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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美健康簡報 

的我的艾美商店（MyAIMStore）網

頁，還有表揚得獎的會員們。我們

邀請您們一起來參加現場直播慶祝

大會！ 
                                    
 
 

直播日期訂於直播日期訂於直播日期訂於直播日期訂於：：：： 

2022年年年年 5月月月月 18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1點點點點 (山區時間山區時間山區時間山區時間, 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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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美 40 周年慶+恭喜艾美 

白藜蘆醇的優點 

銀杏精與視力健康 

  艾美食譜+加拿大特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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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艾美公司恭喜艾美公司恭喜艾美公司恭喜艾美公司    

～南非艾美董事主席 瓊範倫斯堡  

    （Joan van Rensburg）～  
      哇！艾美今年已經 40 歲了。40 

年來，他們一直是全食物食品的先驅..

還有他們的旗艦產品..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

（（（（BarleyLife））））！這個天然食品從嬰

兒到老年人都可以服用，為世界各地

的人們帶來更好的生活品質！ 

是的……活力麥苗 

粉，它到今年已經 

在我們家生活了 

24 年，它永遠是我 

最喜歡的全身保健 

基礎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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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美公司艾美公司艾美公司艾美公司    

    40 周年周年周年周年直播直播直播直播慶祝大會慶祝大會慶祝大會慶祝大會 
 

      今年艾美企業的周年慶祝大會將以直播的

方式，讓您有身臨其境不同以往的體驗。 
 
 

      2022 年是艾美公司 (AIM CompaniesTM)

成立 40 周年的里程碑！因為科技的進步，

艾美將與全球的會員們一起在網路上舉辦直

播慶祝大會。 
 
 

      我們邀請 NBC 電視公司分支機構的卡洛

琳霍利 (Carolyn Holly) 主持演講，她是美國

西北部地區很知名極受歡迎的新聞主播之

一。卡洛琳將主持包括回顧艾美過去的歷

史，與展望未來邁向繁榮的道路。 

                      

 

    同時也將介紹

加強版的獎金計

劃（enhanced   

 compensation  
plan），以及即

將推出的艾美新

產品，與更進步 



 

 

 

 

 

 

 

 

 

 

     

                                白藜蘆醇白藜蘆醇白藜蘆醇白藜蘆醇的優點的優點的優點的優點    
   

     The Plus of Resveratrol 

      艾美蔓越莓艾美蔓越莓艾美蔓越莓艾美蔓越莓(AIM CranVerry+)與蔓越莓（Cranberry） 

有直接的關聯，特別是因為這種膳食補充品，很明顯以這 

種帶有深紅色色調的水果命名。每份的服用量可獲得整個 

漿果的萃取物：為 500 毫克。 
 

      蔓越莓後面的+號表示含有三種附加的成份。除了蔓 

越莓萃取物，該配方還含有 β-葡聚醣酶(beta-glucanase)、 

山竹(mangosteen)和虎杖(giant knotweed)。傳統亞洲醫 

學虎杖已使用了幾個世紀。在日本虎杖被稱為 itadori，1 

大致譯為去除疼痛的意思。 
 

       虎杖 (Knotweed’s)有兩個學名，包括 Polygonum cuspidatum，Reynoutria 

japonica，取決於官方用法。這解釋艾美蔓越莓在美國和 

加拿大產品標籤上，我們使用虎杖不同的學名。 
 

         蔓越莓中的虎杖萃取物，可提供天然豐富植物來源的 

多酚白藜蘆醇（polyphenol resveratrol）。每份服用量含 

有 25 毫克生物活性反式白藜蘆醇（biologically active  

trans-resveratrol），2艾美選擇最有效成份，在這個產品 

是使用虎杖根部（giant knotweed root’s），極有治療 

的潛力。 
 

白藜蘆醇白藜蘆醇白藜蘆醇白藜蘆醇（（（（Resveratrol））））: 

是一種天然植物抗毒素是一種天然植物抗毒素是一種天然植物抗毒素是一種天然植物抗毒素（（（（A Natural Phytoalexin）））） 

      為了對抗病原體的攻擊，如虎杖這種植物會產生稱為植物抗毒素的抗菌物質。白藜蘆

醇是一種天然植物抗毒素 3。 
 

       正如植物抗毒素可有效保護虎杖一樣，白藜蘆醇可以保護身體，使其成為支持健康的

天然添加的膳食補充品，可支援泌尿道健康 4。 
 
 

    值得注意的是白藜蘆醇具有抗氧化活性，可以中和自由基 

其對身體潛在的損害，也有助於減少氧化壓力。在艾美蔓越 

莓的成份裡，含有搭配好很棒與豐富抗氧化力的蔓越莓和山 

竹果。  
參考資料: 

1 bit.ly/KnotweedItadori 

2 bit.ly/BA_Trans-Resveratrol 

3 bit.ly/biologicallyactive 

4 bit.ly/BenefitsResveratrol 

                    

                     蔓越莓膠囊蔓越莓膠囊蔓越莓膠囊蔓越莓膠囊  
 

美國代碼 6650E，24.50 美元 

加拿大代碼 6388E，26.25 加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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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杏精與視力健康銀杏精與視力健康銀杏精與視力健康銀杏精與視力健康                
  

     兩年前艾美重新更改銀杏精 （GinkgoSense）的配方，其遠景是將這個產品轉變為

純素食，同時增加幾種以植物為基礎的成份，更加強這膳食補充品對記憶力及健康的好

處。配方添加了薑黃素(curcumin)、印度人参（ashwagandha）、生薑和黑胡椒。 
 

      在此同時，艾美也增加了萬壽菊（marigold）卒取物 

的含量，新的 配方含有更多葉黃素和玉米黃質（Lutein 

 and Zeaxanthin）。它們是提供視力健康的植物營養素， 

也可減少氧化壓力（oxidative stress）和發炎。 每天補 

充銀杏精，可提供 10 毫克葉黃素和 500 微克玉米黃質。 
 
 

眼睛眼睛眼睛眼睛裡面含裡面含裡面含裡面含有它有它有它有它（（（（The Eyes Have It）））） 

      葉黃素和玉米黃質這兩種都屬於含氧類胡蘿蔔素 

 (oxygenated carotenoids)的一種，被稱為植物的黃色天 

然色素(xanthophylls)，是來自希臘語。桑拖斯(xanthos)  

譯為黃色，而飛龍( phyllon) 意思為葉子。葉黃素和玉米黃 

質被認為是眼睛特有的來自植物的營養素，賦予眼睛視網膜顏色的黃色色素。 
 

     高濃度的葉黃素和玉米黃質天然存在於視網膜及其中心點：黃斑部(macula)。在 
 

1985 年黃斑色素被歸類為類胡蘿蔔素，或在更早的 40 年前， 

葉黃素和玉米黃質的組合，也被鑑定歸類為類胡蘿蔔素。 
 

        維持葉黃素的水平非常重要，可透過進食攝取五顏六色的 

水果和蔬菜，若要獲得保護眼睛最好的益處，可以每天服用 

銀杏精，就能確保定期攝入葉黃素和玉米黃質。  
     急需要保護的一個例子是日常使用電子設備所產生的負 

面影響，眼睛暴露在藍光裡，甚至太陽下山後，葉黃素和玉 

米黃質就像眼睛裡面的太陽眼鏡一樣，可過濾掉這種高能量 

藍光，和防止視網膜受損。要支援視力健康與增強記憶力， 

請服用艾美銀杏精 (GinkgoSense)，這個具有遠見及卓越 

的植物性補充品可以得到好處。   
參考資料： 

bit.ly/Xanthophyll      bit.ly/MacularPi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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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杏精膠囊銀杏精膠囊銀杏精膠囊銀杏精膠囊 

美國代碼 6601E，26.50 美元 

加拿大代碼 6605E，29.25 加幣



   

 

                                      加拿大銀杏精特惠價加拿大銀杏精特惠價加拿大銀杏精特惠價加拿大銀杏精特惠價 

                                Canadian GinkgoSense Special 
 

      購買銀杏精（代碼 6605E，第 1 瓶$29.25 加幣，20 點 BVP），可享有 

  第 2 瓶半價優惠（$14.63 加幣，10 點）。 特惠有效期至 4 月 30 日，賣完

為止。 請使用優惠券代碼：CANGNK0322 。 

 產品效期至 2022 年 6 月。不適用於自動訂貨（AMR）。 

                                          益生菌對減輕體重可能有好處益生菌對減輕體重可能有好處益生菌對減輕體重可能有好處益生菌對減輕體重可能有好處 

                    Possible weight benefit of Probiotics 
 

    科學家深入研究微生物和有益細菌(microbiome  

and good bacteria)，顯示了越來越多這個體內的生 

態系統，在保持人體健康方面發揮不可或缺的作 

用，也包括體重管理。繼續研究及分析對減掉多餘體 

重的好處。例如，以 210 名健康狀況良好的日本女性 

和男性，但是內臟有大量的脂肪，進行為期 12 週的 

隨機對照試驗，獲得正面的結果。只有喝了含有益 

生菌加氏乳酸桿菌（Lactobacillus gasseri) 酸奶飲料 

的參與者，他們腹部的脂肪才能顯著減少。並建議要 

繼續食用，以維持這些結果。（資料來源﹕AIM News） 

艾美益菌食物(AIM FloraFood ) 專有的益生菌混合補充品含有加氏乳酸桿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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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陽光飲料我的陽光飲料我的陽光飲料我的陽光飲料 

  My Sunshine Drink           
成份﹕                                                           

• 1 湯匙纖維健身粉（Fit 'n Fiber） 

• 1 勺保骨鈣（CalciAIM） 

• 1 茶匙胡蘿蔔素（Just Carrots） 

• 12 盎司冷水 

方法﹕ 

將所有成份放入一個迷你無線的攪 

拌器内混合，直到攪拌均勻。加入 

碎冰即可享用。 

提示：艾美藍寶石董事 Leré 她喜歡在飲用陽光飲料時，也一起服用 2 顆 

           艾美亞麻籽油 （AIMega），因有油脂可以幫助保骨鈣配方含有的 

      維生素 D， 更容易被身體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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