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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美產品改變我的生活                  

有意義的艾美銀杏精                    

再回到活力麥苗粉 

產品見證 

晉升艾美藍寶石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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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 2001 年，生完我的女兒喬丹

（Jordan）後，我感覺非常的糟糕。我有很多

的健康問題：疲勞，頭痛，關節疼痛，而且體

重過重。那個時候，我還不是健身教練

（personal trainer），但我開始了健康旅程

(wellness journey)，這改善我的生活，也讓我

能幫助他人做同樣的事。 
 

旅旅旅旅程程程程(The Journey) 
 

       我設法把我的身材從 14 號降到 2 號，但

老實說，我不是以健康的方式做到這一點。我

真希望當時的我已擁有現在所知道的知識，這

樣就不會那麼辛苦對待我的身體，而能以健康

的方式來保持體重。 
 

      在我的健康旅程中，我獲得健身教練執

照，並開設自己的工作室。然而創業與撫養女

兒的壓力找上了我。我經常需工作 12 小時，

而且常生病，每年大概要服用抗生素四次。  
發現發現發現發現艾美艾美艾美艾美（（（（Discovering AIM）））） 
 

    六年前，我遇到了艾美藍寶石董事萊瑞羅

賓遜（Leré Robinson），她指導我使用艾美

產品。我開始服用艾美菜園三寶艾美菜園三寶艾美菜園三寶艾美菜園三寶（（（（Garden 

Trio）））），，，，益菌食物益菌食物益菌食物益菌食物（（（（FloraFood）））），，，，有機亞麻有機亞麻有機亞麻有機亞麻

籽油籽油籽油籽油（（（（AIMega）））），，，，艾美鎮靜放鬆劑艾美鎮靜放鬆劑艾美鎮靜放鬆劑艾美鎮靜放鬆劑

（（（（Composure）））），，，，和和和和婦女平衡膏婦女平衡膏婦女平衡膏婦女平衡膏（（（（Renewed 

Balance））））身體乳霜產品（此產品只在美國銷

售）。在三個月內，我感覺完全煥然一新，而

且精力充沛。  

            艾美艾美艾美艾美產品改產品改產品改產品改變我變我變我變我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    
AIM Products Changed My Life     
    

      我認為艾美營養品具有這些正面的改

變，因我沒有做任何其他不同的事情。作

為健身教練，我已經運動並且也吃得健

康，所以艾美產品確實改變我的生活。 
                                         
                                        

      就在那時，我開始告訴我所有的客戶

關於艾美公司，我推薦的產品不僅用於減

重，還用於改善身體各種功能。來我工作

室的人一般是中年婦女，其中許多人有慢

性疼痛，睡眠不好，消化功能不良和荷爾

蒙不平衡。許多人希望提高他們的活動

性，或者我稱之為“可讓人感覺愉快”的 

因素。 
 
 

    除了結合運動以增強活動力外，我還

使用艾美產品來改善他們細胞內的健康狀

況。解決外部的健康因素，如運動（輕度

到中度），充足的睡眠，日曬等，以及體 

（請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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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美 健康簡報 

～南卡羅萊納州伊爾牟市(Irmo, South  

     Carolina) 艾美董事與健身教練 

     狄娜威爾克森   (Tina Wilkerson)～ 
 

 



  

                        

    與此同時，絕對有不健康，不可持續的

減重方法。由於我自己過去的經驗，我不鼓

勵極限運動（extreme exercise），從長遠

來看，這對你的身體沒有幫助，更可能對你

的身體有害。  
 
    

        隨著男性和女性年齡的增長，運動實際

上會很快適得其反。運動在身體會自然產生

發炎。如果你是一個老年人，體重超重，又

有健康問題，而且也服用很多的藥物，也許

你長時間沒有好好的運動，那麼你已經有了

很多慢性，低度的發炎。 
 

       我甚至不喜歡用運動這個詞; 我只想到要

動。正確的方法讓一切變得更好; 錯誤的會

讓一切變得更糟。保持正確的活動方式，讓

您感覺更好，生活更美好。 
                                      

     我擁有精英健身教練（Elite Personal 

Training）10 年半時間裡，所有發生的這一

切，都來自我自己的健康旅程，我將持續使

用艾美產品。並並並並將將將將繼續在我的工作室推廣它繼續在我的工作室推廣它繼續在我的工作室推廣它繼續在我的工作室推廣它

們們們們，，，，因為它們改變了我的生活因為它們改變了我的生活因為它們改變了我的生活因為它們改變了我的生活，，，，也也也也改變了我改變了我改變了我改變了我

客戶的生活客戶的生活客戶的生活客戶的生活。。。。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大大大大多多多多數數數數的人都服的人都服的人都服的人都服用用用用優豆蛋白粉優豆蛋白粉優豆蛋白粉優豆蛋白粉與纖與纖與纖與纖

維健身粉維健身粉維健身粉維健身粉(fit’n fiber)做代餐做代餐做代餐做代餐，，，，我我我我也也也也設計設計設計設計了了了了

兩種食譜兩種食譜兩種食譜兩種食譜，，，，包包包包括括括括添添添添加羽衣甘藍加羽衣甘藍加羽衣甘藍加羽衣甘藍（（（（kale））））或或或或

是是是是菠菜菠菜菠菜菠菜與與與與 1 茶匙健康的油茶匙健康的油茶匙健康的油茶匙健康的油。。。。我我我我幾乎幾乎幾乎幾乎所有所有所有所有的的的的

客客客客人人人人都都都都服服服服用用用用艾美艾美艾美艾美耐力飲料耐力飲料耐力飲料耐力飲料（（（（AIM Peak 

Endurance）））），，，，來來來來補充能量補充能量補充能量補充能量。。。。 

 

 

      艾美產品與功能性的運動相結合，可

幫助您減緩老化–這是可持續性平衡的健

康減重方法，我也相信在經歷我自己的健

康旅程，以及作為私人健身教練 14 年的經

驗，這是一個最健康的減重方法。  
 

  內有良好的飲食與補充艾美產品等因素， 我 

幫助許多顧客獲得很棒的結果。他們不僅看

起來更好，活動也很好，而且身體從裏到外

都感覺更好。  
瞄準減重瞄準減重瞄準減重瞄準減重（（（（AIMing for Weight Loss）））） 

     大多數我的客人都有減重目標。去年，

我進行了為期六週的減重挑戰。我讓他們服

用優豆蛋白粉優豆蛋白粉優豆蛋白粉優豆蛋白粉（（（（ProPeas））））奶昔做為代餐，

用來代替一天中最高卡路里的一餐。他們平

均體重減了 8磅。 

 

       有意義的有意義的有意義的有意義的艾美銀杏精艾美銀杏精艾美銀杏精艾美銀杏精！！！！  

    Ginkgosense makes sense! 

   前幾天，當我騎著自行車出門時，我發現

了一些東西！到處都是銀杏葉！ 

    它們有助於提醒我每天早上 

需服用兩粒艾美銀杏精 ，來幫 

助預防循環和記憶方面的問題。 

而且很高興我記得回家的路！ 

感謝艾美，因為銀杏精非常的 

有意義！ 
 

  ～加拿大安大略省滑鐵盧市 

       艾美董事 Jan Baxter～ 

艾美銀杏艾美銀杏艾美銀杏艾美銀杏精精精精含有含有含有含有：：：： 
 

銀杏葉卒取的黃酮醣與類萜 terpene 

lactones，還添加了魚油，如二十二碳六

烯酸的 DHA。它是人體神經系統的健康要

素之一，對視網膜的感光細胞、神經系

統、乃至大腦與神經系統之間的通訊，極

其重要。此外，還含有生物類黃酮的歐洲

越橘 Bilberry， 能幫助去除視網膜中的有

害化學物質，並且能幫助穩定微血管壁，

是維持視網膜健康的植物化學物質。還含

有能夠減輕眼睛黃斑退化與白內障的葉黃

素 Lutein 及玉米黃質 Zexanthin。 
 

 



                                                                                    

                                                              

                                                                           

                                                                              

 

 

                                                                            

                                                                             

 

                                                                                   

 

                                                                               

                                                        

                                                                             

                                                                                      

 

 

 

 

 

                                                                                                    

 

 

                    再回再回再回再回到到到到活力麥苗活力麥苗活力麥苗活力麥苗粉粉粉粉 

     A Return to BarleyLife 

 

       
 
 
 
                    
 
 
 
 
 
 
 
 
 
 
 
 
 
 

     透過這些更好的照顧，我已經看到顯

著的改善，以至於我決定嘗試沒有胰島素

的生活，從 2018 年 5 月左右，我開始不

注射胰島素。上次我去看醫生時，我的糖

化血色素（A1C）是三年來最低的。我對

此感到非常高興，因為我不想服用藥物來

管理我體內的任何系統。我渴望的是使用

上帝創造的東西。 
 

     差不多三年前，我的左眼也發生不幸

事情。它被稱為青光眼（glaucoma），

我失去了那隻眼睛大部分的視力。然而，

在今年年初我去看眼科專家檢查時，我被

告知不論任何的原因，我的眼睛情況看起

來有比較好。 
 

      令人驚訝的是，多年來上帝將人們安

排在你人生的道路和生活之中。我非常感

謝上帝和那些一直在幫助我的人......我

將持續看到我的健康狀況獲得改善。 
 

 

 

    ～華盛頓州帕斯科市(Pasco, WA) 

艾美會員瓦萊麗蒲伯（Valerie Pope）～  
 

大約 20 年前，我開始服

用活力麥苗活力麥苗活力麥苗活力麥苗粉粉粉粉。我用了

一段時間後，感覺很不

錯，精力充沛。早上醒

來時也覺得神清氣爽。

但是後來我放手，沒有

繼續服用。  
  

    由於 30 多年前，我在懷孕期間服用了

大劑量培尼皮質醇（prednisone ，為一種

類固醇的藥物），這藥會引起血液方面的

疾病，我被告知，在某些時候，可能會得

到糖尿病，而且確實在三年前出現了。   
      我在 2016 年再次回到艾美公司，並開

始服用活力麥苗活力麥苗活力麥苗活力麥苗粉粉粉粉（（（（BarleyLife））））。因為

我的細胞得到餵養好的食物，我也注意到

一些令人難以置信的變化。我相信上帝它

一路與我同行， 
 

                        上帝已經把另一個人放在我的生命中，

這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人，他有幸能夠

嘗試更多的產品。其中一個是艾美安醣鉻

（GlucoChrom），它正在幫助穩定我的糖

化血色素（A1C）和血糖水平。 

 

     艾美菜園三寶艾美菜園三寶艾美菜園三寶艾美菜園三寶（（（（Garden Trio））））見證見證見證見證        
艾美董事主席卡羅琳克林（（（（Carolyn Kling）））） 
 

   她知道艾美的產品幫助她 

家裡很多人。其中有一個 

案例，她的一個孫女患有 

產後憂鬱症（post- partum 

depression），經服用艾美艾美艾美艾美 

菜園三寶菜園三寶菜園三寶菜園三寶大約兩週後，已改 

善她的情況。這是一個很好 

的例子，“用天然的食物來 

做藥”，以取代用藥物治療。  

 

   艾美艾美艾美艾美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BarleyLife））））見證見證見證見證 
 

         ～ 艾美綠寶石董事瑪德琳 

           赫爾姆（Madaleine Helm）～ 
 

     當然，在選擇天然解決方案（natural 

solutions）做為療法，有很多人都持懷疑

的態度。她的兒子患有氣喘（asthma）， 

要給他服用活力麥苗活力麥苗活力麥苗活力麥苗粉粉粉粉時，她也同樣持懷

疑的態度。瑪德琳說“當時我的兒子 4歲，

僅服用兩個星期後，氣喘就開始減輕。她

的兒子現在已 20幾歲，也很健康。 

 

 



                                                                                                                         

      

 

 

 

 

         晉升晉升晉升晉升艾美藍寶石董事艾美藍寶石董事艾美藍寶石董事艾美藍寶石董事 

Star Sapphire Director Promotion  

 

 S 

                                 ～南非瑞姆西格艾美藍寶石董事 

                   凡妮莎韋茲 (Vanessa Weitsz Ruimsig，South Africa) ～ 
 
          

       加入艾美為會員，並成為活躍獨立的經銷商，已過了三年， 

我於 2018 年 5 月份晉升為艾美藍寶石董事，這對我來說是最美 

好的旅程。雖然，因我自己有嚴重的健康狀況，也促使我開始介 

紹艾美的產品，但我很感激能有這個機會。（凡妮莎韋茲在 

2014 年曾罹患腦腫瘤 mass Brain tumor）   
    我一直與家人和朋友分享有關營養的好消息。並積極的參與 

健康活動，也讓我能夠接觸到許多人。並介紹“讓自己吃的健 

康”的想法，這已成為我的目標和全職職業。我熱衷於向人們展 

示有關營養價值的真相。由於現代醫學在西方社會中廣泛普及， 

與透明的主導地位，以營養來幫助恢復健康的效力，通常被認為 

是比較劣勢的。   
    然而，以我自己的見證，真的有確實的數據可提供證明。以及那些我建議採用健康

飲食方式的人們，他們也可證實這一點。  
 

       艾美健康細胞概念艾美健康細胞概念艾美健康細胞概念艾美健康細胞概念(the AIM Healthy Cell Concept™) 以營養的重要性，透過五種

途徑來幫助改善整體生活品質：食物，運動，環境，保護和積極的態度。這個想法是，

在這五個途徑中所做的任何努力，都將導致人們更為強壯 ，並為其數萬億的細胞提供更

健康的生活。而且永遠都不會開始的太早或是為時已晚。 
 

      透過艾美的各種文宣資料，你可以進一步教育自己， 包括產品說明書，艾美會員獎 

金計劃。以及獲得艾美認可的 Chrysalis Networx網路商業培訓平台，若你要開始經營

自己的艾美事業，可以提供给你所有的工具 。我非常感謝艾美公司，廣泛及容易接近

的營養訊息和商業資訊來源與理念。 
 

       我真的感到很自豪與幸運，能與艾美公司聯接，艾美 36 年來以完整及誠實的方式

經營運作。並關心這麼多的會員 ，幫助人們用天然的方法恢復健康。每次我要送給人

們艾美艾美艾美艾美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BarleyLife) ，你知道那是我感覺最棒的時候，我可以幫助他們改善

生活品質。我也期待艾美公司能够發展的越來越強大，能把好的消息傳播開來，讓更多

人的生活受到積極與正面的影響。 
 

       我真誠的希望已被證實營養對健康的好處，能走在世界的前端。這能引發越來越多

人至少會意識到，在決定以現代醫學（modern medicine）治療他們的疾病前，能考慮

替代醫療(alternative medical)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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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屬個人經純屬個人經純屬個人經純屬個人經 

                                                    驗分享驗分享驗分享驗分享，，，，效果可能因人效果可能因人效果可能因人效果可能因人而異而異而異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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