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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麥苗粉的影響+ 通知 

利用社交媒體分享艾美 

沒有艾美我會不知所措+ 見證   

紅甜菜粉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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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美 健康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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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    

                    的影響的影響的影響的影響    
 

在 1982 年時，艾美首次推出營養易吸收的大

麥苗汁液粉末產品。直至今日，活力麥苗粉 

(BarleyLife)持續提供健康的營養來源給那些

將它作為主要補充品的人。 

以下的見證對活力麥苗粉的好處給予高度的

評價： 

 

在上次的門診時，我們的醫生說，我們是他 

長時間以來看過最健康的人中的兩位。活力 

麥苗粉是我們良好健康的重要原因。我們已 

70 多歲，還過著非常活躍的生活。 
 

我 91 歲的母親也服用活力麥苗粉，除了每天 

一顆阿司匹林之外，沒有服用任何的藥物。 

她良好的健康也讓她的醫生感到很驚訝。 
 

感謝艾美提供有益健康的產品。 

 

多年來，我每天一直服用菜園三寶(Garden 

Trio)-活力麥苗粉(BarleyLife) 、紅甜菜粉

(RediBeets)、 紅蘿蔔素(Just Carrots )，加上 

保骨鈣(CalciAIM)。在 1980 年代當我在教書

的時候，我開始服用艾美的大麥苗汁液粉末

產品。服用之後的大約 6 個星期，人們會

說: 「賈姬，妳對妳的臉做了什麽？妳看 

起來年輕好幾歲。」那個反應和我過敏大 

獲改善的事實讓我對活力麥苗粉上癮，早 

上喝它成為例行公事。33 年之後，我每天

新的一天從活力麥苗粉開始。 
 

隨著歲月的流逝，年齡的增長，X 光顯示我

患有全身性的關節炎，但是多虧我每天喝滿 

滿一茶匙的活力麥苗粉，我沒有疼痛感。我

的醫生稱我為「綠色粉末女士」。我 89 歲

還在工作，享受健康的「活力麥苗生活」。 

通知通知通知通知：：：：2022 年年年年的的的的產品價錢與運費產品價錢與運費產品價錢與運費產品價錢與運費    

由於全球性的生產費與材料費漲價，自明年 1 月 1 日

起，美國與加拿大的產品每一瓶會調漲 1 塊。此外，三

項產品的點數會增加：紅甜菜粉(RediBeets)增加 2 點，

鎂寧膚細胞活化水(Mag-nificence CWR)增加 1 點，活力

麥苗粉 6.35 盎司(BarleyLife，僅限美國銷售)增加 1 點。 
 

艾美仍會持續為會員付一半的標準運費。 

活力麥苗粉持活力麥苗粉持活力麥苗粉持活力麥苗粉持(BarleyLife))))::::大麥苗汁液粉

末，富含植物營養素與葉綠素(chlorophyll) 

紅蘿蔔素紅蘿蔔素紅蘿蔔素紅蘿蔔素(Just Carrots ) : 生紅蘿蔔的營養

素與植物營養素，冷壓榨的汁液粉末 

紅甜菜粉紅甜菜粉紅甜菜粉紅甜菜粉(RediBeets): 生紅甜菜的營養素與

植物營養素，冷壓榨的汁液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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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社交媒體分享艾美利用社交媒體分享艾美利用社交媒體分享艾美利用社交媒體分享艾美    

                  全世界的社交媒體全年 24 小時開放。 

               艾美營養品在網絡產品的評比中獲得不少讚美。 
 

 

 這個星球上來自五星   

    級公司的最佳 

 最營養的綠色食品！ 

    Linda Hatcher 
          Sanderson 

   運動後我就是喜 

愛飲用耐力飲料(Peak 

Endurance)。它是很棒

的產品，幫助我們的細 

 胞提供能量，而且它 

      的味道很可口。 

          Ute Frauen 

  我每天服用抗氧化劑  

 2000(Proancynol 2000)，

它讓我有強健的免疫系 

 統。這肯定是保護免疫 

   系統的最佳方法。 

     Muriel McPherson 

   

   喜愛這個味道 

 不錯的綠色食品。 
 

     June McGahey 
    

 喜愛我的紅蘿蔔汁。 
 

       Angela Petersen 

 我就愛鎂寧膚細胞活化  

 水(Mag-nificence CWR)，  

 它幫助我放鬆，使我的 

   皮膚柔嫩光滑。 
 

         Dienie Schnetier 

 蔓越莓(CranVerry+) 

 支援泌尿系統。好多 

      年來，我每天都 

              服用它。 

              Rina Paz 

   我每天服用草本纖維素 

  (Herbal Fiberblend)。腸道   

   健康對我們的整體 

     健康很重要。 
     Jeanine Duquette 

    喜愛我的紅甜菜粉   

   (RediBeets)。我每天 

      服用它！ 
 

       Michelle Pauly Long 

 可可活綠蔬菜粉(CoCoa 

LeafGreens)是我每天生活

作息的一部分。事實上， 

  我每天服用它 2 次。 

      Glenda Judd 

見證不代表美國人都

會獲得一樣的效果。 

提供見證並刊登在雜誌

上的人會獲得價值$8.75

美元/加幣的營養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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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艾美艾美艾美艾美，，，，我會不知所措 

我的人生逆轉，我為我身體的康復感謝上帝與很棒的艾美產品！ 

在我的人生逆轉之前，我們全家都受到各

種健康問題的折磨，兒子住院的時間多於

出院的時間。我們在年底前就用完了醫療

補助金。我的眼睛對光非常敏感，在電腦

上工作時會看到藍色閃光，體重上升無法

瘦下來，身體嚴重水腫穿不下以前的衣

服，而且背部疼得厲害，早上起不來，耳

朵痛，噁心，記憶力衰退。 
 

讓事情更糟糕的是，我的婚姻開始出現問

題。我體會到我必需要學會感恩，我很努

力地維持我的婚姻，如今我們已結婚 26 年

了！我也開始用心經營我的艾美事業，因

為它是值得感恩的事。當我開始服用艾美

產品，我生活上所有層面獲得了很棒的改

善。我開始服用有機亞麻籽油(AIMega)， 

臀部贅肉減了幾公分，腰也瘦了。服用 

銀杏精(GinkgoSense)與紅蘿蔔素(Just 

Carrots)(經過我醫生的同意)之後，我的視力

獲得改善，藍色閃光幾乎沒有再出現了，對

光的敏感不可思議地獲得了改善。鎮靜放鬆

劑(Composure)減輕了我的壓力，因為它鎮

靜並放鬆我的肌肉；活力麥苗粉(BarleyLife)

讓我有體力，幫助我有了重生的感覺；紅甜

菜粉(RediBeets)改善我的血液循環，讓我的

手脚都暖和。多虧草本纖維素(Herbal 

Fiberblend)，我沒有便秘。 
 

我對生命的熱情是看到別人完全健康。有了

上帝和艾美產品的幫助，愛別人，教導別人

再次地追逐夢想，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建

立他們自己的事業，一切也變得容易。 
 

我很幸運，我是自己家庭與艾美大家庭的一

份子。艾美是我人生的真正福氣。 
 

艾美產品徹底地改變了我們的生命，這個  

  包括鎮靜放鬆劑。我的青少年兒子問 

   我，有什麽東西可以幫助他保持鎮靜， 

   我告訴他鎮靜放鬆劑，所以他服用了 

       它。他是校隊的一員，他的隊友們 

           問他用了什麽讓他保持鎮靜， 

               所以有些隊友也服用它。 

球球球球隊隊隊隊的的的的鎮靜鎮靜鎮靜鎮靜放鬆劑放鬆劑放鬆劑放鬆劑    
鎮靜放鬆劑(Composure)的

其中一個成分是西蕃蓮

(passionflower)。美洲的印

第安人用它作為鎮定劑，

西班牙探險家最後將西蕃

蓮從南美洲帶回歐洲，並

成為民俗療法的一部分。

艾美於 1989 年推出鎮靜

放鬆劑，它的有效性是精

心挑選植物的結果，這些

植物有實證的結果，可以

在人有壓力時幫助鎮定神

經。身邊有一瓶鎮靜放鬆

劑，可隨時幫助您放鬆。 

    見證效果不代表每個人 

  都可以達到一樣的效果。 

見證分享者：Karin Palk， 艾美會員 



    

 

        具有清潔作用的草本植物具有清潔作用的草本植物具有清潔作用的草本植物具有清潔作用的草本植物    

                                美國與加拿大美國與加拿大美國與加拿大美國與加拿大    

                                的配方含有的配方含有的配方含有的配方含有：：：：    
 

 

方便方便方便方便服用的服用的服用的服用的    

艾美艾美艾美艾美紅紅紅紅甜菜粉甜菜粉甜菜粉甜菜粉    

甜菜的濃縮汁液粉末讓我們不用烹煮

或榨汁，就能很容易地從這些十分營

養的根莖類蔬菜獲得額外的營養。只

要將 1 茶匙的紅甜菜粉與 4盎司的水 

混匀服用即可，一天 2 次。如果喜歡 

運動，可以將 4 茶匙的紅甜菜粉與 10

盎司的水混匀服用，一天一次。 

味道與氣味味道與氣味味道與氣味味道與氣味    
 

  

 

甜菜的土味和氣味是

來自一個名稱為土味

素(geosmin，意即泥

土味)的有機化合物，

 
 

 

主要是由土壤中的好菌製造的，可

讓蟲和動物遠離，保護蔬菜。甜菜

是否能製造自己的土味素，或只是

從土壤中吸收，我們則不得而知。

 

紅甜菜紅甜菜紅甜菜紅甜菜粉的甜菜粉的甜菜粉的甜菜粉的甜菜    

放放放放心心心心：：：：紅甜菜粉是植物硝酸鹽紅甜菜粉是植物硝酸鹽紅甜菜粉是植物硝酸鹽紅甜菜粉是植物硝酸鹽(Nitrate) 

    甜菜含有大量的硝酸鹽(nitrate ，NO₃)，一旦攝

入就會成為轉換途徑的一部分，首先轉換成亞硝

酸(nitrite, NO₂)，然後再轉換成一氧化氮(nitric 

oxide，NO)。一氧化氮放鬆並擴寬血管，可自然

地促進血液循環。每份 4克的紅甜菜粉服用量含

有 72毫克的甜菜硝酸鹽，幫助放鬆。 

我們知道，甜菜鹼(betaine)可

減輕發炎反應，並且降低高 

半胱胺酸(homocysteine)水平。

它也是抗脂肪肝的物質，幫

助減少脂肪堆積在肝臟。 

        顏顏顏顏色色色色 
 
 

 甜菜内部深紅色的顏色使 

它成為罕見的蔬果。會讓

甜菜呈現紅色的就是甜菜 

紅素(betacyanins) ，它是甜菜主要的色

素甜菜素(betalains)的一種，提供抗氧 

化劑與抗發炎的特性。這顏色提供甜

菜的營養與植化素(phytonutrients)不同 

於其它顏色的農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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