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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植希望的種子 

可可活綠蔬菜粉可抗過敏症                  

與艾美同行 

擁有你自己的艾美事業 

2019 艾美大會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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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月份一個寒冷的早晨，我看著聖誕

節後第一周寄來給我的兩本種子目錄。可能

有些人會想“現在種植園藝似乎有點太早

了”。但是，冬天的冰雪和形成荒蕪的地

面，是園丁們開始夢想並規劃自己花園的時

候。甚至有些人在那時侯就買種子。 
 

         1996 年年年年，，，，有人遞給我一本書有關於大麥有人遞給我一本書有關於大麥有人遞給我一本書有關於大麥有人遞給我一本書有關於大麥

汁汁汁汁（（（（barley juice））））和胡蘿蔔粉和胡蘿蔔粉和胡蘿蔔粉和胡蘿蔔粉。。。。那本書那本書那本書那本書，，，，

或者我現在稱之為或者我現在稱之為或者我現在稱之為或者我現在稱之為“種子種子種子種子”，，，，它救了我的命它救了我的命它救了我的命它救了我的命。。。。

讀了那本書後，我發誓，如果我得了癌症，

我會拒絕傳統的治療方法。 
 

   在我收到這本書 

12 年後，我被診斷出 

患了無法治癒的癌症 

(incurable cancer)。 

早春的時候，艾美董 

事艾利與芭芭拉赫什 

伯格(Eli and Barbara  

Hershberger) ，他們 

為我分享希望的見證。艾利曾患腸穿孔

(perforated bowel)，服用艾美產品挽救了他

的生命。現在我內心的“土壤(soil)” 是肥沃

的，我準備好了要聽取及利用這些我收到的

訊息。 
 

       也也也也就是艾美產品幫助我排毒就是艾美產品幫助我排毒就是艾美產品幫助我排毒就是艾美產品幫助我排毒(detox)，，，，

滋養和重建我的免疫系統滋養和重建我的免疫系統滋養和重建我的免疫系統滋養和重建我的免疫系統，，，，所以我的身體所以我的身體所以我的身體所以我的身體

可以自己自可以自己自可以自己自可以自己自癒癒癒癒（（（（heal itself））））。。。。 

                        種植希望的種子種植希望的種子種植希望的種子種植希望的種子 

     Planting Seeds of Hope 
   ～印地安那州安德森市艾美藍寶石董 

    事辛蒂龐裘-華生（Cindy Ponchot-   

     Watson，Anderson，Indiana）～  

 

      “自從我的醫生說我患有癌症，至今已

10 年我沒有癌症”。從那時起，我種下數

百顆種子，在別人的生活中。希望當他們

遭遇到自己的健康受挑戰時，將會記住我

為他們種植的希望種子。 
 

        當我被告知艾美公司(AIM Companies™)

時，我沒有打算建立艾美事業，因為我已經 

擁有兩個生意。在我心中它是遙遠的事。但 

是，之後這些產品幫助改善我的健康，我必

須分享我生命中發生的事情。那是有關於艾

美最好的部分，與其他的人一起種植希望

(HOPE)種子，等著看收穫。 
 

         也不要害怕種植種子，即使你看不出

“土壤”是否已準備就緒。收穫會來到的！我

活著就可以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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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美 健康簡報 

 

 



  

                         

        蘿拉現在服用艾美可可可可可可可可活綠蔬菜粉活綠蔬菜粉活綠蔬菜粉活綠蔬菜粉，，，，

草本纖維素草本纖維素草本纖維素草本纖維素，，，，草本精華草本精華草本精華草本精華，，，，特級活力麥苗特級活力麥苗特級活力麥苗特級活力麥苗

粉粉粉粉，，，，有機亞麻籽油有機亞麻籽油有機亞麻籽油有機亞麻籽油（（（（AIMega），），），），益菌食物益菌食物益菌食物益菌食物

（（（（FloraFood）））），，，，鎮靜放鬆劑鎮靜放鬆劑鎮靜放鬆劑鎮靜放鬆劑

（Composure）。。。。她在今年的冬天和春天

都沒有過敏反應。我們非常的感謝艾美產

品，與艾美董事主席會員艾瑪米勒（Emma 

Miller），她為了改善蘿拉的健康狀況，一

直給我們許多的幫助。更要感謝全能的上

帝，賜予人們智慧，製造這些產品。 

 

        2015 年 1 月，我們 11歲的女兒蘿拉

（Laura）病得很重。我們帶她去看醫生，

醫生說她患了支氣管炎（bronchitis）。並給

了抗生素處方藥- 阿莫西林（amoxicillin），

她有比較好些。但兩個星期後，蘿拉又病

了，所以醫生給她更強的處方藥。在她抗生

素未服用完前，她又再次生病了。我們又帶

她去看醫生。那時候，醫生說蘿拉是過敏症

（allergies），並給她過敏藥物。 
 

         接近二月底時，蘿拉的耳朵有許多的疼

痛，也有喉嚨痛與咳嗽，在學期剩下的時間

裡，她一直在生病。那一年蘿拉錯過了 20

天沒去上學。蘿拉在夏天時停止服用過敏

藥。到了 8 月底時，隨著而來的是她的腺體

腫大（swollen glands）。 
 

           在 2015 年和 2016 年的夏天，我們開始

將蘿拉的腺體腫大與過敏症聯繫起來，所以

她在 2017 年 6 月開始，又再次每天服用過

敏藥物。冬季和春季時她有變得比較好，但

蘿拉仍然因為過敏而缺課 13 天。我們也試

過一些天然的產品，但是都沒有幫助。 
         我一直在尋找天然的東西，希望能够對

蘿拉的身體有幫助。然後，我了解可可活綠蔬可可活綠蔬可可活綠蔬可可活綠蔬

菜粉菜粉菜粉菜粉（（（（CoCoa LeafGreens）對過敏的人有幫

助。所以在 2017 年 6 月，我們決定開始嘗試

艾美產品，儘管我對它們不是那麼的瞭解。但

是自從蘿拉她開始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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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本草本草本草本

纖維素纖維素纖維素纖維素（（（（Herbal Fiberblend））））和特級活力麥和特級活力麥和特級活力麥和特級活力麥

苗粉苗粉苗粉苗粉（（（（BarleyLife Xtra））））後，結果很令人驚訝

的。那個夏天她沒有腺體腫大。 
 

        2017 年 12 月，由於過敏，蘿拉仍然有

咳嗽，所以我們開始給她服用草本精華

（Herbal Release）。兩週之後，她的咳嗽停 

止了。截至 2018 年 4 月，由於過敏，蘿拉

整個學期僅錯過一天沒去上學。 

    可可可可可可可可活綠蔬菜粉活綠蔬菜粉活綠蔬菜粉活綠蔬菜粉可可可可抗過敏抗過敏抗過敏抗過敏症症症症  

         CoCoa LeafGreens  

              for Allergies     
          ～賓州蓋普市艾美董事籮絲 

史托爾茲夫（Rose Stoltzfus，Gap，PA）～ 

     
                            艾美可可活綠蔬菜粉艾美可可活綠蔬菜粉艾美可可活綠蔬菜粉艾美可可活綠蔬菜粉    

         AIM CoCoa LeafGreens 
 
 

     含有豐富來源的營養素，結合艾美活

綠蔬菜粉（LeafGreens）所有的蔬菜

葉，有大麥葉、菠菜、羽衣甘藍、芝麻

菜、瑞士甜菜和綠花椰菜芽粉末的產

品，加上美味有抗氧化力的可可子

(cacao)與可可粉(cocoa)。 
 

服用服用服用服用方法方法方法方法：：：：將滿滿一茶匙3.5克的可可

活綠蔬菜粉與6至10盎司的涼水或果汁

服用。一天服用1或2次，剛開始服用

者，請從1/2茶匙開始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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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艾美同行與艾美同行與艾美同行與艾美同行    
    A Walk with AIM Products 
           ～住安大略省格倫艾倫市 

       艾美董事達琳范德梅 
Darlene Vandermey，Glen Allan ON～ 
 

  

經過徹底的檢查，他說我不僅扭傷的很厲

害，也有瘀血，韌帶可能有輕微的撕裂。

他說我正在康復，但可能需要四至六週才

能完全癒合。 
 

      我居住的地區，騎自行車季節已經結

束。所以我改騎健身自行車（stationary  

training bike），這樣我可以繼續在整個 

冬天不斷訓練。我決心要做到這一點，因 

為我要為春季自行車比賽做好準備。並且 

我繼續服用艾美產品，也使用艾美外用的 

產品塗擦受傷部位，在不到一周的時間 

裡，我已經可以在自行車上運動，走路沒 

有疼痛，腳踝也沒有腫脹，我的腳踝完 

全痊癒了！ 
 

         作為艾美會員，多年來我知道有時需 

要停下來想一想，當健康出現問題時，有 

什麼艾美產品能幫助舒緩問題。一旦決定 

了那些產品，我會增加用量和次數。當我 

這樣做時，康復的時間是有不同的。  
   謝謝艾美，有最棒的全天然濃縮營養 

補充品，以及外用的艾美產品，讓我們 

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健康的生活！ 

 

     幾個星期前，當我

在家附近不平的地上

散步時扭傷了腳踝 

（ankle）。我沒有聽

到“卡”的聲音，所

以我知道我的腳踝沒

有骨折。我仍可以站 

起來走路回家。當天我參加一個午餐會，會後當我

站起來要離開時，我察覺到我的腳踝真的很痛，連

走路也有困難。 
 

    當晚我的腳踝非常疼痛，腫脹也出現，用拐杖

是我唯一可以走路的方法！我立刻想，有什麼艾美

的產品能幫助紓緩疼痛？我每天服用的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

（（（（BarleyLife））））可幫助抗發炎，抗氧化劑抗氧化劑抗氧化劑抗氧化劑 2000

（（（（Proancynol 2000））））能幫助對抗自由基的傷害，

鎂膚寧噴劑鎂膚寧噴劑鎂膚寧噴劑鎂膚寧噴劑，，，，潤膚乳潤膚乳潤膚乳潤膚乳(Magnificence Spray，，，，

Lotion)和鎂寧膚細胞活化水和鎂寧膚細胞活化水和鎂寧膚細胞活化水和鎂寧膚細胞活化水( AIM Mag-nificence 

CWR)沐浴添加劑沐浴添加劑沐浴添加劑沐浴添加劑，，，，都有助於紓解疼痛和腫脹。 

那天晚上，我增加了這些艾美產品的使用量。第二 

天早上，我需要去參加一個會議，我希望我可以不 

用拐杖走路。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好，早上令我驚訝的是我可

以將全身體重量放在我的雙腳上。雖然我有點兒蹣

跚，但我不需要用拐杖。我就繼續使用以上的艾美

產品，疼痛亦沒有變的更糟。接下來的第二天，我 

約見我的脊椎治療師，我向他提到我腳踝的傷。 

 

 

見證見證見證見證：：：：我有呼吸方面的問題 (肺炎與支氣管炎 pneumonia and  

 bronchitis)，現在我避免吃乳類製品，基本上我是素食者。我喜歡艾美優艾美優艾美優艾美優豆豆豆豆 

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ProPeas）））），它不含乳製品。在午餐前我將滿滿 1匙優豆蛋白粉， 

加上活活活活力麥苗粉力麥苗粉力麥苗粉力麥苗粉，及滿滿 1匙保骨鈣保骨鈣保骨鈣保骨鈣（（（（CalciAIM））））。混合起來像一杯綠色沒 

有乳製品的奶昔！讓我有飽足感又充滿能量，增加我素的蛋白質，又有離子 

鈣（ionic calcium），有時我也用它來做代餐，我很喜歡！為優豆蛋白粉我 

要感謝艾美。       ～艾美董事珍巴克斯特（Jan Bax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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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屬個人經驗分享純屬個人經驗分享純屬個人經驗分享純屬個人經驗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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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擁有你自擁有你自擁有你自擁有你自己的艾美事業己的艾美事業己的艾美事業己的艾美事業      

aim™™™™    for Your Own Business 

         當我開始服用艾美產品時，有人問我是否

想要經營生意，我回答說沒有。那時我是一家

小型健身俱樂部的經理，我已忙不過來，也無

法做任何其它的事情。接下來你知道的事，我

每天都在我工作的地方，一天三次飲用活力麥活力麥活力麥活力麥

苗粉苗粉苗粉苗粉(BarleyLife)。很多人都想知道我究竟服

用什麼東西。突然間，我開始銷售產品。有一

個月，艾美寄了一張支票給我，我打電話給艾

美告訴他們是否弄錯了。經他們的解釋才知道

這是獎金計畫的運作。 
 

     我們一直在禱告，希望 

能有個方法可以讓我在家 

裡照顧孩子們，他們不用 

送去託兒所。在加入艾美 

第一年裡，我晉升為董事， 

因為有艾美的收入，我可 

以辭掉工作。這是很棒的 

方法既可以賺到錢，又可以幫助人們變得更

為健康。  
 ～住在德州阿柏那西市艾美董事黛博拉．普 

        (Debra Pugh，Abernathy，TX) ～ 

 

 

                                    新的新的新的新的運動套裝運動套裝運動套裝運動套裝    

                        NEW Sports Pack    
訂購套裝可以省錢，含有三種產品組合。  

• 紅甜菜粉紅甜菜粉紅甜菜粉紅甜菜粉RediBeets 

甜菜汁濃縮粉末，含有甜菜鹼（betaine） 

甜菜青素（betacyanins）、酵素與硝酸鹽

(nitrate)，來自蔬菜的天然硝酸鹽。 

• 優豆蛋白粉優豆蛋白粉優豆蛋白粉優豆蛋白粉ProPeas 

提供植物蛋白質，豌豆蛋白粉，蔬菜來源

並具鹼性作用的蛋白質，幫助建造並維護

強壯健康的肌肉。 

• 耐力飲料耐力飲料耐力飲料耐力飲料Peak Endurance 

提高身體能量，含有5-腺甘三磷酸二鈉

(ATP)、6個主要電解質、6種維生素B群，

以及維生素C。 

     整套整套整套整套美金美金美金美金$98.00 /加幣加幣加幣加幣$105.00  

             82 點點點點（（（（BVP））））/代代代代碼碼碼碼 6269E 

    

          2019年艾美年艾美年艾美年艾美37周年慶訊息周年慶訊息周年慶訊息周年慶訊息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2019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 20 日日日日 至至至至 6 月月月月 23 日日日日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市的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市的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市的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市的羅森中心酒店羅森中心酒店羅森中心酒店羅森中心酒店    

            （（（（The Rosen Centre Hotel））））  
        艾美今年的盛會在稱為“陽光之州”的佛羅里達州

舉行。報名已開始， 4 月 25日為截止日期。在 3 月

31日之前報名者，如購買整套大會套裝，可享 10%

打折優惠，打折後美金$675.00/加幣$810.00。 

       奧蘭多 (Orlando)位於佛羅里達州中部, 為佛羅里

達州第六大城。全年陽光明媚天氣溫暖。有世界上最

棒的休閒度假區域之一， 以及世界最大最受喜愛的

主題樂園華特迪士尼世界(Walt Disney World)，還有

許多的主題樂園，是家庭旅行的好地方。歡迎報名參

加，與艾美會員共渡美好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