露出杯子外。 

根據包裝上的說明將明膠溶解。 

溶解之後，加入紅能量混合。 

把這些混合後的汁液，逐漸倒入杯子中，西洋梨的 

果子要露出來。  

放入冰箱中，直到定型。 

可以做六至八份，取決於水果的數量。 

也可放上鮮奶油（whipping cream）。 
 

                                                            請請請請盡情享用盡情享用盡情享用盡情享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