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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級活力麥麥苗粉特級活力麥麥苗粉特級活力麥麥苗粉特級活力麥麥苗粉    

    BarleyLife Xtra     
12.7 盎司/ 360 克粉末裝  

• 幼嫩大麥苗汁濃縮

粉末和 18 種蔬菜

水果製成 

• 提供活力麥苗粉對

健康的所有好處與

天然甜味 

• 不添加糖份 

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 BarleyLife 

12.70 盎司/ 360 克粉末裝 

• 幼嫩大麥苗汁濃縮粉末 

• 純天然植物來源的營養 

   素，含有抗氧化劑，葉 

   綠素，酵素，礦物質和 

   維生素 

• 鹼性，具有清潔作用 

• 增強體力和減少發炎 

• 支持身體所有的系統健康 
 

   美國會員價$48.00 / 加拿大$49.00         

                                                 

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    隨身包每包含6條 4克粉末裝 

會員價$3.25(買 12 包會獲得 12 點) 
      

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    6.35  盎司 / 180 克粉末裝 

美國會員價 $28.00         

附註﹕上面這兩種產品只在美國銷售  
 活力麥苗活力麥苗活力麥苗活力麥苗膠囊裝膠囊裝膠囊裝膠囊裝    280 粒 素食膠囊裝 

美國會員價$39.00 / 加拿大$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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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會員價$52.00 /加拿大$53.00 

         

 

 

產品的麩質(gluten)含量少於 20 

 ppm 的認證 

 

 食品不含基因改造的認證 

 

產品不含動物或動物副產品的認 

 證(素食認證) 

 

不含國際運動禁藥管制機構(WADA)

所列的運動禁藥成份的認證 

全食物的營養可以全食物的營養可以全食物的營養可以全食物的營養可以幫助幫助幫助幫助身體身體身體身體酸性酸性酸性酸性體體體體質質質質，，，，

心血管心血管心血管心血管與消化與消化與消化與消化問題問題問題問題，，，，疲勞免疫疲勞免疫疲勞免疫疲勞免疫缺陷缺陷缺陷缺陷與與與與發發發發

炎炎炎炎，，，，及及及及能量低能量低能量低能量低，，，，營養缺乏和毒素堆積營養缺乏和毒素堆積營養缺乏和毒素堆積營養缺乏和毒素堆積。。。。 

  

 

 
 猶太教規食品認證 

艾美產品獲得艾美產品獲得艾美產品獲得艾美產品獲得認證標誌認證標誌認證標誌認證標誌    



 

 

                                                                

                                                               

 

                                                                       

 

 

                                                              

                                                                

 

 

                                                                

                                                                  

 

 

                                                                            

 

 

 

 

 

 

   

      

 

 

 

                                                               

 

紅紅紅紅蘿蘿蘿蘿蔔素的營養素可蔔素的營養素可蔔素的營養素可蔔素的營養素可幫助幫助幫助幫助紓解白內障紓解白內障紓解白內障紓解白內障，，，，低能量低能量低能量低能量 

水平水平水平水平，，，，黃斑病變黃斑病變黃斑病變黃斑病變（（（（macular degeneration），），），）， 

營養缺乏營養缺乏營養缺乏營養缺乏，，，，視力差視力差視力差視力差與與與與皮膚問題皮膚問題皮膚問題皮膚問題。。。。  
 
 
 
 
 
 
    

    

    

活綠蔬菜粉活綠蔬菜粉活綠蔬菜粉活綠蔬菜粉LeafGreens      

6.35 盎司/180 克粉末裝 

• 含有 6 種蔬菜:大 

   麥葉、菠菜、羽衣 

   甘藍、芝麻菜、瑞 

   士甜菜與綠花椰菜 

   芽粉末 

• 植物來源強力的抗 

   氧化劑、類黄酮與 

   其它重要的營養素 

• 具有清潔作用，增強活力與綠色的柑  

橘口味 

美國會員價 $41.00/加拿大$43.00 
                                                                          

以植物為基礎的營養素以植物為基礎的營養素以植物為基礎的營養素以植物為基礎的營養素，，，，可可可可幫助幫助幫助幫助過敏過敏過敏過敏，，，，

能量低能量低能量低能量低，，，，關節炎關節炎關節炎關節炎，，，，發炎和心血管發炎和心血管發炎和心血管發炎和心血管，，，，消化消化消化消化

系統系統系統系統，，，，免疫系統免疫系統免疫系統免疫系統，，，，腎臟和骨骼等方面的腎臟和骨骼等方面的腎臟和骨骼等方面的腎臟和骨骼等方面的

健康問題健康問題健康問題健康問題。。。。    

        
整體健康整體健康整體健康整體健康 Whole-Body health    
  

 

紅紅紅紅籮籮籮籮蔔素蔔素蔔素蔔素 Just Carrots 

14 盎司/400克 粉末裝            

• 純天然的胡蘿蔔汁粉末 

• 濃縮的蔬菜營養素，含 

  有抗氧化類胡蘿蔔素， 

  包括α-和β-胡蘿蔔素 

  與葉黃素 

• 對眼睛，皮膚與全身的健 

 康都有好處，而且免榨汁的麻煩 

  美國會員價 $37.00 /加拿大$39.00 

                
 

紅甜菜紅甜菜紅甜菜紅甜菜粉粉粉粉的營養素可支援心血管問題的營養素可支援心血管問題的營養素可支援心血管問題的營養素可支援心血管問題，，，，發發發發

炎炎炎炎，，，，肝臟疾病肝臟疾病肝臟疾病肝臟疾病，，，，營養缺乏營養缺乏營養缺乏營養缺乏，，，，循環不良和排循環不良和排循環不良和排循環不良和排

除體除體除體除體內內內內堆積堆積堆積堆積的的的的毒素毒素毒素毒素。。。。 

紅甜菜粉紅甜菜粉紅甜菜粉紅甜菜粉 RediBeets 
8.82 盎司/250 克 粉末裝 

• 純天然的的甜菜汁粉末 

• 濃縮的蔬菜營養素 

• 包括甜菜鹼（betaine） 

 β-花青素（betacyanins） 

   酵素，硝酸鹽（nitrate ） 

• 幫助排毒和促進細胞的健康，增強心臟與肝

臟的功能 

 美國會員價 $31.00/加拿大$33.00 

       

 

 
 

    可可活綠蔬菜粉可可活綠蔬菜粉可可活綠蔬菜粉可可活綠蔬菜粉 CoCoa LeafGreens 
 

   6.35 盎司/180 克粉末裝 

• 含可可粉的營養素與 

   活綠蔬菜粉混合的粉末 

• 超級來源有益健康的 

   營養素包括抗氧化劑 

   和類黃酮 

• 有助促進情緒的改善 

   和認知功能 

• 可增強活力的綠色巧克力 
 

美國會員價 $38.00/加拿大$39.00 

 

  

 

  艾美艾美艾美艾美菜園三寶菜園三寶菜園三寶菜園三寶（（（（AIM Garden Trio））））見證見證見證見證        
    我與我的先生倆人在做 

完醫療手術後，從死裡逃生 

，這可要感謝艾美產品的幫 

助，特別是艾美菜園三寶， 

讓我們快速的恢復健康，連 

我們的醫生都感到很驚訝。  
～住南非艾美董事主席會員 

     Jenny and Bill Brown～ 

 

 本簡報刊登的所有見證本簡報刊登的所有見證本簡報刊登的所有見證本簡報刊登的所有見證，，，，純屬個人經驗純屬個人經驗純屬個人經驗純屬個人經驗    

                    分享分享分享分享，，，，效果可能因人而異效果可能因人而異效果可能因人而異效果可能因人而異。。。。 



  

 

 

 

                                                             

                                                             

                                                                                                           

                                                                                                                       

                                                                                                            

 

 

 

 

                                                             

                                                        

  

 

                                                                                                          

 

 

 

 

 

 

 

                                                                      

 

                                                                                                                   

                                      

 

 

 

  

 

 

                                      

                                                                                                             

 

 

 

                                                                              

       

                                                                               

                                                        

                                                                             

                                                                                      

 

  

 

 
菜園三寶菜園三寶菜園三寶菜園三寶 Garden Trio 粉末裝 

• 含有活力麥苗粉(BarleyLife)、紅蘿蔔(Just  

   Carrots)和紅甜菜粉(RediBeets)的果汁 

• 結合這三種產品濃縮的營養素，對全身 

  健康都有益處  

 美國會員價 110.00  /加拿大$113.00 
 

菜園三寶的營養素可提供整體健康菜園三寶的營養素可提供整體健康菜園三寶的營養素可提供整體健康菜園三寶的營養素可提供整體健康，，，，減輕減輕減輕減輕

酸性體質酸性體質酸性體質酸性體質，，，，心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視力問題視力問題視力問題視力問題，，，，疲疲疲疲

勞勞勞勞，，，，免疫缺陷免疫缺陷免疫缺陷免疫缺陷，，，，發炎發炎發炎發炎，，，，肝臟疾病肝臟疾病肝臟疾病肝臟疾病，，，，營養素營養素營養素營養素

缺乏缺乏缺乏缺乏，，，，循環不良和身體堆積的毒素循環不良和身體堆積的毒素循環不良和身體堆積的毒素循環不良和身體堆積的毒素。。。。    

抗氧化劑抗氧化劑抗氧化劑抗氧化劑的營養素的營養素的營養素的營養素可幫助可幫助可幫助可幫助身體抗氧化劑缺身體抗氧化劑缺身體抗氧化劑缺身體抗氧化劑缺 

乏乏乏乏，，，，免疫系統衰弱免疫系統衰弱免疫系統衰弱免疫系統衰弱，，，，發炎發炎發炎發炎，，，，與氧化壓力與氧化壓力與氧化壓力與氧化壓力

（（（（oxidative stress））））和早衰和早衰和早衰和早衰。。。。 

        
    整體健康整體健康整體健康整體健康 Whole-Body health    
  

     

  菜園三寶菜園三寶菜園三寶菜園三寶特級活力麥苗粉特級活力麥苗粉特級活力麥苗粉特級活力麥苗粉粉末裝    

  Garden Trio BarleyLife Xtra     
  美國會員價 114.00   （僅美國有） 

 

         艾美艾美艾美艾美紅能量紅能量紅能量紅能量見證見證見證見證        
     我每天喝一瓶紅能量 

（Red Rush）補充我的 

硝酸鹽水平，若有重大 

的訓練或比賽之前，我 

會喝兩瓶紅能量，讓我 

的體能更為持久，這也 

是法律認可的運動飲料。 

它們並幫助我打破了他們所說的人類極限的

世界紀錄。（註﹕他是 1小時騎自行車世界

紀錄的保持者）。 
 

 ～南非艾美專員 Wimpie van der Merwe～ 

 

抗氧化劑抗氧化劑抗氧化劑抗氧化劑 2000 Proancynol 2000 

 60粒軟膠囊 

• 結合7種豐富抗氧化劑的成份，含有綠茶， 

  迷迭香葉子，葡萄籽 

• 高品質的抗氧化劑補充品，可對抗自由基 

  的傷害 

• 抗老化的配方 

• 增強免疫系統  
美國會員價 29.00 /加拿大$30.00 
                            

紅能量紅能量紅能量紅能量 Red Rush 
 

每瓶 2.5液盎司/74毫升 一盒 12瓶 

•  甜菜濃縮果汁    

•  提供甜菜硝酸鹽（beet nitrate），我們身    
  體會轉化為一氧化氮(nitric oxide)    

• 一氧化氮可促進血液循環，降低血壓，改

善體能表現，增強耐力 

                 
 

 

    美國會員價36.00 /加拿大$39.00 

  

加拿大 NPN 

  80006681 

 

                                               

 

紅能量最重要的紅能量最重要的紅能量最重要的紅能量最重要的營營營營

養素是養素是養素是養素是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幫助幫助幫助幫助血血血血

液循環不順暢液循環不順暢液循環不順暢液循環不順暢，，，，並並並並

能降低血壓能降低血壓能降低血壓能降低血壓，，，，恢復恢復恢復恢復

受損的肌肉受損的肌肉受損的肌肉受損的肌肉，，，，增強增強增強增強

身體耐力與能量身體耐力與能量身體耐力與能量身體耐力與能量    

 

                



                                                                                                                         

                                                                                                                                       

4 

見證見證見證見證﹕﹕﹕﹕    
 

    我有慢性的背痛 20

年，自從開始服用保骨鈣保骨鈣保骨鈣保骨鈣

與益骨健與益骨健與益骨健與益骨健 ，還有每天晚上

睡前擦鎂寧膚乳液鎂寧膚乳液鎂寧膚乳液鎂寧膚乳液（（（（Mag-

nificence）））），在第二個星

期後，我的背痛幾乎完全

消失了，並且我可以做些

以前一直努力而無法做到

的事情。 

  
～住紐約州 East Elmhurst 

 艾美督導 Wu, Samuel ～ 
                                                             

                艾美抗氧化劑艾美抗氧化劑艾美抗氧化劑艾美抗氧化劑 2000 (Proancynol 2000) 的功效的功效的功效的功效 
 

         我是 1993年加入艾美公司成為會員，我對艾美的產品和公司對會員的服務都十分滿

意，我尤其喜歡艾美抗氧化劑艾美抗氧化劑艾美抗氧化劑艾美抗氧化劑 2000 (Proancynol 2000)，也樂於向他人推介。 
 

        多年前我丈夫往泰國清邁出差，泰國陽光猛烈，他皮膚白晢，又沒有用太陽油（防曬

油），後來返回加拿大，臉上的黑班起了變化，由黑變紅，再破裂流血， 

後來乾了，又再變紅，這樣循環不斷。我恐怕是皮膚癌之類的問題，於是 

要求約見專科醫生，但排期需要兩個月。在輪候的期間，我建議他嘗試服  

用艾美抗氧化劑 2000，結果他每天服用 2-3 粒，每一次血流乾了以後， 

傷口都小一點，服用了個多月就完全好了，也看不見斑痕，經專科醫生 

診斷後， 醫生也說：「沒事了，有事才來見我吧。」我覺得這是艾美抗 

氧化劑 2000 的功效。 
 

        艾美抗氧化劑2000對感冒、帶狀皰疹 (shingle) 、牙週病也十分 

有幫助，應該在家中常備一、兩瓶。                                                                     
    ～住卑斯省溫哥華（Vancouver, BC）艾美董事 Karen Chan ～ 

    
適當的營養適當的營養適當的營養適當的營養，，，，可減輕滑囊炎可減輕滑囊炎可減輕滑囊炎可減輕滑囊炎(bursitis)，，，，關節痛關節痛關節痛關節痛，，，，肌肉肌肉肌肉肌肉 

疼痛疼痛疼痛疼痛，，，，骨關節炎骨關節炎骨關節炎骨關節炎，，，，運動損傷和肌腱炎運動損傷和肌腱炎運動損傷和肌腱炎運動損傷和肌腱炎(tendonitis) 
 

益骨健益骨健益骨健益骨健Frame Essentials 

120粒素食膠囊                                                          

• 含有葡萄糖胺硫酸鹽(glucosem- 

   ine sulfate)，葡萄糖胺鹽酸鹽 

   (glucosamine hydrochloride) ， 

   乳香樹萃取( Boswellia extract)， 

   和有機硫化物( MSM) 

• 含有4種有效成份，幫助紓解骨            

   關節炎疼痛，提供關節健康                             

• 並支持強健，靈活，無疼痛的肌 

  肉與骨骼系統                               
美國會員價 $25.00/加拿大$27.00 

 

  

加拿大 NPN 

  80006447 

 

保骨鈣保骨鈣保骨鈣保骨鈣 CalciAIM 
 

14.1 盎司/ 400 克粉末裝 

• 含有鈣，維生素 D，鎂，鋅，銅，維生素

C 和 L-離氨酸 (L-lysine HCL) 

• 三種型式的鈣混合一起的粉末飲料，可增

強鈣質營養素的吸收 

• 幫助保持骨骼，軟骨，牙齦和牙齒的健康 

                                                    

                                                    

        
        骨骼與關節健康骨骼與關節健康骨骼與關節健康骨骼與關節健康 Bone & Joint health    
 

  

美國會員價 $32.00 /加拿大$36.00 

 

  加拿大 

   NPN 
80033077 
 

   加拿大 NPN 

     800066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