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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活動的演講人是瓊範倫斯堡(Joan 

van Rensburg)。在開始演講前，瓊走近我

說上帝今天與我有約會.. .這將改變我的生

活，並再次給我希望。 
 

    使用艾美產品幫助我及我的家人變得更健

康。我最大的願望是為我的孩子們留下一份

健康的遺產。 
 

     我已減了體重. . .和壞的習慣。我規律使

用艾美產品，這樣我可以言行合一，做他人

的榜樣！我的財務狀況也有所改善。 
 

     我的沙龍是一個熱鬧，熙來攘往的地方，

在這裡我可以與客戶成為朋友，進行密切的

交談，也提供一個很好的平台分享我新發現

的知識。 
 

      一個月又一個月的，我的獎金金額不斷的

成長，激勵我更加努力地工作，並設定新的目

標。我們甚至能夠在海邊的度假村，度過第一

次的家庭假期。這一切都是透過艾美我的上線

和下線的支持才能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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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美董事艾曼達韋斯特    

           住南非普勒陀利亞分享見證 

  Amanda West，Pretoria, South Africa 
  

    這多年來，早在疫情大流行之前，我已

經是個戴著面具過活的人：艾曼達的“面具”  

向人展示一個無比精彩，經常歡笑的外表。

然而，在內心深處，我拼命地哭求上帝拯 

救我。   

   我一直在體重和疾病中掙扎。事實上，

我正為自己的臃腫陷於混亂及苦惱中。 

   同時，我與很棒而且支持我的丈夫，養育

了四個青少年的孩子，而且他們都在家裡上

學。我做美甲師的工作，生活不可否認經常

是一場瘋狂、全職、以及困難的任務。 

    在我最絕望時，收到了邀請，去參加一

個真正改變我生活的活動。在 2021 年 5

月，40 歲的我走進了一個滿是天使的房間。

我的朋友梅琳馮考斯 (Merleen von Cause) 

的邀請，我參加了在伊爾兹範普萊岑 (Ilze 

van Pletzen) 家中舉行的艾美會議。我遇到

的每個人都充滿了優雅、內在美及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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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能會以多種方式享用蕃茄的美味：

在三明治、沙拉、歐姆蛋、醬汁、湯、以及

果汁等。這蔬菜到處都有，它以水果的姿態

出現在世界舞台上。 
 

       強力的蕃茄鮮為人知的是，它產生的橘

紅色含有豐富的蕃茄紅素(lycopene)，這 

是有益的抗氧化劑。 

蕃茄紅素是植物的一 

種天然色素，它賦予 

水果和蔬菜五彩繽紛 

的色彩，是屬於類胡 

蘿蔔素之一，對健康 

有許多的益處。 
 

     在西方國家，大約 

80% 的蕃茄紅素攝入量，直接來自蕃茄和蕃

茄製品。 
 
 

     研究顯示，飲食中含蕃茄紅素可降低各 

種慢性病的風險。1 與許多植物營養素一樣

的，蕃茄紅素被認為是一種以植物為基礎，

具有預防性的天然抗氧化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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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力的艾美產品強力的艾美產品強力的艾美產品強力的艾美產品    

Mighty AIM Products 
 

     抗氧化劑抗氧化劑抗氧化劑抗氧化劑 2000 (Proancynol 2000) 

和攝護康和攝護康和攝護康和攝護康  (ReAssure SP)中的蕃茄紅

素是萃取自蕃茄的天然成份。 
 

     作為抗氧化劑 2000 結合的七種保護

性抗氧化成分之一，蕃茄紅素被證明可

以保護 DNA、蛋白質和脂類對抗氧

化。此外，它還可以對抗自由基，防止

過氧化氫(hydrogen peroxide)、二氧化

氮(nitrogen dioxide)和羥基自由基(hy-

droxyl radicals)等。3可以給你的身體更

多的抗氧化劑，而抗氧化劑 2000 就含

有最高量的抗氧化劑補充品。 
 

       艾美在開發支援攝護腺健康的膳食

補充品時，就選擇天然的蕃茄紅素。那

是因為吸收高濃度的蕃茄紅素儲存在前

列腺中，而且也已經被證明可以抑制攝

護腺上皮細胞的生長。3  艾美來自蕃茄

萃取的蕃茄紅素補充品，確實是很令人

印象深刻的。 

 
 

          2 粒抗氧化劑 2000 

      提供 15 毫克蕃茄萃取物 

       標準化為 6% 蕃茄紅素 

參考資料: 

1 bit.ly/1_BeneficialLycopene 

2 bit.ly/2_BeneficialLycopene 

3 bit.ly/4_BeneficialLycopene 

              2 粒攝護康 

    提供 71.4 毫克蕃茄萃取物 

 標準化為 7% 蕃茄紅素 

           抗氧化劑抗氧化劑抗氧化劑抗氧化劑 2000 - 60 粒膠囊粒膠囊粒膠囊粒膠囊 

美國:代碼 2120E，會員價 31.50 美元， 

        顧客價 34.00 美元  

加拿大:代碼 2170E，會員價 33.25 加幣， 

           顧客價 35.00 加幣 

                      攝護康攝護康攝護康攝護康 - 60 粒膠囊粒膠囊粒膠囊粒膠囊 

美國:代碼 5181E, 會員價 30.50 美元， 

        顧客價 33.00 美元 

加拿大:代碼 5183E, 會員價 32.25 加幣， 

             顧客價 34.00 加幣 

 



 

 

 

 

 

 

 

 

 

 

 

 

 

 

 

 

 

 

 

 

 

 

 

 

 

       提升個層次那些手裡拿著桿子，看起來像

是在滑雪山坡上四處走動漫遊的人：稱為北歐

式健走(Nordic Walking) 。 2022 年 6 月份加拿

大心臟病學雜誌，發表了一項針對冠心病患者

的隨機對照試驗。參加北歐式健走計劃的人，

他們比接受高強度訓練或中強度訓練的人，健

康經歷了更大的改善。2 

 

       即使你對運動的想法敏感，你不認為你至

少應該要散步嗎？ 

       

 

 

 

 

            走路的好處走路的好處走路的好處走路的好處 Walking Works 
   對於那些實際上沒有常規運動，而努力

維持健身房會員資格的人，或是那些將跑步

視為只在被追趕時才會做的人，這裡有個令

人欣慰的想法：有證據顯示，走路運動也是

一種有氧運動，可幫助你減輕體重。 
 

    人有兩條腿是用來走路的。而且不需要任

何特殊的訓練，就可以將一腳放在另一腳前

面向前移動。事實證明，步行對身體和精神

有許多健康好處。 
 

    步行可以清理凌亂的思路和壓力，特別是

如果您能夠沉浸在大自然中。即使定期在城

市街區漫步也是有益的。 
 

    沙發馬鈴薯需要注意：2019 年一項針對

久坐員工的隨機對照試驗顯示，他們在連續

或間歇性步行中的體重、脂肪量和體脂百分

比方面獲得了類似的好處。1只需要走路就

能幫助心臟健康、減輕體重的效果。 

  心血管（有氧）運動意味著讓您的心

臟、肺和大肌肉群工作。至少以每小時

2.5 英里的速度行走才符合有氧運動。3 

參考資料: 

1 bit.ly/WalkingOffFat     

2 bit.ly/NWResults 

3 bit.ly/AerobicWalking 

            見證分享見證分享見證分享見證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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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溫哥華艾美董事 Karen Chan, Director, Vancouver, BC 
 

         大約一個月前，我注意到我的手有時會不由自主的顫抖。 

這反應讓我很困擾。還記得幾年前曾讀過一篇關於活綠蔬菜粉 

(LeafGreens) 的文章，內容是關於食用深綠色蔬菜的好處。深 

綠色蔬菜含豐富來源的類黃酮（flavonoids），這是一種天然植 

物化學物質，有助於減少氧化壓力（oxidative stress），氧化 

壓力是導致許多神經系統健康問題的關鍵因素。我服用可可活 

綠蔬菜粉（CoCoa LeafGreens) 大約兩週後顫抖就消失了。我 

想要分享给其他的會員們，可可活綠蔬菜粉是一種對健康非常 

有益的綠色食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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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盎司/ 180公克 

美國:代碼 6381E，會員價 40.50 

美元，顧客價 43美元 

加拿大:代碼 6570E，會員價 

42.25加幣，顧客價 45加幣 



        

ㄡ

ㄡㄡ

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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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o 美美肤美美肤美美肤美美肤組合六種成分，可以增強你的皮

膚、頭髮和指甲健康，成份含有：藻紅素、

L-脯氨酸、甘氨酸、L-賴氨酸、生物素（維

生素 B7）和維生素 C。 
 

主要優點和主要優點和主要優點和主要優點和與特色與特色與特色與特色    

(Key Benefits and Features)    

••••    減少面部細紋 

••••    支緩膠原蛋白合成 

••••    保護膠原蛋白免受氧化損傷 

••••    支緩皮膚保濕和光滑 

•••• 增強皮膚彈性 

••••    減少頭髮斷裂和分叉 

••••    促進角蛋白生成 

•••• 改善粗糙的角質層 

 

  

 

          Bio 美美肤

美美肤美美肤

美美肤 - 60 粒
粒粒

粒素食

素食素食

素食膠囊

膠囊膠囊

膠囊 

美國:代碼 6685E，會員價 33美元， 

        顧客價 35美元 

加拿大:代碼 6689E，會員價 34加幣， 

            顧客價 36加幣 

Bio 美美肤美美肤美美肤美美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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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藻紅素藻紅素藻紅素藻紅素(Astaxanthin)   
   

     發音為 asta-ZAN-thin，藻紅素是 Bio 美美肤(Bio-

Vivify)的主要成份。這種強力抗氧化劑是類胡蘿蔔素

(carotenoid)家族的紅色成員，可以提供多種對健康的

好處。 

    Bio 美美肤中的藻紅素來自美國太平洋西北部愛施達力公司

(AstaReal®)，非基因改造的淡水微藻。技術人員精心挑選微藻

單細胞進行培養，是在完全封閉的室內經由光生物反應器

（photobioreactors）培養。藻類分解其綠色葉綠素，將其變成

富含藻紅素的紅色細胞。使用 100% 無溶劑萃取方法，藻紅素

被分離並濃縮可用於 Bio 美美肤。  “下期待續”   

藻紅素藻紅素藻紅素藻紅素來來來來源源源源  (Sourcing Astaxanth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