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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醣鉻裡的礦物質和草本植物 

讓我們回到基本 

Bio美美肤 

可可活綠蔬菜粉食譜+特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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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本植物The Herbs 

苦瓜Bitter Me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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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示一個人的健康狀況有兩種統計要素，

就是血糖水平和體重。不健康的體重會導致 

高血糖。這兩者有著相關的原因。 
 

   安醣鉻(GlucoChrom)的配方含有四種天

然成份，配合健康的飲食和規律的運動，可 

支援健康的血糖水平和體重管理。 

礦物質 The Minerals 

鉻 Chromium 

    這種微量礦物質就像胰島素的 

促進劑，胰島素是一種調節葡萄 

糖從血液轉移到細胞的荷爾蒙。 

鉻被認為是鉻調節子(chromodulin，蛋白質

的一種)的輔助因子，鉻結合的物質可增強胰

島素敏感性，以及葡萄糖的吸收和儲存以獲

取能量。此外，鉻在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

白質的分解和吸收中發揮作用。 

釩 Vanadium 

    這種礦物質的活動力會影響 

胰島素信號傳達途徑，也影響 

葡萄糖攝取和儲存。在 2020  

年 7 月份的無機生物化學  

(Inorganic Biochemistry)雜誌 

中，釩被稱為胰島素的伙伴， 

與新陳代謝的調整有關。雖 

然人體僅需微量，但釩的生 

物作用是是廣泛的，甚至和   

細胞的新陳代謝也有關連。 

參考資料:                  

bit.ly/CausativeConnection    

bit.ly/Chromium_1 

bit.ly/Chromium_2 

 

 

         這種可食用的熱帶水 

 果對維持健康的血糖水  

平有好處。在苦瓜中已鑑定出 200 多種化合

物，包括具有生物活性的類胡蘿蔔素、類黃 

酮和植物固醇（Phytosterol）。2022 年發表一

項專注於苦瓜的研究，已被證明可以有效 

降低血糖水平。 

武靴葉萃取物 

Gymnema  Extract 

 

     武靴葉原產於印度的     

攀爬植物，這種草藥的 

成分來自葉子，它的印地語(Hindi )名稱意味

著 "糖的破壞者" 。最近的研究顯示武靴葉萃

取物可增強胰島素的分泌，降低血糖並抑制

對甜食和零食的渴望，從而減少熱量攝入，

並有助於體重管理。 

安醣鉻一粒膠囊提供: 

鉻 200 微克、釩 37.5 

微克，苦瓜和武靴葉萃

取物合計 475 毫克。 

bit.ly/Vanadium_1 

bit.ly/Vanadium_2 

bit.ly/BitteMelon_1 

bit.ly/Bitter-

Melon_2 

bit.ly/BitteMelon_1 

bit.ly/BitterMelon_2 

  

安醣鉻 60 粒素食膠囊 
 

 5736E，會員價 $21.50 美 

 元，顧客價 $23.00 美元 

 (5738E，會員價$23.25  

 加幣，顧客價$25.00加幣) 

 

 

http://www.barleylife.com/


 

    因為我自己的故事，激發我對健康的熱

情，在我的童年與青少年晚期到我的成年早

期，面臨著許多的健康挑戰。但一個人的過

去並不能決定他的未來，我想要給其他人能 

對自己的未來充满希望與 

力量。 
 

     2019 年再重新被介 

紹艾美公司後，一切突然 

對我很有意義。我強烈的 

渴望了解有關於這家了不 

起的公司與它的產品。我 

開始明白我們的身體被創 

造得多麼美妙，以及為什 

麼需要建立與維持健康的 

免疫系統。 
 

   我們的生活需要平衡，但通常情況不是

這樣的，天枰似乎總向一側傾斜。我發現大

家都知道的常識大有幫助。我們需要全食

物、陽光、運動和充足的睡眠。 
 

 

   當然，我們當中有許多人生活在快速的

道路上，沒有時間注意飲食和準備健康的膳

食。快餐、許多需處理的任務、全天候工作

和很少的睡眠，在激烈的競爭中取得成功的

秘訣，直到你因疾病而被迫放慢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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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回到基本 

           Let’s Get Back to Basics 
  ～南非豪登省比勒陀利亞市艾美董事伊爾澤範普萊岑分享～   

                 Ilze van Pletzen，Pretoria，South Africa 

 

裡，你會驚訝於你已經走了有多遠。 
 

    這也是我為何建議使用艾美產品。慢

慢開始並保持一致性。在您的預算允許的

情況下，增加更多艾美產品。你最好的投

資就是你的健康。 

    再重回到基本並不是一件壞事，放慢

腳步，專注於真正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沒

有健康，你還能剩下什麼？醫療費的賬單

和不必要的壓力。 

  我喜歡分享這篇基本的內容： 

  幸福是新富。 

  內心的平靜是新的成功。 

  健康是新的財富。 

  善良是新的很酷。 

  ~賽義德巴爾基(Syed Balkhi) ~ 

  註:賽義德巴爾基是一位巴基斯坦裔 

  美國企業家。 
 

    這就是為什麼我喜歡我的艾美菜園三

寶，讓生活更健康也更輕鬆。順便說一

句，菜園三寶(Garden Trio)與益菌食物

(FloraFood)是我的最愛。 

    就從今天起開始踏出第一步。 
 

     這不一定是

你的故事。每

一天都有機會

改掉一個壞的

習慣，並增加

一個好的習

慣。只要邁出

一小步，在短

短一年的時間 



 

 

 

 

 
        艾美 Bio 美美肤(BioVivify) 續九月份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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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思達麗 (AstaReal® )的藻紅素是臨床研究最多的品牌。六項

臨床研究顯示，每天服用 2 至 12 毫克藻紅素，可增加膠原蛋白的

產生與合成，支援皮膚保濕及光滑，增強皮膚彈性並減少細紋。 

6 毫克(mg)愛思達麗藻紅素。 每份 Bio 美美肤提供 

bit.ly/AstaReal_Astaxanthin 

  鮭魚(Salmon)的橙色、粉紅色或微紅色來自食

用小型、以藻類為食的甲殼類動物

(crustaceans)。在美國，平均每年從鮭魚中攝取

的藻紅素僅為 11 毫克。 

       Bio 美美肤(BioVivify) 一瓶可提供 

                180 毫克藻紅素！ 

膠原蛋白的氨基酸與維生素 C 

Collagen’s Amino Acids and Vitamin C 

    膠原蛋白是一種在皮膚結構和功能中起關鍵作用的蛋白質。膠

原蛋白的合成過程中需要氨基酸 L-脯氨酸(L-proline)、甘氨酸

(glycine)和 L-賴氨酸(L-lysine)以及維生素 C。膠原蛋白中的 α 鏈

(alpha-chain)結構需要 L-脯氨酸和甘氨酸，而維生素 C 是 α 鏈羥

基化(hydroxylation of alpha chains)的輔助因子，提供膠原蛋白

的結構。L-賴氨酸有助於膠原蛋白的抗拉強度。 
 

藻紅素與-維生素 C 的關聯 

The Astaxanthin-Vitamin C Connection 

     纖維母細胞(Fibroblasts) 一種特化細胞(specialized cells)，可以合成膠原蛋白。藻紅素

和維生素 C 協同運作，可以保護纖維母細胞免受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引起的

氧化損害，活性氧是一種含氧的自由基。          Tominaga et al. Food Style. 2009; 21 13(1): 84-86. 

                                                                                        

 

 

    Bio 美美肤含有維生素 B7，也稱為生物素（biotin)，可以刺激頭

髮中角蛋白的產生，並提高毛囊的生長速度。 
                                              Wb.md/3O1ClLA                                                                                                                   

                                                                                                                       

    Bio 美美肤是代表艾美的第一個營養化妝

品，可以吸收的健康食品，從裡到外加強頭

髮、指甲和皮膚的外觀。 
 

   在服用 Bio 美美肤時，可以一起服用有機亞

麻籽油(AIMega)與活力麥苗粉(BarleyLife)，

來加強頭髮、皮膚和指甲的好處。 

 

 

有機亞麻籽油(AIMega)。它提供必需脂肪酸， 

也可以改善皮膚健康，與 Bio美美肤一起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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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會員特惠 

       購買一瓶銀杏精 (GinkgoSense) 

     （6605E，20 BVP，$29.25 加幣） 

          第二瓶可獲得半價優惠 

      （$14.63 加幣，10 BVP） 

  使用優惠券代碼：CANGNK1122。 
 
 

      細胞之光 360 (CellSparc 360) 

服用細胞之光 360 可支援心血管健康。 

        購買一 瓶細胞之光 360 

 （1576E，26 BVP，$37.25 加幣） 

          第二瓶可獲得半價優惠 

    （$18.63 加幣，13 BVP）。 

 使用優惠券代碼：CANCSP1122。 
 

   優惠從 11 月 1 日開始，持續到 12 月 

     31 日，賣完即止。可以網路訂購 

 www.theaimcompanies.com  

或致電艾美公司:1-800-955-4246。 

產品有效期到 2023 年 2 月。此優惠不

適用於自動訂貨（AMR）。 

 

 

 

材料: 

• 1 杯燕麥片 

• ¼ 杯混合奇亞籽(chia)和 

     大麻籽(hemp seeds)（適量） 

• ¼ 杯切碎的蔓越莓乾、或其 

     它的乾果 

• ¼ 杯優豆蛋白粉（ProPeas） 

• 5 湯匙可可活綠蔬菜粉 

    （CoCoa LeafGreens） 

• ½ 杯混合的杏仁或其它的 

      堅果醬  

• ¼ 杯未經高溫消毒的蜂蜜 

• 5 湯匙水或杏仁奶 

                  可可活綠蔬菜粉能量球食譜 

             CoCoa LeafGreens Energy Balls 

 

方法:  

•將所有乾的材料混合。 

•另外，將濕的材料混合。 

•然後在將乾和濕的材料 

   混合一起。 

•將混合物滾成小球狀，保 

  存在冰箱裡（或冷凍櫃）， 

  直到要吃時拿出，就可以 

  享用。 
 
 

 ～加拿大魁北克省艾美董事 

  西爾維夏雷特（SylVie  

   Charette）提供的食譜～ 

     皮膚的健康 SKIN HEALTH 

     有機亞麻籽油(AIMega) 提供必需脂肪酸， 

可以改善皮膚健康。與 Bio 美美肤( BioVivify) 

一起服用時，它可以提高藻紅素的吸收。 

   這兩種產品各訂購一瓶，將贈送一份 Bio 美美

肤禮品包。不限數量，送完為止。 

 
Bio 美美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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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亞麻籽油-美國代碼 4033E，會員價$28.50美元，顧 

客價$30美元。(加拿大代碼 4036E，會員價$30.25 

加幣，顧客價$32加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