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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持續提供最高品質的產品，及根據

對產品成份支持的研究，艾美偶爾會

對久經考驗的產品進行配方改良。同

時，做任何的改變都必須保持及增強

產品的功效。提供關節健康的膳食補

充品 - 益骨健(Frame Essentials)， 

就正為這種情況而改良配方。 

 

   

     益骨健補充品所含的葡萄糖胺

(glucosamine)，是一種通常存在於軟

骨組織中的天然化合物，可以緩衝和 

保護關節。這膳食補充品的主要成分 

是葡萄糖胺硫酸鹽(glucosamine sulfa-

te)、葡萄糖胺鹽酸鹽(glucosamine 

hydrochloride)，它們是建造軟骨健康

的基石。原配方裡這兩種類型葡萄糖胺

是來自蝦殼中萃取的，在經過多個程序

的萃取過程，最終生產為葡萄糖胺的形

式。當然，這也妨礙益骨健被認證為素

食產品。 
 
 

 

       最近通過非基因改造玉米的菌種

發酵(bacteria fermentation) 而來的葡

萄糖胺，使艾美可以將配方轉換為植

物性的來源。這改變進一步允許任何

不願服用非素食補充品的人，他們可

以享有它的好處。益骨健素食配方含

有葡萄糖胺硫酸鹽，葡萄糖胺鹽酸

鹽，乳香樹萃取物(boswellia 

extract)，以及有機硫化物(MSM)。 

 
 

                            

 

 

 

 

 

 

 

 

 

 

素食配方 

          即將在美國 

         與加拿大推出 

見證: 

       我喜歡早上做瑜伽，對我來說， 這

是最基本和不能缺少的。 

    在 70 多歲這時候，我寧願筋疲力竭

也不願身體朽壞(rather wear out than 

rust out)。讓我做為一個“初級年長者”

可以保持美好的生活。”我喜歡每天服

用益骨健 (Frame Essentials)。對我來

說，它也是不能缺少的、和不能協商

的。由於它所結合的成份，可提供給

我很好的關節健康、活動性和靈活

性，讓我從中受益，可以享受日常做

瑜伽運動。 
 

      ~艾美董事會員珍巴克斯特 

       (Jan Baxter，AIM Director)~ 

從更改葡萄糖胺的來源，新的

益骨健配方同樣有效地提供關

節及骨骼健康的保健成份。 

 

http://www.barleylife.com/


 

                     挑食的小孩喜歡艾美食物 

                Picky Eater Loves Food from AIM 
 

    ～加州爾灣艾美董事主席會員劉山東和許美惠(Newman and Rebecca Liu)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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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fGreens)通通喜歡！ 

讓我們全家喜出望外！終

於有她喜歡的食物可以吃

了！！！  

     他們全家現在住在德

州，無法常常見面，但是

現在有手機看視頻也讓我

們很開心！有時候我們只 

 

     金斯蕾（Kinsley）是

紐曼和麗貝卡（Newman  

& Rebecca）第一個孫女

兒，二月十九日是她二歲

生日！她天生活潑好動，

聰明可愛, 人見人愛，是

全家人的心肝寶貝！唯一

一件事就是很挑食，胃口

不好，除了奶以外，其它

的 

 
 

食物不太有興趣，真是令人頭疼！大約

半年前，我們突然想到讓她試試活力麥

苗粉(BarleyLife)，用小茶匙舀一些些

放進嘴裏讓她嚐嚐，哪裏知道她睜大眼

睛看著我，嘴裏吃著，然後馬上愛上了

活力麥苗粉，指著罐子還要，好開心的

吃了好幾回！接著又讓她試吃紅蘿蔔素

(Just Carrots) ，優豆蛋白粉

(ProPeas) ，可可活綠蔬菜粉(CoCoa  

 

要說"BarleyLife", 她一聽到這詞，

馬上丟掉手上的東西，爬上她的專用

椅，手就一直指放產品的櫃子，然後

打開每一罐舀一小匙的乾粉來吃，她

不喜歡泡水喝，她要小口乾粉吃完後

喝一杯水！然後很滿意的從椅子下

來，帶著滿口綠鬍子去玩！ 

     艾美的多樣純天然，純植物產品，

真是我們一家人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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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出精采的人生 

           Living Life Abundantly 
                   ~南非斯特蘭德艾美董事會員塔尼亞康布林克 

               (Tania Combrinck in Strand，South Africa ) 分享~ 

   我從青少年時期，就有腸道和泌尿道

方面的健康問題。我相信要活出精采的人

生，但我覺得這個權力被剝奪了，也主要

受約束的因素。      
 

      記得童年的時候，我母親是個細緻的

廚師，她非常重視家中煮食的家常菜。還

有我父親青翠的菜園，要特別禮遇才能進

入。現在我想要知道這些價值觀，為何隨

著時間慢慢的移動，已逐漸遠離我？ 
 

     我的護理生涯讓我觀察到如何透過特

意進食(intentional eating):來追踪患者快

速恢復的康復率：謹慎選擇讓您感覺良好

的食物，也反映你的價值觀。我堅持要過

一種可持續健康的生活方式。我對“我所

吃的東西”加強瞭解，這使我來到了一個

可以讓人很安心地分享真相的地方。 

       發現艾美產品是透過一位親近朋友的

幫助。過去這九年裡，我一直忠實地服用 

 

 

 

 

 

草本纖維素(Herbal Fibeblend)，活力麥苗粉

(BarleyLife)，鎮靜放鬆劑(Composure) ，

這是我必需要的產品。我也發現了耐力飲料

(Peak Endurance) 的好處。艾美幫助我很容

易實現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我選擇改變一些不健康的生活習慣，也

開始產生預期的結果：增加活力、改善整體

健康、改善體能也更強健。這多麼幸福啊！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恢復了信心，可以

再次外出參加活動。我增強了對超級營養食

品的認識，我能夠愉快地與任何人，以及每

個人談論有關艾美產品。 
 

       我主要關注的焦點始終是為女性服務，

其中包括分享艾美產品可以支持健康的生

活。我為上帝託付給我的人服務，這是一種

榮譽和特權。我仍然在自己的康復之旅中，

繼續的學習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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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得好，身體好(Good Food, Good Health)   
                             ~達瑞斯瓦爾德纳 (Darius Waldner) 分享~ 

 

Good Food, Good Health  By Darius Waldner 

達瑞斯 瓦爾德纳(Darius Waldner)分享 

由於今年我所在的地區下大雪，我每天騎著雪地摩拖車在灌木叢中穿梭 10 英里，而且每次出遊

車子經常會被雪困住幾次，我必須自己鏟雪。我現在 74 歲，要感謝我的能量，我從活力麥苗粉

( BarleyLife) 和特級活力麥苗粉(BarleyLifeXtra) 提供的營養中獲得的耐力，以便我才能夠做到。 最

近，我一直在越野旅行，每天滑雪 1-1.5 英里。良好的食物對健康有好處的作者達瑞斯 瓦爾德纳, 

在這裡再次對自己擁有的能量感到滿意。我已經享受活力麥苗粉的好處超過 6 年了。我斷斷續續

地嘗試過其他綠色產品，只因為價格較低，但我總是回到艾美，因為我很快意識到我的身體缺少

“高辛烷值營養素(high octane nutrients)”.。我對任何願意聽的人的建議是，通常產品更便宜是

有原因的！ [編者註：感謝來自 Richer, MB 的艾美督導會員 Ingrid Stoetzel 和董事主席俱樂部會員

Edna Smith 分享了這精彩的見證。 

 

Good Food, Good Health  By Darius Waldner 

達瑞斯 瓦爾德纳(Darius Waldner)分享 

     由於今年我所在的地區下大雪，我每天騎著雪上摩拖車在灌木叢中穿梭 10 英

里，每次出遊車子經常會陷入雪中好幾次，我必須自己鏟雪。我現在 74 歲，要感謝

我身體有能量，我從活力麥苗粉 ( BarleyLife) 和特級活力麥苗粉(BarleyLifeXtra) 提

供的營養獲得耐力，所以我才能夠做得到。 

        最近，我每天越野滑雪大約 1 至 1.5 英里。我再次對自己擁有的能量感到滿意。          

我已經享受活力麥苗粉的好處超過 6 年了。我嘗試過 

其它綠色的產品，只因為價格較便宜，但我還是回到艾美， 

因為我很快意識到，我的身體缺少“高辛烷值營養素(high  

octane nutrients)”.。我對任何願意聽的人建議，通常產品較 

便宜是有原因的！ 

編者註：感謝 Richer, MB 的艾美督導會員 Ingrid Stoetzel 

和董事主席俱樂部會員 Edna Smith 分享這很棒的見證。 

        社交媒體上的口碑 (WOM on Social Media)     

     社交媒體平台普及為會員帶來了全球口碑(word-of-mouth，WOM)的機會，讓他們

分享對艾美營養品的看法。事實上，口碑行銷可以被認為是最初的社交媒體平台。過

去，會員讓人們了解艾美產品，主要的方式是通過口耳相傳，一個傳一個，現在它仍

然有效！以下是會員最近在臉書(Facebook) 分享的一些精彩口碑！ 

 活力麥苗粉(BarleyLife) 

活力麥苗粉確實是最好 

的綠色果汁。它是以最 

高的品質製造，艾美就 

是最好的。 

Glenda Judd 
 
 

這是最好的產品....... 

30 多年來我每天 

早上服用。 

June Poswiata 
 
 

40 年來世界上最好的綠色果汁，沒有 

其它的能比得上。 

Joan van Rensburg 
 

在"綠色"市場它是黃金標準，沒有其它 

的可以比較! 

Michelle Pauly Long 
 

感謝有這麼棒的產品，讓我每天飲用！ 

Barbara Snodgrass 

 

 

 

 

 

   鎮靜放鬆劑(Composure) 

                                                   

 

 

 

 

 

這產品真的可以幫助睡的更

好。當我睡前服用鎮靜放鬆

劑，不喜歡我的孩子們在晚上

來電話，我很難為他們起床。 

Leandri Osborne 
 

我每晚就寢時服用 1 粒鎮靜放

鬆劑，我大腦沒有走神，有一

個平靜的睡眠。 

Jeanine Beaudoin Duquette 

 

  活力麥苗粉  

 5809E, $50.50 

   (CAN) 5815E,   

   $52.25) 

 

    

優豆蛋白粉   

(ProPeas ) 
是一個很棒的產

品：豌豆蛋白質

給我的冰沙富有

奶油口味。 

Dienie Schnetler 

  鎮靜放鬆劑   

  2021E, $20.00 

  ( CAN 4377E  

   $25.25) 

 

 

  優豆蛋白粉  

6251E $40.50 
(CAN 6589E,  

  $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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