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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身保健套裝產品 

健康耆年(上) 

健康耆年(下)  

14 年來身心舒暢的享受 

    強身保健套裝強身保健套裝強身保健套裝強身保健套裝產產產產品品品品    

  Body Boosting! 
    想像一下，如果你每天吃超過一

磅的蔬菜，那該會有多麼的健康。當

你每天服用艾美菜園三寶艾美菜園三寶艾美菜園三寶艾美菜園三寶(AIM Gar-

den Trio) 粉，這全食物產品一份的

服用量，就可以獲得超過一磅以上，

以植物為基礎強身保健的營養素。 
 
 

     每天攝取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BarleyLife)、、、、

紅蘿蔔素紅蘿蔔素紅蘿蔔素紅蘿蔔素(Just Carrots)、、、、紅甜菜粉紅甜菜粉紅甜菜粉紅甜菜粉

(RediBeets)，是最簡單、最方便的方

法，它們來自大麥葉、胡蘿蔔和紅甜

菜。你很容易從中得到超過一磅純植物

的營養素。艾美幫助您輕鬆的做到，也

不需要購買整磅所需要的食物，還得清

洗及榨汁。 

 

 

 

 
每罐 12.70 盎司 

          360 公克                                                

含有 12 磅大麥草                                                

的葉子，每份服 

用量含 0.13 磅。 

 

     當然，用來製做艾美菜園三寶艾美菜園三寶艾美菜園三寶艾美菜園三寶的

這三種天然植物，榨汁後已去除纖

維，在做成濃縮粉末的營養素。這

套強身保健套裝產品，也加入草本草本草本草本

纖維素纖維素纖維素纖維素(Herbal Fiberblend) 粉末的

產品，它含有豐富的纖維，纖維也

是我們每日很需要的。 
 

   這些產品可以單獨訂購，也可購

買套裝組合較為省錢，在美國強身

保健套裝提供會員四種選擇，加拿

大提供會員一種套裝組合。 

   強身保健套裝強身保健套裝強身保健套裝強身保健套裝1 Body Booster 1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142.00（（（（5566E））））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145.00（（（（5568E）））） 

 

 

 

每罐 14.1 盎司 

         400 公克            

含有 22 磅生胡

蘿蔔，每份服用

量含 0.67 磅。 

 

每罐 8.8 盎司 

        250 公克 

含有 15 磅紅甜

菜，每份服用 

量含 0.24 磅。 
 

  每罐 13 盎司 

         375 公克 

每份服用量含 5 

公克纖維，再加

上具有清潔作用

的草本植物。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耆年耆年耆年耆年    

    我們每個人都想活到老，身體能有

良好的健康情況，但不幸的是沒有魔法

杖或是神奇藥丸，可以保證這事情會發

生。我們所能做的是選擇已知道是好的

生活方式，來支援我們身體健康，並且

要堅持下去。  
   儘管有無窮盡的選擇，但有些事情真

的從來沒改變過：營養、運動、睡眠、

社交互動，與笑聲。這些簡單的成份可

以讓我們健康老化。  
      全世界的艾美會員已選擇健康的生活

方式，他們服用艾美營養補充品，來加強

食物的攝入量。這就像魔術師從他的禮帽

中拉出兔子一樣，艾美以植物為基礎濃縮

的營養品，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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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oa 

LeafGreens ））））和紅蘿蔔素紅蘿蔔素紅蘿蔔素紅蘿蔔素（（（（Just Car-

rots ）））），及膳食補充品包括草本纖維素草本纖維素草本纖維素草本纖維素

（（（（Herbal Fiberblend））））和銀杏精銀杏精銀杏精銀杏精

(GinkgoSense)，這些營養素有助於支

援身心健康，促進健康老齡化。 
 

   這不是魔法。可以很簡單在您的營養

攝取中添加綠色蔬菜補充品，還有其它

的蔬菜與纖維，以及有益的草本植物，

這完全是明智之舉。能為您的身體提供

更多茁壯成長所需的營養和植物營養

素，更為您一生良好的健康奠定基礎。 

 

 

 

 

 

 

 

 

 

 

 

霍蘭德之路霍蘭德之路霍蘭德之路霍蘭德之路 

The Hollander Way 
 

   有一位年長者盧霍蘭德(Lew 

Hollander) ，他把保持健康變成生

活使命的一部分。他是世界冠軍運

動員，作家與物理學家。多年來，

他對自己身體的挑戰達到了極致，

他參加馬拉松比賽，鐵人兩項，以

及需要耐力騎馬和長跑的鐵人三項

比賽。 

    盧在82 歲時，以最年長者完成夏

威夷鐵人三項比賽，獲得金氏世界 

紀錄(Guinness Book of World  

Records) ，這是三段運動持續的比

賽，包括游泳、騎自行車和長跑。 
 



 

 

 

 

     盧在 86歲時達到了另一個年齡的

記錄，他通過並完成令人難以置信艱

苦的騎馬比賽，這涉及兩個人的團隊

和一匹馬。 

      87歲時盧完成了逃離惡魔島鐵人

三項比賽（the Escape from Alcatraz 

Triathlon)，這是被認為最危險的比賽

之一。他也是最年長的參賽者，他的

紀錄與得獎實在太多了，我們無法將

它全部列出來。 
 

       盧相信要實現與完成這些身體成

就的秘訣，與健康老化，就是需要給

您的身體提供適當的能量，並繼續活

動超越您感覺無法繼續下去了。現在 

91歲高齡的他仍然在參與比賽。         今年夏天他來艾美總部參訪，位

在愛達荷州南帕市(Nampa, Idaho)，

盧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明年，我將

前往澳大利亞參加鐵人三項比賽，這

也是 2022 年世界錦標賽的一部分。” 

   許多年前，他已將各種艾美全食

物與膳食補充品，做為他的營養攝

入，盧強調這些產品對他的生活，精

神和身體機能與衰老過程，都持續產

生正面的影響。 

     他的一天從營養開始，盧喝了一種

飲料，包括活力麥苗粉包括活力麥苗粉包括活力麥苗粉包括活力麥苗粉、、、、保骨鈣保骨鈣保骨鈣保骨鈣

（（（（CalciAIM）、）、）、）、耐力飲料耐力飲料耐力飲料耐力飲料（（（（Peak En-

durance））））和紅甜菜和紅甜菜和紅甜菜和紅甜菜粉粉粉粉。。。。“我把 10 天

份的艾美產品放入一個碗中混合，在

將這些粉末放入拉鍊袋中，以供日常

服用，他說“我能站在這裡說我 91歲

了，這要感謝艾美綠色飲料帶給我的

好處。” 

 

 

 

直突破他的身體功能達到了極限。使用它

或是失去它(Use It or Lose It) ，這是他今

年出版傳記的標題。 
 

         儘管很多人認為酸痛與疼痛是衰老

的自然一部份，但盧不同意。“我早上

從床上跳下來，就能跑到我們家房子後

面的山上，然後跑回來後也沒有任何疼

痛，”他驚呼道。我能夠保持我的身

材，我的身體也沒有任何疼痛。  
   與此同時，盧知道要把握時間，“我明

顯變老”任何人都不喜它，但樂齡生活是

有趣的。”他承認堅持不到長者的收容“倉

庫” (warehoused)。“我有許多事情要

忙。我期待能再有下一個 20、30 年，為

什麼說不呢？生活確實很美好。” 

 

 

 

 

 

 

 

 

 

 

 

 

 

 

 

 

 

 

 

 

 

 

 

 

 

 

 

 

 

 

 

 

 

“感謝艾美綠色

飲料帶給我許多

的好處，我才能

站在這裡說我

91歲了。” 

    盧相信獲得足夠營養可以讓您的身

體自我修復和重建。你必須知道使用

你的身體或是失去它，多年來，他一 
 

  “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人生故事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人生故事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人生故事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人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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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年來身年來身年來身年來身心舒暢的享受心舒暢的享受心舒暢的享受心舒暢的享受 (14 Years of Wellness) 
            ～紐約卅角岩點市艾美專員朱瑜小姐（Beth Lin，Rocky Point，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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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為什麼我決定要加入艾美全食物營養系 

列的會員呢？接下來是我的故事：我以前或

多或少都會有一些身體上的小毛病，不是什

麼大病，但也偶爾不舒服，都沒想過找什麼

專科的醫生好好處理。 
 

     就我這方面來看，例如每年的秋冬，我

都會開始咳嗽、流鼻水、聲音沙啞、嘴角破

皮。指甲特別容易斷裂或是手肘癢癢的，我

都會去一直抓想要止癢；結果反而變得有囊

腫、爛水泡再抓就破皮，不但表皮不好看，

而且我也到處遮遮掩掩的，不想讓人知道皮

膚不好醜醜的。  
 

     另外呢，我也不時就會便秘，消化不

良。讓我只好緊盯著我的體重，不希望過

胖。所以呢我的櫃子總是一大堆止咳藥水或

者是滴露消毒液，都是我從藥房裡面買回來

現成的；希望可以方便解決問題。 
 

   那時候輾轉知道艾美董事主席陳玉霞博

士有 10 個禮拜的營養健身課程。我覺得這

應該會對我有幫助，所以我勇敢的踏出第一

步！就在那一年我從她的課程計劃裡面，學

到很多東西：我唯一無法抗拒就是愛吃甜，

甜食更是我最大的敵人。  
   然後喝水就該要像攝取活氧空氣一樣，
是維生的必需品。所以我都大量的喝水、運
動、呼吸新鮮空氣！一直到我 10堂課上完
之後，她才緊接著推薦我開始服用艾美活力艾美活力艾美活力艾美活力
麥苗粉和艾美草本纖維素麥苗粉和艾美草本纖維素麥苗粉和艾美草本纖維素麥苗粉和艾美草本纖維素。。。。 

 

   像變魔術般地，馬上有立竿見影的效

果，兩個月內我便秘半輩子的習慣，竟然

獲得重大的改善：一直到第二年我加入艾艾艾艾

美草本精華美草本精華美草本精華美草本精華(Herbal Release)後，冬天也

不再咳了。然後呢..不但擺脫這麼多令人煩

惱的痛苦之外，我的體重竟然還可維持在

一定水平。甚至我整個人變得更有精神，

從此我把罐子裡面那一堆止咳藥水；還有

止痛藥、瓶瓶罐罐、全部丟掉。 
 

     目前我仍持續天天維持愛用的艾美艾美艾美艾美產

品有菜園三寶菜園三寶菜園三寶菜園三寶(Garden Trio)，它含活力活力活力活力

麥苗粉麥苗粉麥苗粉麥苗粉，，，，紅蘿蔔素紅蘿蔔素紅蘿蔔素紅蘿蔔素，，，，紅甜菜粉紅甜菜粉紅甜菜粉紅甜菜粉。。。。還有保骨保骨保骨保骨

鈣鈣鈣鈣（（（（CalciAIM）））），益骨健益骨健益骨健益骨健(Frame Essen-

tial) ，，，，有機亞麻籽油有機亞麻籽油有機亞麻籽油有機亞麻籽油 (AIMega) ，，，，和和和和艾美艾美艾美艾美

蔓越莓蔓越莓蔓越莓蔓越莓(Cranberry)！！！！ 
 

      不管我走到哪裡，也都隨身帶著艾美艾美艾美艾美

益菌食物益菌食物益菌食物益菌食物（（（（FloraFood）））），，，，還有鎂寧膚鎂寧膚鎂寧膚鎂寧膚細細細細

胞胞胞胞活化水活化水活化水活化水(Mag-nificence Cell Wellness 

Restorer)；也都可以在我的各個房間裡

面找得到；實在太方便了！尤其是益菌食益菌食益菌食益菌食

物物物物在牙痛還有發高燒的時候我可以服用。

我斷裂的指甲跟會癢的手肘也不再復發。 
  

      在這樣瘟疫肆虐的挑戰性時刻，我再

加入艾美抗氧化劑艾美抗氧化劑艾美抗氧化劑艾美抗氧化劑 2000 （（（（Proancynol 

2000））））和艾美銀杏精和艾美銀杏精和艾美銀杏精和艾美銀杏精（（（（GinkgoSense））））

的多重保護。 
 
 

      我由衷明白，不論再怎麼感激陳博士

都不夠！因為她不但教我這麼廣大的全食

物蔬食營養學, 還有食療知識，14 年來我

也從未間斷地保持對艾美產品的支持！ 
 

     我現在享受的分分秒秒、健康愉快又

身心舒暢的生活品質，都是因為一開始我

就懂得踏出第一步！誠心接受陳博士一步

一步，帶領著進入營養營養營養營養健身健身健身健身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Healthy Weight for Life) 的美好安排，

讓我終身受益！ 

 

 

    太划算啦!報

名 10 個禮拜的

營養健身課程，

卻換來長達 14

年身心健康舒暢

的享受。一開始

知道艾美的產品

是 2006 年，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