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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期的體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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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艾美一起運動 

艾美保骨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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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生活中有令人遺憾的事實，世界上有

許多的孩子，他們現正面臨著一個極大，但

可以預防的健康問題：體重超重（體內有多

餘的脂肪）或肥胖（有太多的身體脂肪）。 
 

     世界衛生組織（WHO）提出了一些令人

擔憂的問題，關於體重過重受影響的兒童

人數的統計數據： 

•  5 歲以下的有 4100 萬人 

• 年齡在 5-19 歲的人口超過 3.4 億 
 

     世界衛生組織指出，這與能量不平衡，

消耗的卡路里和燃燒的卡路里有關聯，也

是造成這些體重問題的根本原因。在全

球，人們正在吃更多的高脂肪食物，並減

少體力活動。這兩種生活方式都被年輕一

代接受了。 
 

    超重或肥胖的兒童通常會在成年後保持

這種狀態，從而增加他們早期發生心血管

疾病，2 型糖尿病和骨關節炎等健康問題的

風險。一個不健康與壓力沉重的孩子在生

活中沒有地位。 
 

減輕體重的問題減輕體重的問題減輕體重的問題減輕體重的問題 

Reducing Weight Issues 
 

      被視為正確的方式是食物與定期運動，

這是保持健康體重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父母

需要負責為兒童提供指導和紀律，以避免或

扭轉肥胖的趨勢。 
 

     艾美能為兒童提供健康的營養補充品，所

提供的營養素，是純素食飲料，而且熱量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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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美 健康簡報

是孩子們最喜愛的巧克力口味飲料，每份

只有 10 卡路里。 
 

    
 
                               

                    兒童期的體重問題兒童期的體重問題兒童期的體重問題兒童期的體重問題    

Childhood WEIGHT ISSUES 

 

  低。一份活力麥活力麥活力麥活力麥    

    苗苗苗苗 BarleyLife 

    或紅甜菜粉或紅甜菜粉或紅甜菜粉或紅甜菜粉 

  RediBeets，，，，只 

  有 15 卡路里。  

  可可活綠蔬菜粉 

CoCoa 
LeafGreens 

  

可可活綠蔬菜粉可可活綠蔬菜粉可可活綠蔬菜粉可可活綠蔬菜粉 

      僅僅僅僅 10 卡卡卡卡 

  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 

     僅僅僅僅 15 卡卡卡卡 

  艾美營養補充品最重要的是為孩子們

提供合適的食物，維持他們的體型，讓

他們有一個健康的未來。 



 
 

 
 
 

印象深刻醫生說印象深刻醫生說印象深刻醫生說印象深刻醫生說，，，，““““繼續繼續繼續繼續妳所妳所妳所妳所做的事做的事做的事做的事””””

（（（（Impressed doctor    says, 

““““Continue what you’re d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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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克力本市的艾美  

專員黛妮松伊分享 

（Danae Songy, from    

Cleburne, Texas）～ 
 
 

      2013 年 1 月，我被

診斷出患有-復發緩解型 

多發性硬化症（remitting- recurringmultiple 

sclerosis，簡稱 MS），這是一種慢性典型進行

性的疾病，會損害大腦和脊髓中的神經細胞鞘 

（nerve-cell sheaths）。我的症狀包括視力障 

礙，平衡問題與腿部和手部麻木。 
 

      我是一名空中絲綢雜技演員，這需要很高

峰的運動能力與耐力，我一生致力於健康，也

一直過著健康的生活方式，飲食幾乎是素食。

這診斷讓我難以理解。 
 

                           在我服用 MS藥物的五年中，我每年至少有

四次要與支氣管炎奮鬥，並且失去了聲音，這 

影響我在基督教電台做全職 DJ 的能力。 
 

     還有在我的眼睛附近也長了基底細胞癌 

（basal cell carcinoma）。我的醫生推測很可

能是由於治療 MS，所引起的免疫系統受到抑

制的結果。因此，我不僅關注這種可怕的疾病

，也關注藥物的副作用。 
 

     我的媽媽和我一直在禱告祈求上帝指引。

大約那個時候，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我的藥

物送貨日延遲了，所以我沒有藥物服用。然

後，我偶爾在沃爾瑪（Walmart）超市遇到艾

美董事主席會員蜜雪兒龍（Michelle Long）。

我也認識她的媽媽珍娜寶利（Janet Pauly），

以及知道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BarleyLife））））是如何的

幫助她。蜜雪兒和我談到了活力麥苗粉，在我

的藥物沒到貨前，我決定要試試看活力麥苗

粉，用來支援我的免疫系統。 
 

                           我在 2018 年 7 月份做了常規核磁共振攝影

（MRI）檢查。很快的已過了 7 個月。我對神 

 
 

經科醫生後續的預約感到非常的緊張，

主要是因為我再也沒有服用過我的藥

物，有些醫生他們不看不服用處方藥的

病人。我要明確的說，我當然不主張人

們在沒有諮詢醫療保健專業人員的情況

下停止服用處方藥。 
 

      我的神經科醫生沒有放棄我這個病

人。事實上，他說我有高於平均水平的

腦部組織，我的腦部沒有新的病變，並

問我一直在為我的身體做些什麼。我提

到我在服用從全食物萃取濃縮的果汁粉

末營養素，以及主要吃素食，也避免糖

和白麵粉，並喝大量的水和充足的睡

眠。我還描述了我的雜技表演常規工作

和許多其它的有氧運動。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的醫生告訴我的醫生告訴我的醫生告訴我的醫生告訴

我繼續這種生活方式我繼續這種生活方式我繼續這種生活方式我繼續這種生活方式，，，，並要求我允許並要求我允許並要求我允許並要求我允許他他他他

分享我的故事分享我的故事分享我的故事分享我的故事，，，，以以以以作為作為作為作為傳統傳統傳統傳統 MS 療法療法療法療法/藥藥藥藥

物的替代品物的替代品物的替代品物的替代品。。。。我很激動我很激動我很激動我很激動，，，，也鬆了一口也鬆了一口也鬆了一口也鬆了一口

氣氣氣氣，，，，並並並並感謝上帝的回答感謝上帝的回答感謝上帝的回答感謝上帝的回答。。。。 

     我從 2012 年以來，就沒有再發生過

任何 MS 的情況，我把這所有的榮譽歸

功於上帝。但我相信活力麥苗粉與健康

的生活方式也是至關重要的，還有運動

與營養同樣的重要。但我不能肯定地說 

活力麥苗粉正在幫助管理我的 MS 症

狀，但這五年來的服用很特別的是沒有

不好的症狀。 

   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 BarleyLife  
 

是以營養密度最高時採收的

幼嫩大麥草植物的果汁，它

可以鹼化我們的身體。

    



  

 
 

          

                  
 
          
 

                 

 
 
 
 
 
 

 
 

                 與艾美一起運動與艾美一起運動與艾美一起運動與艾美一起運動 Working Out with AIM  
 

        即使現在我已 70 多歲，也服用艾美產品，但我仍想繼續的學習，如何隨著年齡的增

長改善我的健康和活動。最近我在健身房運動時想要有更多的能量，所以當我聽說艾美

會員塞萊斯特戴維斯（Celeste Davis），她教她的一些學生用艾美粉末產品混合著飲

用，以增加他們的能量，我非常感興趣。現在我服用我的“健身酒Work Out Wine”，它結

合 1勺艾美耐力飲料 AIM Peak Endurance，1勺紅甜菜粉 AIM Redibeets 和 1勺保骨鈣

AIM CalciAIM，把它放入 20盎司的藍色搖杯中，並加滿水。我每周帶到健身房飲用 3-4

次，因為我在划船訓練機上運動，伸展，自由重量，TRX懸掛訓練，做瑜伽等。 
 

       現在我很喜歡它，我有更多能量！感謝塞萊斯特，謝謝您提高我的生活品質！ 
  

                                            ～加拿大安大略省滑鐵盧市艾美董事珍．巴克斯特 

                                 （ Jan Baxter, Waterloo，Ont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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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證見證見證見證:::: 紓解過敏與偏頭痛紓解過敏與偏頭痛紓解過敏與偏頭痛紓解過敏與偏頭痛 (Relief from Allergies and Migraines)     
        我在幼年時期有過敏的問題，這些年來變得更糟糕。我發現是由於灰塵所引起，我

無法做任何的清潔工作或園藝（室內植物或花卉）。 
 

        聞到新鮮的牡草或草的味道就會讓我生病，我的反應是流鼻水與鼻塞，眼睛變紅，

而且水汪汪的。我的頭感覺好像要裂開似的。 
 

        經使用艾美產品兩年後，我的過敏不見了，去年夏天我可以在戶外的菜園與花園工

作，我也幫助翻曬牧草，真要感謝艾美產品的幫助，讓我不在有偏頭痛的問題，這是值

得被祝福的事情。 
 

       我使用的產品有菜園三寶 Garden Trio，活綠蔬 

菜粉 LeafGreens，抗氧化劑 2000 Proancynol 2000， 

草本纖維素 Herbal Fiberblend，草本精華 

Herbal Release，熊爪大蒜 Bear Paw Garlic， 

婦女平衡膏 Renewed Balance（熊蒜與平衡膏 

只在美國銷售），鎮靜放鬆劑 Composure。 
 

                                ～住俄亥俄州米勒斯堡市艾菲赫 

                       什伯格（Effie Hershberger，Millersburg OH）～ 
 

                       見證文章來自: Nutrition That Works Testimonies 

 

            請續上頁 

       然而，自從我開始服用活力麥苗粉以

來，我的整體健康狀況有所改善。我睡得

更好，精力充沛，而且月經來也不再有疼

痛。我喜愛我的活力麥苗粉，並且整天都

渴望它！ 
 

   我與艾美的旅程才剛剛開始。我要繼續享

受活力麥苗粉的好處，也要分享給其他人活

力麥苗粉與其它的艾美產品，並看到它們對

健康產生積極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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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骨質疏鬆症發生骨折的頻率來自骨質疏鬆症發生骨折的頻率來自骨質疏鬆症發生骨折的頻率來自骨質疏鬆症發生骨折的頻率 

Bone Fracture Frequency from 
Osteoporosis 

• 研究顯示在 50歲後有三分之一的女性  

    和五分之一的男性，將會經歷骨折。 

• 在全球各處，有人正在受苦，每 3秒鐘 

   就發生一起骨質疏鬆性骨折。 
 

 

   

       

    艾美保骨鈣艾美保骨鈣艾美保骨鈣艾美保骨鈣 CalciAIM: 

     容易吸收的鈣飲料 
 

     隨著年齡的增長，身體對鈣的吸

收變得更加困難 。艾美保骨鈣是柑

橘味的天然綜合粉末產品，結合這

些酸性的柑橘有助於分解礦物質 。

飲用前將保骨鈣粉末加入水中，會

產生碳酸反應（fizzy action），成

為容易吸收的離子鈣(ionic 

calcium)。 

 

                人體系統人體系統人體系統人體系統 

 HUMAN BODY SYSTEMS 

 

 

        肌肉肌肉肌肉肌肉                心血管心血管心血管心血管                神經神經神經神經    

 

身體有足夠的鈣對於心血管，肌肉，神經

和骨骼系統維持最佳功能至關重要。長期

缺乏鈣會導致骨骼和牙齒鈣化，並引發骨

質疏鬆症( osteoporosis)，骨質疏鬆症是一

種導致骨骼脆弱的疾病。 

 

艾美保骨鈣中含有增強鈣吸收的成份艾美保骨鈣中含有增強鈣吸收的成份艾美保骨鈣中含有增強鈣吸收的成份艾美保骨鈣中含有增強鈣吸收的成份 

• 維生素維生素維生素維生素 D 

• 鎂鎂鎂鎂 

• 離氨酸離氨酸離氨酸離氨酸 L-lysine 

• 鋅鋅鋅鋅 

• 維生素維生素維生素維生素 C. 

     艾美艾美艾美艾美保骨鈣保骨鈣保骨鈣保骨鈣混合混合混合混合 
 

碳酸鈣碳酸鈣碳酸鈣碳酸鈣：：：：在地球上存量最豐富，

天然形式的鈣。 

乳酸鈣乳酸鈣乳酸鈣乳酸鈣：：：：是溶解鈣的有機形式,

在整個消化道的生體可用率高。

葡萄糖酸鈣葡萄糖酸鈣葡萄糖酸鈣葡萄糖酸鈣：：：：促進腸道益菌的

繁殖,增加鈣的吸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