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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的哈伯一家人+ 食譜 

風中馳騁的仁助+產品使用心得 

見證：堅持到底(上)   

堅持到底(下)+通知(協議書與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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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美健康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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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菌食物(FloraFood)與鎮靜放鬆劑 

(Composure)也為忙碌的哈 

伯一家人帶來健康好處。席 

夢的忠告是，如果您照顧好 

您的健康，您就可以做任何 

的事情。她說：「「「「一切都從 

體内開始。透過管理壓力、 

睡得好、保持健康，我們就可迎頭面對任

何的挑戰。」」」」 

    席夢喜歡健康的感覺。目前，她是艾美

專員(Preferred Member)，常告訴朋友們，

艾美產品如何改善了她家人的健康。。。。席夢

解釋說：「「「「好東西就要跟人分享。」」」」 

    艾美家庭在此先祝席夢，在她未來將辦

推廣艾美產品的活動成功綿延不絕。 

 

 

派翠克與席夢• 哈伯(Patrick & 

Simone Hubble)有 3 個孩子：4 歲的懷特

(Wyatt)、7 歲的歐文(Owen)、9 歲的黛絲特

妮(Destiny)。哈伯一家人在澳洲伯斯市

(Perth)過著非常活躍的生活。 

  除了照顧家人，過著忙碌的生活之外，

席夢還經營網絡事業，提供自閉症兒的感

官道具。身為忙碌母親的席夢，一心一意

想找可增強她全家人健康的全食物產品。 

    在 2020 年時，艾美董事摩恩•馬瑞斯

(Morne Marais)向她介紹艾美，哈伯一家人

便開始用有效的營養品，為他們忙碌的生

活添加能量。 

    席夢說：「「「「我鼓勵哈伯全家人，每天服

用可可活綠蔬菜粉(CoCoa LeafGreens)和特

級活力麥苗粉(BarleyLife Xtra)。我的孩子

們很挑嘴，所以這些全食物粉末營養品可

增加他們的營養攝取量，提高他們一整天

的耐力。例如，歐文在上學前調配他的可

可活綠蔬菜粉雪克 

(shake)。他喜愛跳彈床 

(bouncing)、爬樹、騎 

踏板車(scooter)，而且 

雪克是增加他體力的一 

個容易方便的方法。」」」」 

大麥奇亞籽大麥奇亞籽大麥奇亞籽大麥奇亞籽布丁布丁布丁布丁    

•1茶匙滿滿的活力麥苗粉 BarleyLife 

•1杯杏仁奶、椰奶或鮮奶油 cream 

•1/4杯奇亞籽 chia seeds 

•2湯匙生蜂蜜 

做法：混匀所有的食材，放冰箱 1小時，

期間偶爾攪拌。可隨意加料，敬請享用。    
 

快樂的快樂的快樂的快樂的哈伯一家人哈伯一家人哈伯一家人哈伯一家人 The Happy Hub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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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中馳騁的風中馳騁的風中馳騁的風中馳騁的仁助仁助仁助仁助 Zandru in the Wind 

見證分享者見證分享者見證分享者見證分享者：：：： Janine Durrant 

藍寶石董事藍寶石董事藍寶石董事藍寶石董事 Blue Diamond Director 

南非南非南非南非 Glenstantia 郊區郊區郊區郊區 

仁助住在南非的一座野生農場裡，喜

愛戶外活動，跑得就像風一樣快。。。。事

實上，一旦他在空曠綿延的田野路上

奔跑，幾乎沒有任何的事情可以阻止

他，除非他看到動物。。。。    

        他有強壯的免疫系統，精力無窮， 

偶爾他會鼻塞或咳嗽；但是，很快地他又

活蹦亂跳了。 

    當他幾個月大時，他的媽媽邦妮 
(Bonnie)開始將一點點的活力麥苗粉抹在他

的牙齦上，緩解鎮靜他長牙期的不適，這

讓他開始愛上了讓他感覺好的綠色粉末。 

  現在仁助年紀夠大，可以自己開蓋子，

菜園三寶(Garden Trio)需要存放在他無法

觸及的地方；否則，一旦蓋子打開了，他

就會開始吃它。 

  每天早上，仁助會要他的綠色、橘色、

紅色的大麥苗粉。邦妮會讓他用湯匙取出 

 

他的不同顏色的大麥粉

到他的碗内，讓他從參

與中培養健康的習慣。 

  他喜歡乾吃他的綜合三色粉，

偶爾會用它作身體的爽身粉。 

    就像邦妮一樣，父母親給他們的孩子們

吃菜園三寶時會感覺很好，它們含有維生

素、礦物質、抗氧化劑、葉綠素、酵素與

植物營養素，提供正在成長的身體豐富多

元化有益健康的營養素。 

  幼小的仁助是艾美營養品的最佳見證，

而且菜園三寶將會持續幫助他，在南非新

鮮的空氣和陽光中跑得更有力。 

備

備備

備註

註註

註：

：：

：本簡報刊登的所有本簡報刊登的所有本簡報刊登的所有本簡報刊登的所有見證效果因人而異見證效果因人而異見證效果因人而異見證效果因人而異。。。。    

產品使用心得產品使用心得產品使用心得產品使用心得…自 2012 年起，艾美紅蘿蔔素(Just Carrots，一瓶含有 22磅或 10公

斤的紅蘿蔔)是我每日作息的一部分。我們以前常常將 20磅的紅蘿蔔榨成汁。

哎！好辛苦又弄得亂七八糟的。感謝艾美，它的紅蘿蔔素讓活得健康容易…只要

30秒又不會髒亂，而且有強效的營養素。~Celeste Davis  

***艾美紅蘿蔔素使用的紅蘿蔔經過測試，確保沒有農藥殘餘物、沒有有害的毒

素，沒有添加糖份、人工色素或糖精。非基因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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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到底堅持到底堅持到底堅持到底    
見證分享者見證分享者見證分享者見證分享者：：：：Andre de Beer, 艾美專員(Preferred Member) 

            南非普利托利亞市(Pretoria) Bultfontein 鎮 

 

我在南非跟著一個哥哥和兩個妹妹 

長大，生活很艱困。 

  我生平第一次一天有三頓飯吃是 

 

 

在我當兵的時候。雖然我們

生活很辛苦，我非常幸運在

運動方面很行，知道它會讓

我有機會去世界各地。 

  在 1982 年時，我愛上了

鐵人三項運動(triathlon)-游

泳、自行車、跑步。在

1976 年時，我的游泳時間

曾經達到奧林匹克賽的參賽

標準，但是種族隔離制度讓

我們被拒絕參賽，直到

1992 年，當時我是國家隊

的成員之一。 

  至於我的教育，我完成法

律學位，研讀運動人體科學 

(human movement science)， 
 

並且進一步研讀體能增強藥物

(Performance-enhancing drugs，簡稱

PED)，它毀掉了許多運動員的職業

生涯。 

    我的主要黃金原則是，知道你自

己的身體，並且注意你吃下的食

物。我熱衷於營養，而且開始專注

於天然產品。 
  

 

  多年以來，我一直有重大的健康問

題；在 1996 年時，脚上的黑色素瘤

(melanoma)需要做化療。切除這個癌症

的手術造成傷口發炎，幾乎讓我失去那

隻脚。然後，在 1999 年時，在診斷罹

患睾丸癌之後，我經歷殘酷的化療，奇

蹟地，一位隊友的禱告讓它消失了。去 
 

續下頁 4… 

3 



    

艾美會員協議書與政策和艾美會員協議書與政策和艾美會員協議書與政策和艾美會員協議書與政策和章程章程章程章程的更改的更改的更改的更改        

Changes to the AIM Member Agreement and Policies & Procedures 
 

  

 

 

  

 

以下是以下是以下是以下是 2021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 1 日日日日起起起起生效生效生效生效    

重要改變的摘要重要改變的摘要重要改變的摘要重要改變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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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從活力麥苗粉(BarleyLife)、益菌食

物(FloraFood)和許多相關的產品開始

服用。她相信，這是改變生活方式的

第一步。在服用活力麥苗粉與益菌食

物的 3 天内，我的老婆注意到我的身

體有很大的改變。 

  為了體能訓練，我服用紅甜菜粉

(RediBeets)，很快的我會增加耐力飲

料(Peak Endurance)。我的康復情況比

之前好，我每天可以感覺到，艾美營

養品對我生活帶來的改變。 

  在我從事多年研究的期間，我從未

遇到像艾美這樣的公司，提供很多的

支援服務，充滿熱情，知識豐富。 

     我的目標是在未來參加另外一個鐵

人賽活動，而且我很興奮，因為我相

信，任何事都有可能，讚美上帝。 

年，我被診斷患有泌尿上皮癌

(urethral carcinoma)，所以我又經歷另

外一次殘酷的化療。 

  即使面臨這些健康的挑戰，自

2019 年起，我已經參加 60多次的全

動。已經旅 

公司終止會員資格的權利公司終止會員資格的權利公司終止會員資格的權利公司終止會員資格的權利：：：：公司對任何會

導致會員資格終止的行為可能提供 30 天内

做更正。這項通知會在電郵或郵寄通知給

會員的三天之後視為生效。當會員資格終

止時，艾美並不需要通知其上線或下線。 

銷售的限制銷售的限制銷售的限制銷售的限制：：：：零售機構不可以是大型商場

或連鎖加盟店，因在此情況下，大老闆不

是公司的會員。公司強烈地建議，會員以

建議的零售價銷售產品給顧客。 

報稅號碼報稅號碼報稅號碼報稅號碼：收到會員後來補給的報稅號碼

(tax ID number)或所得稅免稅證明(income 

tax exemption certificate)，公司將不會補發

之前未付的獎金。 

會員費會員費會員費會員費：在會員周年有效期的 30 天内未續

約的會籍會被取消。 

會籍轉讓會籍轉讓會籍轉讓會籍轉讓：在銷售前，可能的買家或被轉 

讓者必需要有同賣家會員的頭銜，或至少

有一年是合格的會員。買家或被轉讓者必

需同時終止他/她的合格會員資格。 

訂貨與付款訂貨與付款訂貨與付款訂貨與付款：：：：公司有權利將收到作付款用

的紙張支票轉成安全有效的電子交易(這是

透過自動轉帳系統 ACH 處理)。 

獎金的支付獎金的支付獎金的支付獎金的支付﹕新的自動轉帳帳戶或更改必

需在當月份的最後一天或之前收到，好讓

下次發放獎金的月份轉帳成功。終止自動

轉帳必需在當月份的月底之前完成，才能

在下次發放獎金的月份生效。 

網絡與廣告網絡與廣告網絡與廣告網絡與廣告：：：：網絡與廣告指南已經加入在

政策與章程内。此外，疾病聲稱與見證的

可與不可做的事情也納入此新增款項。要

閱讀更新的會員協議與正策和章程，請點

擊艾美的網站 theaimcompanies.com或要

求跟您下下次的訂貨包裹一起寄給您。 

2021 年產品價錢調整與運費年產品價錢調整與運費年產品價錢調整與運費年產品價錢調整與運費：自 1月 1日起，艾美產品每瓶將漲 50 分美金/75 分加

幣，點數不變。在新的一年，即使運費增加，公司決定繼續為會員負擔一半的運費。 

程鐵人賽和其它類型的 

     活動，我已環遊世界 

  參加鐵人賽，激 
       勵他人和受到 

  其他比我情況 

  更糟糕的運動  

 員的鼓勵。在 

   2020 年的封鎖期 

開始時，一位摯友 

  向我介紹艾美，讓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