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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椒鹼它為薑黃素的吸收打開了大門，通

過其抑制及分解的特性，不會從我們身體

中被排出。 

     胡椒鹼可以提高薑黃素在血液中的水

平，使我們的身體可以利用它來對抗發

炎，與增強大腦記憶力的特性。³ 在艾美

銀杏精（GinkgoSense）中含有這兩種萃

取的成份。  

     艾美銀杏精結合薑黃素和胡椒鹼與銀杏

葉（ginkgo biloba ）的萃取物、生薑、印

度人參（ashwagandha）、葉黃素

（lutein）和玉米黃質（zeaxanthin）， 

使這膳食補充品無與倫比，可以增強記憶

力和視力健康。就像薑黃素和胡椒鹼一起

的協同作用，所有的這些成分一起運作，

可以提高個人的健康好處。                          

 黑黑黑黑胡胡胡胡椒與薑黃椒與薑黃椒與薑黃椒與薑黃素素素素的關聯的關聯的關聯的關聯    

The Pepper-Turmeric  
Connection 
 

      來自香料的貿易很可能是全球化歷

史的起源。這種最初以植物為基礎的貿

易帶有異國風味的成份，就如黑胡椒與

薑黃素，在以前是有錢人才買得起非常

昂貴的食用香料。¹  

     黑胡椒曾被稱為黑金(black gold)，

甚至可以用來支付房租。經幾個世紀

後，在大多數西方國家黑胡椒成為標準

的調味料。黑胡椒的辛辣是來自它的生

物活性生物鹼(bioactive alkaloid)，被稱

為胡椒鹼(piperine)。 

    在 2020 年，薑黃因其在斯里蘭卡(Sri 

Lanka)等國家的流行，而被暱稱為“黃

金”( Yellow Gold)，它有增強免疫力的

特性。²走私者試圖將其偷偷帶入以供應

需求。薑黃中含有一種稱為薑黃素

（curcumin）的化合物，提供大部分這

種香料對健康的益處。  

有效的組合有效的組合有效的組合有效的組合 The Effective Combo 

   單獨口服薑黃素的化合物不易被人體

吸收，它會迅速被代謝及排出。然而， 
 

參考資料： 

1 bit.ly/JustAddSpice 
2 bit.ly/CurcuminImmune 
3.bit.ly/CurcuminAbsor-  
   ption 

艾美銀杏精艾美銀杏精艾美銀杏精艾美銀杏精的的的的服用方法服用方法服用方法服用方法        
建議每日服用 2 顆，   

在進餐時服用最佳。 
 

 1 



                      

 

              

     守護我一生健康的守護我一生健康的守護我一生健康的守護我一生健康的 

     凡間凡間凡間凡間天使天使天使天使 

   An Angel on Earth 
 

～住紐約石溪鎮(Stony Brook，NY)艾美 

專員丹妮絲·德維托 (Denise P DeVito) ～ 
 

親愛的陳玉霞博士﹕ 
 

     我只想記住我是如何認識你的，以及您

是如何改變了我和家人的生活。透過分享

艾美公司健康保健品和您源源不絕的健康

訊息及關懷，等於改變了我和我家人一輩

子的身心健康。解除了我陷入生命裡低潮

幽谷的哀怨。 
 

      大約 15 年前或更早。我長期進出內分

泌甲狀腺保健系統醫生診所。因為服用左

旋甲狀腺素鈉（Levothyroxine），導致體

重不斷增加，無論我如何努力，都無法減

肥。雖說沒有一下子變得太胖，但我這輩

子從來沒有任何過胖的問題；我曾經跟醫

生討論，她都保證沒有什麼其他問題。甚

至給我一個說法，力勸著我對年齡的增長

和體重的增加，都得看開一點！ 
 

     千篇一律的回答使我感到不耐煩，拿了

檢查表與檢驗結果，我頭也不回的離開

了。再也不想聽到任何馬馬虎虎的消極回

應！當時我很納悶，完全不明白所謂的科

學醫藥領域，到底能夠解決什麼？就算沒

有神丹妙藥，起碼也要有正確的科學態度

吧。怎麼可以隨便拿個藉口就搪塞我呢？

日子一天天過去，我感到沮喪。我不知道

該怎麼做或去哪裡，才能替我這個煩人的

困擾，得到正確的健康資訊，甚至恢復原

來的體態面貌。 
 

     有一次去到郵局辦事情晃過去公告欄那

裡看看，像是命中注定，我瞥見陳玉霞博

士 (Yu-Shiaw Chen, Ph.D.)十周的營養課

程傳單，名為“終身營養健康程”(Healthy 

Weight for Life)標題馬上吸引了我！旨在 

 

改善生活品質和減輕體重。 
 

     與陳博士取得了聯繫的時刻改變了我

的人生。與您交談後，決定報名參加您

的課程。 
 

    我從接觸的第一刻開始就知道，我經

歷了生命中最激動人心的 10周和最健

康的時光。以前胡亂投藥的緊張跟迷

亂，就在那十個禮拜裡，好像眼睛跟心

靈突然開竅了。並且學習如何照顧自己

的身體以及家人的健康。加上您個性溫

柔而且激勵人心的語調，讓別人很容易

放鬆下來。我總是迫不及待等著下一次

的視訊課程，畢竟您在那短短的一個小

時內，都讓我的大腦塞滿了豐富的健康

知識。畢竟對我最有直接幫助的是重拾

健康！ 
 

     發自內心深處，我覺得這世界上竟然

真的有天使。尤其是幫助人們獲得信

息，使我一輩子都健健康康的天使。人

生不管遇到任何痛苦、艱難。有著健康

的身體，再也沒有什麼挫折，可以打倒

我們。 
 

   無時無刻您都非常有耐心的一一回答

我們的疑難雜症，甚至其他相關的任何

協詢諮商。艾美這個充滿神奇的公司及

其保健品，隨時像開著大門歡迎我們進 
 

  連接下頁…….                                                                           

        丹妮絲丹妮絲丹妮絲丹妮絲····德維托與她的孫子德維托與她的孫子德維托與她的孫子德維托與她的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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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求取正確的健康知識的寶庫。現在常

想起過往一切，我根本沒有辦法假設當時

若沒有認識陳玉霞博士，我的人生會是一

個怎麼樣的困局。就是因為您就像位守護

健康的天使般拯救了我！  
    陳博士啊！我每天都在我的心靈深處

懇切地為您禱告。希望您跟您的家人一切

都好，凡事平安、美好、健康；有著光明

的未來。  
               丹妮絲·德維托  敬上 
 
 

註:丹妮絲她服用艾美產品做為日常的保

健。有艾美特級活力麥苗粉（BarleyLife 

Xtra），有機亞麻籽油（AIMega），益菌

食物（FloraFood），草本精華（Herbal 

       植物性食物與糖尿病植物性食物與糖尿病植物性食物與糖尿病植物性食物與糖尿病 

      Plant-Based Food  
          and Diabetes 
      糖尿病是一種影響全球 4 億多人的疾

病。在全世界第 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

tes)患者數持續增加，這與營養不良是有

關聯的。¹ 
 

      2型糖尿病被認為是一種全球的流行

病，當身體無法產生足夠的胰島素

（insulin）時，就會發展為 2型糖尿病，

或是身體無法有效地使用它來引導糖分通

過血液循環進入細胞，提供能量和儲存。 
 

    長期高血糖會造成體內發炎，更會影響

身體健康，因而造成包括失明、下肢截

肢、心臟病發作和中風的風險。糖尿病是

會引起致命的。 
 
 

被肯定的被肯定的被肯定的被肯定的種植種植種植種植植物植物植物植物    

Planting the Positive 
 

   好消息是最近的研究顯示，採用植物

性為主的飲食，可以預防和治療 2型糖尿

病。這些食物的攝取包括吃水果、豆類、

堅果、蔬菜和全穀物，要盡量限制或去除

精製食品和動物性的產品。  
   選擇這種植物性飲食的生活方式，好 

處包括可提高胰島素敏感性、增加纖維植物

營養素的攝入量、食物和腸道微生物群之間

更多的相互作用、減輕體重以及降低飽和脂

肪和糖尿病生物標誌物（diabetes 

biomarkers）稱為糖化終產物(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簡稱(AGEs).² 
 
 

    2017 年 5月發表的一項研究得出結論，

使用植物性飲食的情況，從來沒有如此強烈

地減輕糖尿病負擔，並改善整體健康。² 
 
 

    2021 年 6月發表的另一項研究文獻記錄：

• 以植物為基礎的飲食模式與降低 2型糖尿 

   病的風險有關聯。 

• 以植物為基礎的飲食模式可以有效治療 2 

   型糖尿病。3 

  糖尿病糖尿病糖尿病糖尿病的的的的診斷診斷診斷診斷 Diabetes Diagnoses 
 

美國：每十個人中有一人患糖尿病 
bit.ly/AMStats 

加拿大：每 16 人中有一人患糖尿病
bit.ly/CANStats 參考參考參考參考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¹ bit.ly/DiabetesPandemic 

² bit.ly/PBDiabetes1 
3 

bit.ly/PBDiabetes2                   
3 

 

Release），優豆蛋白粉（ProPeas）， 

益骨健（Frame Essentials），保骨鈣

（CalciAIM），紅籮蔔素（Just Carrots） 

以及鎮靜放鬆劑（Composure) 等。 

 



 

                                                                                                                             

 

                    四代家人的健康四代家人的健康四代家人的健康四代家人的健康    

       Four Generations 
           of Wellness 
～加拿大安大略省 Ruscom Station，艾 

 美董事琳恩羅伯茲 Lynn Roberts 分享～ 
 

      艾美是一家有誠信的公司，我服用他

們的產品已有 32 年的歷史。我現在 76 

歲，還能做所有的事情，這可要歸功於艾

美的產品。 
 

     自 1989 年以來，我一直是艾美家族的

成員。我的丈夫、兒子、女兒和我都是牧

師。我有十一個孫子女，五個曾孫子女，

第六個即將出生。我的曾孫李維約翰(Levi 

John)  ，就是照片中看到的這個小傢伙，

他是我們家的第四代。他喝著他最喜歡的

“果汁” – 艾美艾美艾美艾美可可活綠可可活綠可可活綠可可活綠蔬菜蔬菜蔬菜蔬菜粉粉粉粉和紅甜菜和紅甜菜和紅甜菜和紅甜菜粉粉粉粉

混合的果汁。 
 

     在我們家庭中受 

益於健康的生活方 

式，包括每天服用 

艾美產品。我們都 

很喜歡，幾代的家 

人也得到健康！ 
 

 我是一名慢跑者， 

也是 YMCA 和 YWCA 的體能教練。我認

為健身就是一切的答案。但不幸的是，我

患上了足底筋膜炎（plantar fasciitis），

這是跑步者常見的一種涉及腳底厚組織的

綜合發炎症。結合其它慢性的發炎，導致

我的身體每個部位都疼痛與虛弱，我幾乎

完全臥床不起。我被迫拄著拐杖走路或被 

 
 

 

 

書店。他們給了我一罐綠色大麥汁粉和瑪麗露

絲史沃普 (Dr. Mary Ruth Swope) 博士的錄影

帶。那時我不相信這樣的東西，就把這一罐放

入櫃子裡面三個月。 
 

     然而，隨著疼痛變得更加劇烈，我決定嘗

試一下。在很短的時間內，我開始從疼痛中

解脫出來，我不再需要拐杖了。 
 

     綠色大麥汁粉末之後改為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

(BarleyLife)。新名字太合適了，因為它真的

給了我新的生活。現在我一天可以步行五英

里，騎自行車七英里。多年來，我一直在教

一個關於“營養和上帝的話語”的十週課程。我

真的相信，如果我們能為我們的身體提供適

當的營養和運動，他們會自我修復和重建。 
 

   在一次會員的會議上，我遇到了艾美共同

合夥人丹尼斯和凱伊丹 (Dennis and Kay 

Itami)，他們分享了活力麥苗粉的價值。我還

遇到了已故的泰麗莎舒馬克（Teresa 

Schumacher)，她教我們使用草本纖維素草本纖維素草本纖維素草本纖維素    

(Herbal Fiberblend)，來清潔結腸的重要性。

剛開始時，我被鼓勵成為艾美經銷商，可以幫

助支付我的產品。我現在使用多種的艾美產

品。我想說我自己是我最好的客人。我丈夫和

我每天早上的開始，都喝被稱為強力飲料的菜菜菜菜

園三園三園三園三寶寶寶寶（（（（Garden Trio））））（含活力麥苗粉、紅

甜菜粉和紅蘿蔔素），我也添加耐力飲料耐力飲料耐力飲料耐力飲料

（（（（Peak Endurance））））。。。。 
 

     我的生活從過去到現在，我感覺現在是最

棒的，這是個奇蹟。我期待著能有更多令人興

奮和充實的歲月。             

                               

我丈夫強壯的手臂

支撐了一年多。這

些症狀告訴我我的

身體營養不足。 

幸運的是，我遇到

了已故的愛琳與赫

爾木西森(Irene  

and Helmut Thies-
sen)，他們在我所 

在的地區擁有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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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