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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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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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美公司（AIM Companies™）在 40

多年前，為感興趣來自大麥草（barley 

grass）營養好處的人打開大門。有很多人

選擇將這種綠色果汁粉末，添加做為日常

的膳食補充品，這開啟機會，成為艾美獨

立經銷商：成為會員，並分享艾美所提供

的營養食品。  
    成為會員最初只需付20 元會員費。即

可享用批發價購買產品，個人年度訂貨點

數，累積達到你頭銜要求的最低訂購點數，

即可免年度會員續約費。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提供新的選擇提供新的選擇提供新的選擇提供新的選擇，，，，即將推出即將推出即將推出即將推出    

         艾美顧客艾美顧客艾美顧客艾美顧客制度制度制度制度 

         Offering A New Choice  
             The AIM Customer 

•  成為艾美顧客簡單容易，任何人可以直 

  接向艾美訂購產品 

•  對艾美產品感興趣，訂購給個人或家庭 

  使用，但對建立艾美事業不感興趣的人 

•  對努力分享艾美產品的會員也有好處  
          艾美顧客的艾美顧客的艾美顧客的艾美顧客的好處好處好處好處    

          AIM Customer Benefits  

• 獎勵積分獎勵積分獎勵積分獎勵積分(Loyalty Rewards) - 訂購產品 

   每滿10 元，可賺取1分獎勵積分 

• 獎勵積分獎勵積分獎勵積分獎勵積分 - 可在下次訂購產品時使用，有 

  效期為6個月內 

• 特別顧客價錢特別顧客價錢特別顧客價錢特別顧客價錢-與會員價相差數元 

• 免運費免運費免運費免運費優惠優惠優惠優惠 - 訂購50元或以上的產品，使 

 用標準送貨方式，可免運費 

• 零零零零會會會會費費費費-艾美顧客沒有會員費或續約費 

• 免免免免會會會會員員員員條條條條件件件件     
                        艾美顧客艾美顧客艾美顧客艾美顧客對對對對我我我我有何有何有何有何好處好處好處好處？？？？ 

     How does an AIM Customer  
      Benefits me? 

•  艾美顧客訂購產品的點數，介紹人可 

  獲得獎金，就像你個人介紹的批發 

  會員享同樣的好處。 

•  當你推廣與分享艾美產品時，提供 

  更有靈活性的選擇    

•  艾美顧客想成為會員也很容易，只  

    需付會員費20 元即可  
 艾美顧客制度仍在進行最後的準備， 

 敬請期待我們很快的會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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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美公司推出新產品，只要是鑑於多年的

研究、開發和試驗。這理念強化涉及生產一

些新鮮的，也是第一個艾美營養化妝品(AIM 

Nutricosmetics) 美美肤(BioVivify)。 
 

      艾美美美肤 (AIM BioVivify)營養補充品

的成份，是經由口服來增強妳的外表皮膚、

指甲和頭髮的功能。美美肤提供有效成分，

從體內吸收，由內到外一起來運作。 
 

      新的膳食補充品在命名時，生物（bio）

這字的意思是“生命 life”，衍生自賦予活力

（vivificare），在晚期拉丁語中的意思是“恢

復生命（restore to life）。”因此，美美肤可

讓您的皮膚、頭髮和指甲煥然一新。 
 

美美肤成份美美肤成份美美肤成份美美肤成份 BioVivify Ingredients 
 

      美美肤主要成分是一種自然界最強力的

抗氧化劑：蝦紅素(也稱藻紅素) (astaxan-

thin)、淡水、綠色微藻(green microalgae)，

暴露在高照度燈光下會變紅色。換句話說，

綠色藻類中的葉綠素轉化為紅色蝦紅素。 
 

      美美肤中的蝦紅素來自愛施達力公司

(AstaReal®)，它是全球領先生長天然蝦紅

素的公司，在美國太平洋西北部加工。愛施

達力是在完全封閉的室內，培育非基因改造

的藻類，經由光生物反應器

（photobioreactors），培養富含蝦紅素的

細胞，是來自單藻細胞(single algal cell)。 
 

      愛施達力是全球研究此產品最大的品

牌，並對皮膚進行了六項臨床研究。研究顯

示，蝦紅素可增加膠原蛋白 (collagen)的生

產，支援皮膚保濕，促進皮膚光滑，增強皮

膚彈性和減少細紋。       
 

      來自本研究有很正面的結果，給參與者

每日服用蝦紅素 2 至 12 毫克。這是從所有

進行研究確定的有效份量。美美肤每份可提

供蝦紅素 6 毫克。 

 

      從各種海鮮食物來源，你平均一年所

攝取的蝦紅素大約為 11 毫克，所以你只

需服用兩天美美肤蝦紅素，即可得到超過

一年從食物中所供應的量。 

     若你了解更多，關於這令人難以置信

強力抗氧化劑的好處，你不會想錯過每天

服用美美肤。 

     美美肤蝦紅素結合其它的成份，具有

協同作用，含有：維生素 C 和氨基酸，

甘氨酸，L-賴氨酸(L-lysine) 和 L-脯氨酸

(L-proline)以及生物素（維生素 B7 )。 

增加這五種成份，可幫助蝦紅素在重建

方面發揮更好的作用，對你的頭髮、指

甲和皮膚賦予生命。 
美美肤如何運作美美肤如何運作美美肤如何運作美美肤如何運作 How BioVivify Works 

       

 

 

              

 

 

 

      請連接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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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膚皮膚皮膚皮膚．．．．指甲指甲指甲指甲．．．．頭髮頭髮頭髮頭髮                    

         與與與與蝦紅素蝦紅素蝦紅素蝦紅素    

  

    美國  

  6685E 

  33 美元 

   加拿大 

   6689E 

    34 元 

 

     膠原蛋白是你

體內最豐富的蛋白

質，可提供身體的

結構，肌腱、骨

骼、肌肉和皮膚。

  老化過程顯示最

明顯的是影響到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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膚，使皮膚的結構失去支撐和強度。

我們身體隨著漸漸老化，膠原蛋白生

產較少，所以皮膚變的更薄，更乾

燥，失去彈性。美美肤的蝦紅素，與

氨基酸和維生素 C結合，可增強保護

和支持纖維母細胞（fibroblast）。 

 

                                                                                                                                                            會員試用的反應會員試用的反應會員試用的反應會員試用的反應    

                                                                                                                                            Member Trial Feedback 
     董事主席俱樂部會員蜜雪兒龍(Michelle Long)參加了會員試用美美肤( BioVivify ) 產

品 3 個月。蜜雪兒驚呼著“服用大約兩個星期後，我開始看到結 

果，”而且持續的改善中，我的皮膚常感覺好像剛剛擦了保濕霜。 

 我也注意到了一些事情，在早上嘴唇不再有乾裂情形，我揉我的 

腳也感到很柔軟。 

     我今年 58 歲，多年來，“我的指甲上一直有垂直線，但它們也 

開始不見了。自從服用美美肤後我的頭髮很柔軟，不需要護髮 

乳，我不能沒有這個產品！” 

合成膠原蛋白，以更新失去的皮膚結構

和強度。 

      美美肤中加入生物素，可促進角蛋

白(keratin)的產生，是一種蛋白質存在

於皮膚細胞、指甲和毛囊中。生物素起

輔助作用，保護頭髮免受傷害，導致破

損、分叉、粗糙的角質層和失去色澤。 

 

 

                                                                            活力麥苗粉女孩活力麥苗粉女孩活力麥苗粉女孩活力麥苗粉女孩    

                                                                                    BarleyLife Girl                
 

      我是馮彩欣 9歲，住在華盛頓州，我與家人到愛

達荷州博伊西(Boise, Idaho)度假時，認識了在艾美

公司中文部工作的郭小姐。她鼓勵我服用活力麥苗粉
(BarleyLife)。 在我們住的度假屋中，我倒了 10 盎司不加糖的豆漿入杯中（我媽只倒了 8 盎司！），然後與

活力麥苗粉 2湯匙，紅甜菜粉(RediBeets )，紅蘿蔔

素(Just Carrots) 各 1/4 茶匙，混合後服用。 

      有一次，我們到雜貨店沒買到不加糖的豆漿，所

以我媽媽把我的艾美飲料與加糖的豆漿混合一起。

我試了一下扮了個鬼臉。我真的比較喜歡與不加糖

的豆漿混合較好喝。 我告訴我的媽媽她也很驚訝！ 

我每天都這樣的服用。 

       我媽媽她是艾美會員，我想要讓大家知道活力

麥苗粉不僅適用於成年人，小孩子也可以享受這個

非常特別的產品。 哦，還有……我們上週才開了一

瓶新的活力麥苗粉……現在只剩下 1/4罐了！ 

 



 

 

 

 

 

 

                                                                                                                                       

         

                                    天使讓我行動自如天使讓我行動自如天使讓我行動自如天使讓我行動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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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幸學習了他的技術，並修復了自己

的身體。” 

     勞拉的生命中還有另一個天使：艾艾艾艾

美董事美董事美董事美董事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俱樂部俱樂部俱樂部俱樂部會員陳玉霞博士會員陳玉霞博士會員陳玉霞博士會員陳玉霞博士

(Dr.Yu-Shiaw Chen)。。。。 “勞拉說，2022 

年 1 月，我獲得了舞蹈教學一級證書，

我週一到週五，每天教課兩個小時。這

個對我來說真的很難，但我做到了，也

多虧陳博士無休止的服務。” 

    “我因為不小心在 7-11 的地板上滑

倒，並面朝下，我向陳博士咨詢。她建

議我在嘴唇和鼻子上塗抹一些活力麥苗活力麥苗活力麥苗活力麥苗

粉粉粉粉（（（（BarleyLife）））），並使用鎂寧膚細胞鎂寧膚細胞鎂寧膚細胞鎂寧膚細胞

活化水活化水活化水活化水（（（（Mag-nificence CWR））））擦在周

圍，但不是在傷口上。第二天，我感覺

好多了。六天之內，完全痊癒了。 

     我認為可以好的這麼快，是因為我本

來就有天天服用保骨保骨保骨保骨鈣鈣鈣鈣（（（（CalciAIM）））），

以及婦女平衡膏以及婦女平衡膏以及婦女平衡膏以及婦女平衡膏(Renewed Balance 

Cream，，，，此產品只在美國銷售此產品只在美國銷售此產品只在美國銷售此產品只在美國銷售)  ；當然

也少不了菜園三寶菜園三寶菜園三寶菜園三寶(Garden Trio)。感謝

艾美公司這些高品質產品真的有效，充

分的營養補充，絕對可協助我們自體免

疫力，發揮它上天自然賦予人體的神奇

復原療效。也要感謝艾美的員工，每次

幫助我訂購產品。 

   住紐約州藍點市艾美專員勞拉艾美專員勞拉艾美專員勞拉艾美專員勞拉布魯布魯布魯布魯

克斯克斯克斯克斯（（（（Lauran Brooks of Blue Point, 

New York）， 這些年來她面臨著相當

多的挑戰。 

   勞拉說，“我在二十多歲的時候，是個

踢踏舞者、游泳和體操運動員，”她補

充說也是一名吸煙者。“我最後中風

了，左側癱瘓。”這種身體上的缺陷將

她與一個對她的舞蹈生活產生重大影響

的人聯繫在一起。 

  勞拉解釋 “我可愛的天父給了我路易吉

(Luigi)，一位世界著名的爵士舞老師”。

“他因車禍而癱瘓，並創造了一種爵士

舞技巧來修復自己的身體。”路易吉持

續的拍攝許多電影，包括白色聖誕節和

雨中歌唱(Singing in the Rain)。他給了

勞拉終身獎學金，讓她在紐約的爵士舞

蹈中心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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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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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