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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尼蘇達州諾斯菲爾德市艾美綠寶石董事 

   ( Carol Cover，Northfield, Minnesota)～ 
 

       1990 年 5 月份，我患了腹瀉 (diarrhea)， 

並持續有 22 個月之久，以致於我無法繼續工

作。我的家庭醫生把我送到梅約診所（Mayo 

Clinic）四次，我的腸胃科醫生也放棄了我。 
 

      儘管經過多次的檢查，然而醫生也無法確

定原因。他們開的藥，只讓我覺得更糟糕。我

的醫療費用帳單高達 20,000 美元。 
 

      那時候，我的體重只剩 78 磅，而且每天

腹瀉超過 20 次。我不得不住院治療。經過三

天的禁食後，開始每個小時餵食一次，我的丈

夫迪克(Dick)把我帶回家裡，但是還有更糟糕

的事沒有到來。 

 

      我腿部的抽筋更令我痛苦地尖叫。我的牧

師在我們家度過整晚為我禱告。家人與朋友們

都認為我大概快要死了。 
 

      祈禱團開始來到訪。有一天，有一對害羞

的夫妻在我家門口徘徊，他們等到其他的人幾

乎都離開了，在沒有很多人的時候，他們其中

一個說，“我們想要給妳一些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

（（（（BarleyLife）））），”並且告訴我，有關於活力

麥苗粉是如何的幫助他們， 以及幫助其他健

康有問題的人。 
 

       他們建議我開始服用活力麥苗膠囊，每天

一粒，而且逐漸的增加到每日兩粒膠囊。這是 

 

       

 

艾美 健康簡報 

自從我有腹瀉的健康問題以來，第一次有

成形的大便。經過一周半的時間服用後，

我感覺很好。 
 

      於是在 1992 年 4 

月 1 日，我打了電話 

給艾美公司，想要了 

解如何可獲得更多的 

活力麥苗粉，就從那 

個時候起，我開始改 

成服用活力麥苗粉粉 

末裝的產品。 
 

     我現在已 84 歲，我的體重有 104 磅。 

  
 

藉藉藉藉著著著著禱告與活力麥苗粉的幫助禱告與活力麥苗粉的幫助禱告與活力麥苗粉的幫助禱告與活力麥苗粉的幫助 
 

   Prayers and Barley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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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性飲食對您的健康好處是無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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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as））））可提供補充

一種純素的蛋白質來源，也是強壯健康的

肌肉所需的重要營養素。 

 

 

優豆蛋白粉可幫助您實現減肥的目

標。一份服用量只有 60 卡路里，

需要 4 個多小時才能消化，可以讓

您長時間感覺有飽足感！ 

 

    
優豆蛋白粉的好處優豆蛋白粉的好處優豆蛋白粉的好處優豆蛋白粉的好處    

    
                                        

      
清潔和純淨的清潔和純淨的清潔和純淨的清潔和純淨的優豆蛋白優豆蛋白優豆蛋白優豆蛋白質質質質            

   在生產優豆蛋白粉的純化過程中，只 

 有使用水與乾淨的濾膜過濾。    

    

    

    
 

 

    綠色的蛋白質綠色的蛋白質綠色的蛋白質綠色的蛋白質        
protein! 

你知道嗎你知道嗎你知道嗎你知道嗎    ．．．．．．．．．．．．？？？？                        人們通常在 30 多歲時開始會失去

肌肉的質量。這是很自然衰老的一部

分，被稱為肌肉減少症

（sarcopenia），尤其是老年人會更

快得到。運動對於預防和逆轉它至關

重要，但還是需要增加蛋白質的攝取

量，以增加肌肉的強健與質量。 

 
 

增加能量    
 

 

鹼化你的身體酸鹼質 
 

促進你的新陳代謝 

 

 

幫助體重管理 

提供高品質植物性的蛋白質 

提供身體無法產生的必需氨基酸 

建立及修復和維持健康的瘦肌肉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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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coach)，銷售艾美產品，並指導我的 

客戶如何使用艾美產品，以實現更健康的生 

活，感謝艾美公司！ 

 
 

 

 

 

 

 

 

 

 

             

        舒緩腿部的抽筋舒緩腿部的抽筋舒緩腿部的抽筋舒緩腿部的抽筋(Leg Twitching Comes to an End) 
 

                       ～住愛達荷州馬瑞典市艾美會員達琳.伯克 

                       （Darlene Burke, Meridian, Idaho) ～  
 

        幾個月前，我開始感覺在夜晚難以入眠：因為腿部有持續的抽 

筋。 有時候在傍晚影響我的右腿。晚上就會影響到我的左腿。 我向 

朋友提到這件事情，她告訴我她有相同的問題。經告訴她的醫生後， 

給了處方藥來解決這個問題。 她建議我要照這樣子做。 
 

       所以我就照著做了。與此同時，也有人建議我試試艾美鎂寧膚乳 

液( AIM Mag-nificence Magnesium lotion )。 我也照著做，並對結果 

感到很驚訝。我腿部的抽筋和抽痛完全平息了，我能整夜好眠。 

我已經持續使用艾美鎂寧膚乳液幾個月了，因此，現在也不需要使用 

醫生的處方藥。 
 

 

            草本纖維素草本纖維素草本纖維素草本纖維素舒舒舒舒解便秘解便秘解便秘解便秘    
 

       Constipation Relief with 
            Herbal Fiberblend 
 

         ～住南非德班艾美督導法蒂瑪莫拉 

   (Fatima Moola，Durban, South Africa) ～ 
 

      我已經服用艾美產品許多年了，可知道它

們有多麼的神奇。 經過多年的便秘之後，我的

健康狀態現已恢復。這是服用草本纖維素

(Herbal Fiberblend)粉末產品的幫助，讓我可

以擺脫便秘的問題。現在我是一名健康教練 
 

                                   萊昂寶寶萊昂寶寶萊昂寶寶萊昂寶寶( Baby Leon )  
 見證見證見證見證:::: 兩歲半的小男孩經常生病住在醫院裡，因為他的腸道無法排便，醫生給他做了結腸 

 造口術（colostomy）。他的屁股因念珠菌（Candida）感染看起來好像是被燒傷。我們不 

 得不維持給他使用一種非常強烈的藥膏。 
 
 

      之後，我們開始每天給他服用 2茶匙特級特級特級特級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BarleyLife Xtra）））） 

 與益菌食物與益菌食物與益菌食物與益菌食物（（（（FloraFood）））），使用艾美產品後我們看到很大的改變， 

 他的腸道系統開始有了排便的清潔作用。 
 

 

       他已三歲，完全像個不同的小孩，而且很少生病。我們要感謝他 

 現在有足夠的精力，可彌補之前生病的時間。他現在可以奔跑，玩遊 

 戲，就像其他的小孩子一樣。 
  
   我們非常感謝從艾美產品所學到的，並在我們的小男孩身上變的如 

 此的不同。   

         ～住俄亥俄州艾文和芬妮米勒（Alvin and Fannie Miller, OH）～ 

             見證文章來自: Nutrition That Works Testimonies 
 



 

 

 

 

 

 

 

 

 

 

 

 

 

 

 

           

          艾美艾美艾美艾美 2020 年大會訊息年大會訊息年大會訊息年大會訊息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020 年 6 月 4 日至 7 日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密蘇里州布蘭森(Branson)市 

      住宿住宿住宿住宿: 湖邊度假城堡溫泉及會議中心飯店 

      (Chateau on the Lake Resort Spa and  
      Convention Center) 
       比賽時間比賽時間比賽時間比賽時間::::2019 年 6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 

          ～欲暸解更多比賽訊息，歡迎來電 

            中文部查尋～ 
 

關於密蘇里州布蘭森 (Branson, MO)  

    這裡被譽為「世界現場音樂表演之都」，

每天幾乎都有 90 場左右的音樂、魔術和喜

劇表演，在全市超過 50 家的劇場進行。 你

可能遇上湯尼奧蘭多、奧斯蒙兄妹、馬提史 

 

都華等巨星的表演，他們都是經常演出的

班底。(把它想像成拉斯維加斯，只不過沒

有賭場，也沒有早上 10 點就在猛灌雞尾酒

的人。) 在看表演的空檔，你可以到歐札克

山 (Ozarks) 走走，享受大自然。那裡是釣

魚、健行、騎單車和從事水上運動的極佳

地點。資料來源﹕tripadvisor 

 

                
            見證見證見證見證::::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五年前我被診斷得了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連走路都很困難。以前我曾經服用過活力

麥苗粉，但我被告知不同意我繼續服用。艾美董事主席會員夏綠蒂．湯森 

（Charlotte Thompson）與瑪琳 (Marlene)，她們聽到我生病了特別來探望我。她們與我

談了一會兒，也想要知道我是否有興趣要試試看艾美菜園三寶艾美菜園三寶艾美菜園三寶艾美菜園三寶（（（（Garden Trio））））產品，它

可以幫助建立我的免疫系統。 
 

     一直到現在，我都感覺身體非常的好，我有 

很多的精力可做我自己的工作，同時也有更多 

的精力可以去幫助我已結婚的孩子。我也要感 

謝上帝給我機會服用艾美的產品。 
 

        ～俄亥俄州海灘市維巴．偉弗 

    （Verba Weaver，Beach City, OH）～ 

見證文章來自: Nutrition That Works Testimonies 

 

 

 

 

 

 

 

 

 

 

 

 

  

 

  連小孩子都知道連小孩子都知道連小孩子都知道連小孩子都知道活力麥苗粉是最好活力麥苗粉是最好活力麥苗粉是最好活力麥苗粉是最好的的的的！！！！ 
 

      兩歲半的班納特.費德斯（Bennet 

Feddes），他很喜歡乾服活力麥苗粉 

(BarleyLife)，他每次都直接從罐子裡拿 

出來吃。 
       
～本簡報刊登的所有見證，純屬個人經 

     驗分享，效果可能因人而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