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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美 健康簡報

   

物，至少需要嘗試服用三個月的時間， 看

是否對他們有幫助。” 
 

      很自然地，費瑟爾一家人服用許多艾美

產品，但是，與其它所有的艾美會員相同

的，他們都有自己最愛的產品：他們喜愛艾艾艾艾

美菜園三寶美菜園三寶美菜園三寶美菜園三寶（（（（Garden Trio））））和草本纖維素和草本纖維素和草本纖維素和草本纖維素

（（（（Herbal Fiberblend））））。瑪麗·艾倫也使

用婦女婦女婦女婦女平衡膏平衡膏平衡膏平衡膏(Renewal Balance 

Cream) 。 (附註: 此產品只在美國銷售) 
 

    “我們現在有四個孩子，還有一個即將

來到。”“我們是非常活躍及熱愛艾美產品

的家庭。”我們現在擁有更多的精力，也感

覺更健康。從他們的艾美事業中獲得額外的

收入，能購買他們喜愛的艾美營養品，並且

可以帶家人度假。“這都是上帝恩賜給我們

的，榮耀，健康，家庭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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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賓州朗克斯 ( Ronks, Pennsylvania） 

 艾美藍寶石董事大衛和瑪麗·艾倫·費

瑟爾( David and Mary Ellen Fisher）～ 
 

      大衛和瑪麗·艾倫發現通往艾美的道

路，因而朝向更健康的方向。 
 

      瑪麗解釋說“我們開始尋找健康的產

品，是為我們自己與孩子們，還有我們即

將出生的孩子。經由他們的朋友艾美藍鑽

石董事會員馬修和凱倫米勒(Matthew and 

Karen Miller)，介紹給他們艾美產品。之

後，我們於 2008年 3月成為艾美會員。

瑪麗·艾倫強調 “我想要對他們說聲謝謝

你們。” 
 

      大衛他是一名專職的工匠，瑪麗·艾

倫（Mary Ellen）大部分時間花在照顧她

的丈夫和家人，也要照顧他們的家和花

園。每個星期，她為艾美的事業工作幾個

小時，她擁有 83個組織團隊。 
 

       瑪麗·艾倫說“聆聽人們的健康故

事，以及建議服用艾美產品，可能是對他

們最大的受益方法。” 瑪麗·艾倫述說著

“我們告訴人們艾美產品是天然的全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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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變改變改變改變糖尿病糖尿病糖尿病糖尿病    

  Changing Diabetes 
 

     最近結合來自九項的研究數據，檢查了近

24,000例 2型糖尿病的個案，與超過 300,000

名的參與者。結論是：堅持大部份以植物為主

的飲食，可用來預防 2型糖尿病。 

 
 
 
 
 

     曾有段時間，第 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僅是影響老年人的一種疾病。

但是，在過去的這幾十年中，這疾病已經

在世界各地的兒童，青少年和年輕人中爆

發。肥胖被認為是這個改變的主要因素。

通常，體重過重的問題，是因吃不健康食

物造成的結果。 

 
     在大多數“非西方飲食”的國家，曾經有

一段時間，第 2型糖尿病並未影響到人

們。但據信，在過去的這三十多年中，垃

圾食品的日益普及，也解釋了這個疾病的

崛起，對全世界各個年齡層的人會威脅到

生命。同樣的，大家都指著不健康的食品

就是罪魁禍首。 

 

這種飲食有什麼問題這種飲食有什麼問題這種飲食有什麼問題這種飲食有什麼問題？？？？ 

What’s Wrong with This Diet? 
      過度加工的食品含高熱量，低營養，

可被視為“垃圾食物”，尤其是在食品中添

加了鹽，糖，飽和脂肪或反式脂肪。垃圾

食品很容易讓人上癮，並會促進身體發

炎。如果每週食用兩次以上，就會增加患

2型糖尿病的風險。 

 
      如果人們吃垃圾食物，就等同於在消耗 

性發炎（consuming inflammation），那

是正確的。發炎是糖尿病等疾病的核心，

那麼，當有更健康的營養選擇時，為什麼

我們還要選擇會引致發炎的食物呢？ 

 

在植物中可以證明在植物中可以證明在植物中可以證明在植物中可以證明 

The Proof is in the Plants 
      鑑於對 2型糖尿病的大量研究，並“以

植物為基礎的食物”來做研究，要了解這

一切不是那麼的容易。哈佛大學陳曾熙公

共衛生學院（The Harvard T. H.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於 2019年 7

月成功將其完全整合。 

 

2 型糖尿病型糖尿病型糖尿病型糖尿病 

    人體生產的胰島素不足，或無法有效地將 

血糖引導到細胞中，從而導致慢性慢性慢性慢性發發發發炎炎炎炎。 

艾美以植物為基礎的飲食艾美以植物為基礎的飲食艾美以植物為基礎的飲食艾美以植物為基礎的飲食 

AIM for Plant-Based 
      總體上大部份採用以植物性食物為主

的飲食，是保持健康的良方。艾美產品可

提供我們每日添加天然植物性濃缩的營養

素，並可相輔相成。 

 
      艾美公司產品線上提供多種的營養補充

品，近 40年來，我們一直為健康食品的攝

取提供輔助。艾美為了促進全身健康，也

有針對個別健康問題的產品。 

 
     例如，艾美艾美艾美艾美安醣安醣安醣安醣鉻鉻鉻鉻（（（（GlucoChrom））））產

品，可幫助維持血糖健康，它結合多種天

然的成份，可增強胰島素的有效作用。對

那些血糖有問題的人，可以採用植物性飲

食，並結合使用這種天然保健品，可以帶

來很大的好處。請續下頁    

 

 

以植物為基

礎的食物 

垃圾食垃圾食垃圾食垃圾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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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美全食物(AIM’s whole-food) 濃縮的

粉末，有很高的營養素。就如艾美活力麥

苗粉(BarleyLife)，特級活力麥苗粉 

(BarleyLife Xtra)，活綠蔬菜粉

（LeafGreens），可可活綠蔬菜粉

（CoCoa LeafGreens），紅籮蔔素（Just 

Carrots），紅甜菜粉（RediBeets）和優

豆蛋白粉（ProPeas），這些都是植物

性，非常適用於抗發炎飲食。它們也是人

體很容易消化及吸收的粉末，同時提供大

量植物營養素，適合所有年齡的人。 

 

  
 
        
 
 

     我的腿部因為被刮傷與割傷，造成很

可怕的感染，讓我一直很痛苦。我的腿 

幾乎覆蓋著黑色和藍色的水泡（black 

and blue blisters）。我無法走路或是站

著做家事。看過兩個醫生後，也服用消 

炎藥治療，但是傷口變的更糟糕。 
 

     在拜訪艾美藍寶石董事辛蒂龐裘

（Cindy Ponchot） 後，她建議我把艾 

美活力麥苗粉(AIM BarleyLife)敷在腿

上。即使對艾美產品我持著懷疑的態度，

但是我還是決定試試看。 
 

     隔天我的家人去教堂，我沒有去，因

為我的腿上敷著活力麥苗粉，需要 8個

小時時間。等到星期四，我腿上受感染 

的水泡幾乎都清除掉了。 
 

     自從痊癒以後，我就開始服用活力麥

苗粉，就連我最小的 

孩子也會說“媽媽我 

想要喝綠色果汁。” 

 
～俄亥俄州皮部爾 

斯市，阿爾塔馬斯特 

( Alta Mast， 

Peebles, OH）～ 

 
 

見證見證見證見證：：：：    

    我為艾美安醣鉻 

(AIM GlucoChrom) 
對糖尿病的好處感 

到興奮。我以前腳 

踝腫脹，但現在都 

消失不見了，我的 

糖化血色素（A1C） 

水平也下降了。 
 

      ～俄亥俄州代頓市艾美會員 

        瑪麗亞西普爾（Maria Sipple， 

                Dayton, Oh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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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美婦女平衡膏艾美婦女平衡膏艾美婦女平衡膏艾美婦女平衡膏可以救援可以救援可以救援可以救援    

 AIM Renewed Balance to the Rescue  
      我想分享關於艾美婦女平衡膏幫助我的見

證，我 36歲，很早就生育五個小孩。我與我的

母親極為相似，我們都有很糟糕的經前症候群

(PMS) 。她有時幾乎都快要崩潰了，我也是同

樣的情況。沒有任何原因就會覺得很煩，而且講

話很尖酸刻薄。 
 

      我可憐的丈夫與孩子，我會對他們生氣。我

不覺得我是經前症候群(PMS)，因為在我每個月

經期前一個星期，我覺得還蠻快樂的。但是我依

然會對我的丈夫與孩子們說些很可怕的話。 
 

      很幸運我在俄亥俄州查爾姆市(Charm， 

OH )遇到艾美會員凱倫(Karen )，我問她是否有

什麼東西可以舒解經前症候群，她告訴我有的。

我很激動，我立刻開始使用婦女平衡膏(此產品

只在美國銷售)，哪一天我就感覺很輕鬆，但是

還沒有用之前，我感到很緊張，也非常疲倦。 
 

     我遇到凱倫那天，我相信是上帝把她帶來

的，現在每個月我都要記得擦婦女平衡膏，否則

我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感謝凱倫妳的恩 

典以及妳的家人，還 

有也要感謝艾美公司 

的婦女平衡膏。 
 

 

～俄亥俄州加利纳市 

    妮基史密斯（Niki Smith, Galena, OH）～ 

           腿部感染腿部感染腿部感染腿部感染    

           Infected Leg 

 

  
 



 

 

                       

                                      

                    

 

 

 

 

 

 

 

 

 

 

 

 

 

 

 

 

 

 

 

 

 

                  

 

從從從從過去過去過去過去到到到到現在的現在的現在的現在的阿爾卑斯山阿爾卑斯山阿爾卑斯山阿爾卑斯山

野野野野蒜蒜蒜蒜（（（（Alpine Wild Garlic 

from Past to Present）））） 
 

      幾個世紀以來，阿爾卑斯山

野蒜一直被用做傳統藥物，來

解決各種健康問題。但是，分

析其益處的研究到最近都很少

見。儘管如此，但已證明它對

心血管健康的好處，包括可降

低血壓和降膽固醇水平。這些

作用可能與這種野生草藥中高

濃度的谷氨酰胺肽，腺苷或酚

類化合物有關。 

熊爪大蒜熊爪大蒜熊爪大蒜熊爪大蒜:    野生的大蒜野生的大蒜野生的大蒜野生的大蒜生生生生    

Bear Paw : 
The Wild Side of Garlic 
 

 

 

生長在歐洲的高山地區，在春季的一個星期內，

用手工採摘野生的蒜葉，留下了野蒜( Allium 
 

ursinum）植物，

讓它牢固地紮根在

土壤中，以備將來 

生長。在阿爾卑斯山(alpine wild garlic)的野蒜

葉子中，發現了許多對健康有益的活性物質。 

 

 

2017 年進行的體

內研究顯示，野

生大蒜葉的萃取

物可抗痙攣

(spasmolytic)，

抗細菌及抗氧化

的特性，可有助

於舒緩輕度的腸

胃道不適。 

        天天天天然然然然可可可可預防感冒預防感冒預防感冒預防感冒(Natural  

    common cold def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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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屬個人純屬個人純屬個人純屬個人 

     經驗分享經驗分享經驗分享經驗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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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每日服用建議每日服用建議每日服用建議每日服用 

3 粒粒粒粒艾美艾美艾美艾美熊熊熊熊爪爪爪爪大蒜大蒜大蒜大蒜 

 可提可提可提可提供供供供 1,002 毫克的毫克的毫克的毫克的阿爾阿爾阿爾阿爾卑卑卑卑 

        斯山斯山斯山斯山野蒜野蒜野蒜野蒜。。。。 
  

    (附註: 此產品只在美國銷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