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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寵物活力麥苗粉 

艾美婦女平衡膏 

新婚夫婦熱愛艾美營養品 

艾美消化酵素見證 

艾美益菌食物抗過敏+果汁食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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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寵物活力麥苗粉給寵物活力麥苗粉給寵物活力麥苗粉給寵物活力麥苗粉 

  ～賓州納夫翁市艾美專員瑪麗布魯貝克 

    （Mary Brubaker，Narvon，PA）～  
 
 

     你是否曾想過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BarleyLife））））

可以幫助你四條腿的朋友呢？我從來都沒想

過，直到我們四個月大的黃金獵犬莉莉

（Lily）發生狀況後。 
 

   有一天早上我讓她離開穀倉，很驚訝看到

她的臉腫起來。也不曉得到底發生什麼事？

但我馬上認為牠可能是過敏症

（allergies），為了確認我的懷疑，我打電

話給獸醫。 他認同我的想法，並提示有可能

是被蜘蛛咬到，或是吃了什麼東西。 但牠是

隻小狗，對任何感到興趣的東西就會咀嚼，

所以誰知道這個過敏的罪魁禍首是什麼？ 
 

      獸醫建議在情況沒惡化前，給它苯海拉明

（Benadryl 是抗組織胺類藥物）。但不巧我

家中的醫療用品中缺這藥物，但我認為有個

可行的辦法。就是你們所知的，我每天都服

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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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leyLife Xtra））））產

品。何不與莉莉分享呢？我曾經閱讀過關於

活力麥苗粉可幫助對抗過敏的文章。 
 

                我把幾茶匙的特級活力麥苗粉與一些牛

奶混合，然後放在她的面前，並渴望看到她

的反應。她嗅了嗅，並稍微舔了一下。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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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美 健康簡報 

.  

轉過頭來，用悲傷的眼

神望著我。  
  我哄著她“來吃吧！

然後她它就舔了起來，

並把所有的都吃光了。

我想著“看看是否有幫

助。“在一小時之內， 

我一直留意著牠”。我相信特級活力麥苗粉

開始起作用，牠的腫脹已減了一半。  
       隨著時間的消逝，牠的腫脹逐漸的消

失。所以也不用等著我丈夫下班後，帶回來

苯海拉明的藥物給莉莉了。 
 

       我們八周大的小柴犬也喜歡這種綠色飲

料。還有我們三歲大的兒子也喜歡特級活力

麥苗粉，我發現他分享給小狗吃，而且他們

幾近瘋狂。 
 

       雖然我們沒有定期餵食寵物特級活力麥

苗粉，但如他們有需要時，有些東西可以試

試。至於我們的家人，每天都服用許多的艾

美產品，尤其是草本纖維素草本纖維素草本纖維素草本纖維素（（（（Herbal 

Fiberblend））））。我們不像以前那樣有便秘的

問題，而且是享受著更健康與更快樂的生活

方式。還有要感謝上帝，帶領我們服用這些

很棒的艾美產品。 



  

 

 

     

               艾美艾美艾美艾美婦女平衡膏婦女平衡膏婦女平衡膏婦女平衡膏身體乳霜身體乳霜身體乳霜身體乳霜 

（（（（AIM    Renewed Balance Body Cream）））） 
 

           天然黃體素天然黃體素天然黃體素天然黃體素可舒解更年期不適可舒解更年期不適可舒解更年期不適可舒解更年期不適 
 

   • 艾美會員二十多年的使用經驗 

  • 深受更年期婦女的歡迎 

  • 經測試無污染物          （此產品僅在美國銷售）                                             

  • 未經動物試驗 

 

胡蘿蔔根卒取物胡蘿蔔根卒取物胡蘿蔔根卒取物胡蘿蔔根卒取物，含豐富β-胡

蘿蔔素（beta-carotene）和其

它抗氧化劑，提供新的細胞形

成，乾燥的皮膚可刺激皮脂。 

 

 

 
 

迷迭香葉迷迭香葉迷迭香葉迷迭香葉(((( rosemary leaf ))))卒

取物，有天然抗菌功效，提供

皮膚抗氧化特性，防紫外線引

起的傷害。 

    
婦女平衡膏婦女平衡膏婦女平衡膏婦女平衡膏（（（（Renewed 

 Balance））））是一種天然 

保養品，含植物成份，包 

括胡蘿蔔根卒取物，檸檬 

草油，迷迭香葉卒取物， 

大豆油和黃體素。很容易 

透過皮膚吸收，可保護 

皮膚柔軟並有保濕效果。 

植物性黃體素( plant-based  

Progesterone ) 可幫助減少 

外表老化的跡象。提供天 

然保濕功效，適合薄嫩及 

乾燥的皮膚。 
 

 

                        

 

  檸檬草油檸檬草油檸檬草油檸檬草油        

 ((((lemongrass）））） 

提供溫和的柑橘

香味，具有抗真

菌和抗微生物的

特性，可提供抗

菌，及防護對抗

外來的細菌。 

                 

 

 

 

 

 

 

 

 

 

 
大豆油大豆油大豆油大豆油 ((((soybean oil）））），為外用

局部使用，可釋放出抗氧化特

性，保護皮膚免受環境影響，因

自由基（free radicals）會損害

皮膚。 

 

 超越完美超越完美超越完美超越完美的乳霜的乳霜的乳霜的乳霜，，，，
可達到身可達到身可達到身可達到身

心平衡心平衡心平衡心平衡。。。。    
 



  

 

 

           

           

 

           

 

              

                 

 

 

 

 

 

 

 

 

 

 

 

 

 

 

 

 

 

 

 

 

 

 

 

 

 

 

 

 

 

 

 

 

 

 

 

 

 

 

 

 

                                       新婚夫婦熱愛新婚夫婦熱愛新婚夫婦熱愛新婚夫婦熱愛艾美營養品艾美營養品艾美營養品艾美營養品 

                       Newlyweds’ Enthusiasm for AIM NUTRITION 
 

         ～住奧勒岡州雷德蒙市艾美會員盧·霍蘭德（Lew Hollander, Redmond，OR）～ 
 

      艾美會員與鐵人三項運動員（IRONMAN Triathlete）盧·霍蘭德（Lew Hollander）他與

他的未婚妻凱倫瓊斯（Karen Jones），他們在2019年3月一起飛往美屬維爾京群島結婚。

凱倫贊同盧對艾美營養品的熱情。正如盧所說的，他們服用了“許多” 艾美營養品，包括活活活活 

力麥苗粉力麥苗粉力麥苗粉力麥苗粉（（（（BarleyLife）））），紅甜菜粉紅甜菜粉紅甜菜粉紅甜菜粉（（（（RediBeets）））），保骨鈣保骨鈣保骨鈣保骨鈣（（（（CalciAIM）））），優豆蛋優豆蛋優豆蛋優豆蛋白粉白粉白粉白粉 

（（（（ProPeas））））和和和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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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說“艾美產品確實改善我妻子的健康......和我的生活。“我 

們倆人真的都很健康。他說，我不明白為何有很多人不服用補 

充品，特別是老年人。”。盧不僅是一名進行研究的科學家，也 

是世界公認的運動員，而且永不停止運動。 
 

      盧已接近 89歲，仍然繼續參加一些有史以來最艱苦的比賽。 

艾美營養品幫助他準備及參與這些活動。當他遇到凱倫時，他找 

到一個很特殊的訓練夥伴。 
 

      盧很驕傲的驚呼，“凱倫是一位出色的運動員。”  “她比盧年 

輕 22歲，她與我一起訓練......也包忍我”。凱倫開始服用艾美產 

品已超過一年，在服用的前半年，她體會一些有趣的結果，也 

很高興地分享讓人們知道。 
 

                  使使使使用艾美產品用艾美產品用艾美產品用艾美產品幫幫幫幫助助助助全身全身全身全身改造改造改造改造，，，，真的太棒了真的太棒了真的太棒了真的太棒了！！！！    

                                        凱倫凱倫凱倫凱倫很很很很肯定地說肯定地說肯定地說肯定地說，，，，““““我有更多的精力我有更多的精力我有更多的精力我有更多的精力””””，，，，““““而且而且而且而且更開心更開心更開心更開心””””。。。。 
 
       

         這對令人敬這對令人敬這對令人敬這對令人敬佩佩佩佩的夫婦的夫婦的夫婦的夫婦與與與與這麼這麼這麼這麼棒的結果棒的結果棒的結果棒的結果，，，，我們我們我們我們艾美家族向艾美家族向艾美家族向艾美家族向他們他們他們他們致以最熱致以最熱致以最熱致以最熱誠誠誠誠的祝賀的祝賀的祝賀的祝賀！！！！ 
  

 註﹕盧·霍蘭德這位傳奇老人完成鐵人世界冠軍錦標賽超過 20次，於 2012年獲得完賽鐵 

          人世界錦標賽年紀最長的選手金氏世界紀錄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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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美消化酵素艾美消化酵素艾美消化酵素艾美消化酵素 (AIM PrepZymes®)見證見證見證見證     
   “每當我吃了太多的食物，”就需要服用 2-3粒艾美消化酵素來 

幫助消化，大約 30 幾分鐘左右，我就可以感覺到肚子不那麼脹， 

   “飽脹感”就消失了。一位家裡的朋友瓊(Joan)，她也曾服用艾美消 

化酵素成功對抗鼻竇炎(sinus infection)。 她按照建議，一天服用 

三次，每次五粒，選擇在兩餐中間空腹時服用，她的鼻竇炎在 48 

小時就消失了。 
 

                         艾美專員 Karina Gerhardt-Stra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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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蕉甜菜果汁飲料食譜香蕉甜菜果汁飲料食譜香蕉甜菜果汁飲料食譜香蕉甜菜果汁飲料食譜 Banana Beet Smoothie 
 

配料配料配料配料成份成份成份成份 
 

2湯匙纖維健身粉( fit’n fiber) 

1勺優豆蛋白粉（ProPeas） 

1 茶匙紅甜菜粉（RediBeets） 

1根小的香蕉 

1 茶匙肉桂 

¼ 茶匙磨碎的肉荳蔻  

( ground nutmeg ) 
 
 

               ***本食譜來自艾美藍寶石董事 Leré Robinson 的網站 

                                          www.aliveagainonline.com***   
 

           

      艾美益菌食物艾美益菌食物艾美益菌食物艾美益菌食物(AIM FloraFood) 
 

       隨著最近關注微生物群(microbiota’s) 對整體

健康的重要性，這不令人驚訝，在 2016年隨機試

驗得出的結論，過敏的人服用益生菌(probiotics)

的經驗，可以幫助提高他們的生活品質。 
 

       該研究使用的益生菌是加 氏乳酸桿菌

(Lactobacillus gasseri)、比菲德氏 B菌 

(Bifidobacterium bifidum)，比菲德氏龍根菌 

(Bifidobacterium longum），就是用來製成艾美益

菌食物的配方。 
  

      這些友善的細菌可增加 T細胞的百分比，也 

被稱為調節性 T 細胞( Regulatory T cells, 簡稱

“Tregs”) ，它控制免疫系統的反應，對外來的雜

質顆粒(foreign particles)產生對花粉的耐受性。 

 

   如果季節性過敏影響你或是你認識

的人，請讓他們知道，可以用非藥物

(non-medicinal)方法幫助抗過敏，這是

很令人高興的。服用艾美益菌食物來幫

助減輕身體對花粉的過敏反應，讓我們

可以充分享受春天的到來。 

 

 

                        艾美有機亞麻籽油艾美有機亞麻籽油艾美有機亞麻籽油艾美有機亞麻籽油( AIMega)見證見證見證見證 
 

     服用艾美有機亞麻籽油( AIMega)讓我的皮膚非常的柔軟，我的 

手肘曾經有疙瘩與白色斑點，現在全消失不見了。感謝艾美有機亞麻 

籽油讓我的皮膚更為柔軟。 
 

             ～ 艾美藍寶石董事麗塔范德蒂爾（Rita Vandertil）～  
 

 ********亞麻籽油亞麻籽油亞麻籽油亞麻籽油: 是奧米加-3(亞麻油酸，ALA) 必需脂肪酸最佳的來源之 

   一。亞麻油酸必需從飲食中攝取獲得，因人體無法自行合成。******** 
 

 

益菌食物益菌食物益菌食物益菌食物服用方法服用方法服用方法服用方法        
• 每天 2次，每次 1粒，
以 8盎司的水服用。 

• 最好進餐時服用；食物

可以稀釋胃酸，有助於

好菌的生存。 

• 艾美保證本產品有效

期限內益菌的活性。 

 

¼ 茶匙薑黃粉 

( turmeric powder ) 
1杯冰水 

添加幾塊冰塊增加清涼感 

把所有東西倒入果汁機中攪

拌均勻，即可享用！ 
 

*對於要參加競賽的運動員， 

  可用 4 茶匙紅甜菜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