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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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開心與煩惱時得到艾美支援 

新配方艾美大蒜精 

從銀杏精與亞麻籽油獲得好處 
奶昔可幫助運動後復原 

 

艾美 健康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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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居家避疫這期間，他做了兩次化療。艾美

產品為他的身體提供營養，讓他的身體保持

強壯，並為他提供戰鬥的機會。 
 

   我們專注於所有有益的事物，其中包括

艾美產品。不僅如此，艾美大家庭以多種方

式來鼓勵及支持我，以及照顧我們的艾美事

業。我喜歡用積極與正面的連繫方式來影響

人們的生活。 
 

     
       ～南非豪登省比勒陀利亞市艾美董事 

         伊爾澤範普萊岑分享～ 
 

    Ilze van Pletzen，AIM Director，Pretoria, 

       Gauteng Province，South Africa 
 

       我的丈夫皮埃爾（Pierre）和我很高興的

慶祝我們結婚 27 週年紀念。還有艾美天然食

品是我們每天身體打好基礎重要的一部份。 
 

   我們一家共有六個人，還有七隻貓和四隻

狗，全家人都從艾美營養品中受益。我們每日

的開始與結束都需要艾美產品。我們服用的產

品種類繁多，包括菜園三菜園三菜園三菜園三寶寶寶寶（（（（Garden 

Trio）））），，，，纖維健身粉纖維健身粉纖維健身粉纖維健身粉（（（（Fit’n Fiber）））），，，，亞麻籽亞麻籽亞麻籽亞麻籽

油油油油（（（（AIMeg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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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20 年 4 月份寫這篇見證時，我們不

是很確定冠狀病毒（coronavirus）發生，結

果造成全世界的蔓延及傳染。  
      皮埃爾（Pierre）他患了被套細胞淋巴瘤

(Mantle cell lymphoma) 是屬於非何杰金氏淋

巴瘤(Non-Hodgkin's lymphoma) 的一種。 

    

    在在在在開心與煩惱時得到艾美支援開心與煩惱時得到艾美支援開心與煩惱時得到艾美支援開心與煩惱時得到艾美支援    

            AIM Support Through  

     Good and Bad Times 

 

 

                            小綿小綿小綿小綿羊羊羊羊與與與與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 （（（（BarleyLife Lamb））））見證見證見證見證    
         2020 年 1 月，在艾爾彭布里克（Alpenblick) 農場這裡舉行了一次精彩的活動。但是 

我們有兩隻小羊的關節軟弱無力。其中一隻不能獨自站起來。與獸醫談過後，我決定把這

兩隻小羊放入圈養，以方便照顧牠們。我經常餵食牠們，也給牠們服用抗生素。但是，牠

們還是很虛弱， 我感到困惑。於是我想到活力麥苗粉(BarleyLife) 它含有許多維生素。給

予餵食也沒有什麼損失。於是我將活力麥苗粉汁裝滿餵食器，餵食這兩隻小羊。餵食活力

麥苗粉兩次後，我看到有所不同。這兩隻小羊對活力麥苗粉有正面與快速的反應，我又繼

續餵食數週。現在兩隻小羊都已經完全好了。 

              ～加拿大安大略省艾美董事佩特拉·史蒂文森（Petra Steve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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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新配方艾美大蒜精艾美大蒜精艾美大蒜精艾美大蒜精 

 Introducing GarlicAIM
™

  
        每當艾美推出新的天然保健品，要介

紹給會員時，這是非常令人興奮的時刻。新

產品艾美大蒜精(GarlicAIM)，它將取代原來

的艾美熊爪大蒜(Bear Paw Garlic)。 
  

     艾美大蒜精提供了獨特的組合，它含有

大蒜球莖(garlic bulb)萃取物，與發酵的黑

蒜球莖(fermented black garlic bulb)和阿爾

卑斯山野生蒜葉(alpine wild garlic leaf)。目

前在補充品的市場上，沒有其它產品與艾美

大蒜精相同。  
大蒜的過去大蒜的過去大蒜的過去大蒜的過去史史史史 Garlic Past 

    大蒜對人類健康的好處已有數千年的歷

史。在遠古時代，這種草藥就廣受推崇，有

許多國家例如中國，印度，埃及和希臘等。

都把它做為藥物使用。  
阿爾卑斯山野蒜阿爾卑斯山野蒜阿爾卑斯山野蒜阿爾卑斯山野蒜 Alpine wild Garlic ﹕﹕﹕﹕ 

熊蒜(Allium ursinum) 
 

     當然，有些會員已相當熟悉這三種成分

之一的阿爾卑斯山野蒜葉，這是很有效的熊

爪大蒜補充品。艾美大蒜精可提供 492毫

克這種野蒜的成分。建議服用方法：每日三

粒膠囊。 

 

發酵黑蒜發酵黑蒜發酵黑蒜發酵黑蒜(Fermented Black Garlic):  

百合科植物蒜(Allium sativum) 

      發酵食品主要的好處是會產生有益的

益生菌：好的腸道菌對身體整體健康有好

處。大蒜球莖發酵後就發生這種情況，它

不僅會產生益生菌，而且抗氧化劑的含量

也會增加。 

 

 
 
 
 
 
 
 
 
 

大蒜大蒜大蒜大蒜球球球球莖萃取物莖萃取物莖萃取物莖萃取物(Garlic Bulb Extract): 

百合科植物蒜(Allium sativum) 

      當您咀嚼大蒜或將蒜瓣切碎或壓碎

時，蒜氨基酸(amino acid alliin) 和蒜素酵

素之間相互作用會產生蒜素，這是大蒜中

最有益的化合物之一。艾美大蒜精中的大

蒜球莖萃取物標準化為 1％％％％大蒜素。 

 

 

艾美大蒜精提供艾美大蒜精提供艾美大蒜精提供艾美大蒜精提供 

(GarlicAIM delivers) 
來自三種大蒜的成份可以幫助： 

• 維持心血管健康 

• 維持免疫系統健康 

• 提供抗氧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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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蒜大蒜大蒜大蒜球球球球莖萃取莖萃取莖萃取莖萃取 
 蒜素蒜素蒜素蒜素(Allicin) 
 

     大蒜的辛辣氣味來自大蒜

素，大蒜素特別以其抗發炎和

抗氧化活性而聞名，它容易被

人體代謝，分解為脂溶性有機

硫化合物(organosulfur)。 艾 

美大蒜精每份服用量可提供 

含有 5.1毫克的有益化合物。 

 
 

 

  

    蒜素 Allicin 

艾美大蒜精即將在美國與澳洲推出。

加拿大健康衛生部目前在審核中，還

不能銷售。 

 

                                                             

                           從銀杏精與亞麻籽油獲得好處從銀杏精與亞麻籽油獲得好處從銀杏精與亞麻籽油獲得好處從銀杏精與亞麻籽油獲得好處 

                 Benefits from GinkgoSense and AIMega 
 

       當我看到新的銀杏精（GinkgoSense）配方含有印度人參 

 (ashwagandha) 感到非常興奮，所以想分享我的見證，因為這 

個成份可以對抗極巨大的壓力。還有薑黃素可幫助對抗發炎。 

服用新配方的銀杏精，我注意到早晨腦霧(morning brain fog)    

的情況不再發生，也感到很鎮定。這可以幫助我對五個女兒更 

清楚地解釋一些事情。我的睡眠也更好，就像嬰兒般。銀杏精 

是一個非常好的產品，我鼓勵任何人都應該試試看。 
 

      艾美產品有適合各種年齡的人。 我七歲的孩子在做功課， 

她說：“媽媽，我的頭腦今天不靈光。” 我問她：“妳有服用艾美 

亞麻籽油(AIMega)嗎？” 她回答： “哦! 媽媽沒有耶。” 她服用亞 

麻籽油一個小時之後，做功課時不再抱怨了。 
 

      我們很高興分享我們的見證，並要感謝艾美公司製造這些 

高品質的產品。        
             ～威斯康辛州阿爾本市艾美藍寶石董事安娜博恩特拉格 

                (Anna Borntrager，AIM Star Sapphire Director Arpin， Wiscons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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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昔奶昔奶昔奶昔可可可可幫助幫助幫助幫助運動後運動後運動後運動後復原復原復原復原！！！！ 

            Exercise Recovery in a Shake! 
  ～伊利諾州芝加哥市艾美專員艾瑞克．福爾摩(Eric Vollmers in Chicago，llinois) 分享～ 

      
 

 

      在 2002 年 2 月，有位認識的熟人介紹給我艾美活力

麥苗粉（BarleyLife），草本纖維素（Herbal 

Fiberblend）與其它的艾美產品。從一開始我就很喜歡

它們，我主要服用的產品是菜園三寶菜園三寶菜園三寶菜園三寶（（（（Garden Trio））））

，優豆蛋白粉優豆蛋白粉優豆蛋白粉優豆蛋白粉（（（（ProPeas）））），，，，耐力飲料耐力飲料耐力飲料耐力飲料（（（（Peak 

Endurance））））和銀杏精和銀杏精和銀杏精和銀杏精（（（（GinkgoSense）））），我不能沒

有它們，其它大部分的產品我會輪流服用。 

       大約在 2002 年，我熱衷於跑步，逐漸發

展成為著迷。在接下來的 5至 10 年中，我跑

了 5公里（5k）與 10公里（10k）的距離，

也參加了半程馬拉松賽，與 3 場全程馬拉松

賽。在艾美產品幫助下，我變得更為強壯，也

更有耐力，而且比賽後復原的更快。 
 

     近幾年來，我從跑長程的距離，回到跑清

晨。然後，我做一種特別的艾美飲料 

（AIM drink），可讓我在一整天的時間裡精神煥發，而且充滿活力，並為我提供許多的能

量。這個食譜我分享給任何有需要提出要求的人，也在此分享給大家。 

                                         
                  奶昔奶昔奶昔奶昔可可可可幫助幫助幫助幫助運動後復原運動後復原運動後復原運動後復原    

             Exercise Recovery Shake 
 
 

使用的成份是： 

•不加糖的香草杏仁奶 Vanilla almond milk 

•草莓 

•優豆蛋白粉 ProPeas 

• 香蕉 

•紅甜菜粉 RediBeets 

•耐力飲料 Peak Endurance 
 

                  我把它們全部放入攪拌機中，大約攪拌 40

秒，美味的奶昔飲料就製做完成了。 

 

順便一提，我用艾美耐力飲料做兩餐中間

的點心，每週 2-3 次。我很喜歡從耐力飲

料中獲得三磷酸腺甘（ATP）的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