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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掉下來不會離果樹太遠 

我的髖關節置換手術       

唇皰疹消失了                                    

抗氧化劑 2000 可增加抗氧化劑 

纖維+艾美蔓越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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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美 健康簡報

  蘋果蘋果蘋果蘋果掉下來不會離果樹太遠掉下來不會離果樹太遠掉下來不會離果樹太遠掉下來不會離果樹太遠        
    The Apple Doesn’t Fall 
       Far from the Tree 

她討論，如果她失明又不能走路，將很難照顧

她。我建議她試試艾美產品，看看是否有幫

助。經服用六週內，我的母親可以自己起床。 
 

   因此，經十年後，我母親說：“我真的很

想騎摩托車拍些照片”，也要讓艾美知道我目

前的情況如何，就這樣我們帶著她上路。 
 

         在勞動節那天我的丈夫唐（Don），帶著

我媽媽去騎摩托車，我在前面帶路。我們沿

著那條她小時候生活的街道騎。這對她是一

生難得的經驗。 
 

        俗話說，蘋果掉下來不會離樹太遠（是父

母與子女相似的意思）。我的母親與我都喜

歡騎摩托車，也都很喜歡艾美產品！ 

 

            ～俄亥俄州的米德爾敦市 

      (Middletown, OH) 艾美藍寶石董事 

         辛蒂龐裘（Cindy Ponchot）～ 
 

      我的母親路易斯．科赫（Lois Koch）

在青少年時期曾經騎過摩托車。當她和我

父親交往約會時，會騎摩托車跟在他的後

面一起兜風。 
 

      就在今年，我的媽媽讓我們知道她很想

再騎摩托車。她今年已經 89 歲。可讓她再

重騎摩托車的原因是因為她從艾美的產品

中獲得了幫助。 
 

       早在 2009 年，我的母親因嚴重原因而

致情緒低落。還患有三種類型關節炎

（arthritis）使她的手和膝蓋殘廢。她不得

不用升降椅幫助起床，也要用步行器幫助

她到處走走。 
 

      之後，她被診斷出眼睛黃斑部病變

（macular degeneration），我很認真的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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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Hip Repla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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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但是早在第五週時，我已經開始教導

我的健身課程。 
 

       我繼續常規服用艾美產品：菜園三寶菜園三寶菜園三寶菜園三寶

(Garden Trio)含有所有的營養成份，而且是

一致性的，它也有溫和的排毒作用，耐力飲耐力飲耐力飲耐力飲

料料料料(Peak Endurance) 幫助恢復我每日的活

力，保骨鈣保骨鈣保骨鈣保骨鈣 (CalciAIM) 支持我的骨骼健康

， 優豆蛋白粉優豆蛋白粉優豆蛋白粉優豆蛋白粉 (ProPeas)植物的蛋白質，草草草草

本纖維素本纖維素本纖維素本纖維素（（（（Herbal Fiberblend）））），益菌食益菌食益菌食益菌食

物物物物(FloraFood)與消化酵素與消化酵素與消化酵素與消化酵素(PrepZymes)，

幫助我的消化系統健康。也增加了益骨健益骨健益骨健益骨健

(Frame Essentials) 產品在我的日常養生計

劃中。 
 

       感謝艾美公司以及其出色的產品，讓我

在髖關節置換手術後的第八週，幾乎完全康

復了。 
   

  ～加拿大安大略省阿什頓市(Ashton, ON) 

             艾美董事 Petra Stevenson～  

 

      我是一個非常活躍的人，擁有一個有機

牧場，並每週教健身課兩次，我需要進行

髖關節置換手術，我不確定該如何生活。

要如何應付不能動的太多？想到這些事我

都覺得很可怕。 
 

     手術後幾個小時，我的腿很腫，不能動

太多。我開始使用艾美鎂寧膚乳液與噴劑

(AIM Mag-nificence lotion and spray) ，把

它們塗抹在做手術的大腿與膝蓋上，還有

包著厚厚繃帶的邊緣以及周圍也擦上。 
 

      而且幾乎每隔幾個小時，甚至在整個晚

上，我使用更多超極棒的艾美鎂寧膚產

品。這些產品讓我放鬆，也睡得更好。 
 

        手術後兩週，我會見我的外科醫生。

他告訴我，我是唯一的一個整條腿都沒有

瘀血的病人。也可以只用一根拐杖走路。

在同一周，我見了物理治療師，治療師給

了綠燈特允許我，在開始走路時沒有使用

拐杖，或是其他的輔助工具，我的腿完全

可以負重量，這在手術後不久可以這麼做

是不常見的。 
 

      手術後第六週，我第二次與外科醫生和

物理治療師會面。我遵照建議及說明做 

        我的我的我的我的唇皰疹消失了唇皰疹消失了唇皰疹消失了唇皰疹消失了！！！！（（（（Not Missing Cold Sores！！！！）））） 
  

       見證見證見證見證：：：：我以前經常得到唇皰疹，特別是在冬天。它們在嘴唇上會有很難看

的潰瘍！自 1992 年以來，我一直服用活力麥苗粉(BarleyLife)。大約 5 年後，

我在每天早上的養生餐中增加了紅蘿蔔素 (Just Carrots) 和紅甜菜粉 

(RediBeets)。如果我的紅甜菜粉用完了，我會開始出現 

唇皰疹的症狀。 因此，我要確定每天服用 1茶匙紅甜菜 

粉！可以很肯定我的唇皰疹就消失了！ 我非常感謝艾美 

紅甜菜粉！ 
 

    ～亞伯達省舍伍德巴克市 (Sherwood Park, Alberta) 

         達雷爾．布雷特克羅伊茨(Darrel Breitkreutz)～ 

 

 

 



 

 

                       

                       

 

                       

 

                  

 

 

 

 

 

 

 

 

 

 

 

 

 

 

 

 

 

 

 

 

 

                                        
                        艾美艾美艾美艾美抗氧化劑抗氧化劑抗氧化劑抗氧化劑 2000 可可可可增加抗氧化劑增加抗氧化劑增加抗氧化劑增加抗氧化劑 

   Adding Antioxidants with Proancynol 2000 
 

       就像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一樣，健康的秘訣要保持

身心平衡．．．甚至呼吸也是。 
 

      您需要氧氣來保持生命，但矛盾之處在於氧氣一 

旦進入體內，就會分裂成帶有不成對電子的單個原 

子（single atoms）。當這些自由基開始超過抗氧化 

劑時，氧化壓力  (oxidative stress) 會破壞細胞膜， 

去氧核糖核酸（DNA）和蛋白質，從而導致疾病 

發作。 

 

       例如，綠茶卒取物綠茶卒取物綠茶卒取物綠茶卒取物

（（（（green tea extract））））包 

含四種多酚(polyphenols)，

它們提供的抗氧化劑可以消

除被稱為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簡稱

ROS）的自由基。 

       來自外部的自由基（free radicals）包括空 

氣污染，化學物質和油炸食品。即使將食物轉 

化為能量也會產生自由基，事實它們就在我們 

生活中。 
 

      幸運的是，您的身體會產生抗氧化劑，但不

足以保持平衡。因此，必須食用富含抗氧化劑的

食物，例如水果和蔬菜。服用艾美抗氧化劑  

2000 ，可以輕鬆補充必需的抗氧化劑。 
 

 

多多多多種類種類種類種類的的的的抗氧化抗氧化抗氧化抗氧化劑劑劑劑（（（（Antioxidant Diversity）））） 
 

    各種各樣的自由基需要多種抗氧化劑來中和它

們。艾美抗氧化劑 2000包含七種成份，提供更

多的抗氧化劑。 

  
 正常細胞       受自由基攻擊細胞     氧化壓力細胞 

     氧化壓力氧化壓力氧化壓力氧化壓力（（（（oxidative stress）））） 

 

          迷迭香葉卒取迷迭香葉卒取迷迭香葉卒取迷迭香葉卒取物物物物

（（（（rosemary））））對許多活性氧

（ROS）消除也有效，它釋

放出抗氧化劑植物營養素，

例如鼠尾草酚（carnosol），

熊果酸（ursolic acid）和迷

迭香酸（rosmarinic acid）。 
 

      

      艾美抗氧化劑 2000 可消除自

由基，並增強您的免疫系統，從而

可在這感冒與流感季節，能更好地

保護您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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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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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纖維纖維纖維纖維：：：：它現在它現在它現在它現在的的的的評價評價評價評價是正面的而過去是負面的是正面的而過去是負面的是正面的而過去是負面的是正面的而過去是負面的    

                  （（（（Fiber: Negative Past and Positive Present）））） 
 

         1970 年代以前纖維被認為對健康沒有好處，它與維生素，礦物質，蛋白質，脂肪和碳

水化合物是不同的。確實纖維是您的胃無法消化的一種植物性碳水化合物，但實際上水溶

性纖維和非溶性纖維對保持身體健康具有很大的價值。大多數人都將纖維與通便聯繫在一

起，但有助規律的排便只是纖維它許多的好處之一。 
 

      纖維有助於維持健康的心血管系統和血糖，並可減輕炎症，控制體重，而且它的作用

還不斷的在增加。然後是益生元纖維(prebiotic fiber)，好的腸道益菌會以此為食物，來幫

助它們繁殖，並保持我們的健康。這些相同的微生物將 

纖維分解成單糖（simple sugars），產生短鏈脂肪酸 

（short-chain fatty acids），細胞會吸收它們。纖維曾 

經被認為對人體是無益的，然而這些有益的細菌一直在利 

用纖維的營養好處。 
 

     艾美提供兩種纖維產品可補充您的纖維攝取量：草本纖 

維素（Herbal Fiberblend）和纖維健身粉（fit ‘n fiber）。 

 

 

                        你知道嗎你知道嗎你知道嗎你知道嗎？？？？ 
         最近，抗生素似乎正在與細菌作鬥爭。早在 1929

年，亞歷山大．弗萊明（Alexander Fleming）發現了青

黴素 (penicillin)，從而引領了使用抗生素治療由病原菌引

起的許多疾病，這些疾病通常會危及生命。 
 

         如今，已演變為許多細菌對抗生素產生抗藥性，細

菌贏得對疾病戰鬥的勝利。但醫院也是讓人意想不到是超

級細菌的溫床，這不是不可能。2019 年 7月恰巧發表了許

多與抗生素有關的文章，抗生素已經不再那麼有效了，經

濟學家對我們未來進行預測。 
 

       富比士（Forbes）發表有關於澳洲海鷗身體攜帶抗藥

性超級細菌(superbugs)的文章，這情況變成不是一場幻

想的空戰。 2019 年 7月還發布了公告，批准用三種藥物

結合來治療複雜性尿道感染（UTI），其中一些由於對抗

生素產生抗藥性而致命。同月份，美國泌尿科協會發佈了

治療復發性尿道感染的指南。鑑於越來越多的醫學文獻表

明，蔓越莓產品可能在預防復發性 UTI 中起作用，因此其

中的一部分治療包括用蔓越 

莓產品。 艾美公司很早就知道 

這一點，早在 1995 年推出了 

蔓越莓（CranVerry），2011 

年推出了加強配方蔓越莓 

（CranVerry +）。 

 

    

艾美艾美艾美艾美蔓越莓蔓越莓蔓越莓蔓越莓 (CranVerry+) 
 

      含有所有在蔓越莓裡發現的營

養好處，艾美蔓越莓每顆膠囊提供 

500 毫克蔓越莓萃取物，包括整個

水果的果皮，果肉和種子。 
 

        蔓越莓含有類黃酮

(flavonoids) 稱為前花青素

(proanthocyanidin, PACs)，能避

免致病菌粘附於尿道壁上，並且使

致病菌隨著尿液排出體外，因而維

護尿道健康。 
 

      蔓越莓添加三種有效的天然

成份： 

• 白梨蘆醇白梨蘆醇白梨蘆醇白梨蘆醇(resveratrol))))::::具抗真

菌作用，它可抑制念珠菌成長。 

• β-葡聚糖酵素葡聚糖酵素葡聚糖酵素葡聚糖酵素(Beta-glucanase):

可破壞念珠菌的生物膜形成，和提

供抗真菌特性。 

• 山竹果山竹果山竹果山竹果(mangosteen))))::::可以殺

死念珠菌生物膜形成和提供抗真

菌特性。 

服用方法服用方法服用方法服用方法:每日服用 1 粒，可視需要

增減用量。最好進餐時服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