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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我的能量寶庫找到我的能量寶庫找到我的能量寶庫找到我的能量寶庫    

I’ve Found My Energy Reservoir 
                        Fidelia Omorodion 

艾美專員艾美專員艾美專員艾美專員(Preferred Member)/加拿大卑詩省加拿大卑詩省加拿大卑詩省加拿大卑詩省 Surrey 市市市市     
「我是鐮刀型細胞(sickle cell)的帶原者，」費

德莉亞(Fidelia)說，「我常感覺很累，眼睛紅

紅的，而且關節疼痛。我知道這種病是不能根

治，除非有上帝的介入。」 

  鐮刀型貧血(sickle cell anemia)是一種遺傳性

的血液疾病，血液中正常的紅血球細胞不足，

無法攜帶足夠的氧氣至全身，導致嚴重的疼

痛、器官受損、中風與其它的問題。正常情形

下，紅血球細胞呈圓形有彈性，在血管內順暢

流動，而鐮刀型貧血的細胞僵硬粘稠，呈新月

型像鐮刀。這些異常形狀的細胞會卡在細小的

血管中，因而減緩血流，甚至造成身體某些特

定部位的血管阻塞。「有一次我的紅血球數量

過低，有生命危險，因此被安排輸血。」費德

莉亞補充說。在 10 年前與牙醫暨艾美董事主

席(AIM Chairman’s Club Director)藍妮．．．．唐諾

德(Lanny Donald)會面後，費德莉亞開始服用

艾美產品。「在服用各一勺(滿滿 1 湯匙)的活活活活

力麥力麥力麥力麥苗粉苗粉苗粉苗粉(BarleyLife)、紅蘿蔔素紅蘿蔔素紅蘿蔔素紅蘿蔔素(Just Carrots)

與甜菜粉甜菜粉甜菜粉甜菜粉(RediBeets)之後的幾天，我馬上感覺

不一樣；我變得更機敏，擁有更多的體力，而

且不再像以前那樣疲累。」 

    除了服用菜園三菜園三菜園三菜園三寶寶寶寶(Garden Trio，即活力

麥苗粉、紅蘿蔔素、紅甜菜粉)之外，費

德莉亞還服用優豆蛋白粉優豆蛋白粉優豆蛋白粉優豆蛋白粉(ProPeas)來補充

體力，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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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有效

地改善眼睛的健康。費德莉亞每天的養生

營養品也添加以下的產品，她必要時服用

消化酵素消化酵素消化酵素消化酵素(PrepZymes)幫助消化並增強她的

免疫力，以及紅能量紅能量紅能量紅能量(Red Rush，不含咖啡

因)來增加她的能量。在忙碌的牙醫診所做

全職的牙醫助理並且又是個虔誠的基督

徒，費德莉亞能夠每天勝任並完成所有的

工作與侍奉。「艾美產品是我的能量寶

庫，它讓我有體力做我想做的事情。」 

 

 

 

艾美 健康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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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是藍妮．．．．唐諾德的 3 個孫子，雙胞胎男

孩 Kaelan 和 Keiran，以及 Kaius。他們都是

活力麥苗粉寶寶，如今 3 位男孩都是健康的

3 歲小孩，喜愛艾美營養品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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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多年來，艾美就已經強調腸道友善菌即 

益生菌(probiotics)的重要性。現在最近的研究

證實益生元(prebiotics，一種纖維，友善菌的 

食物)的重要性，確定了益生菌和益生元與健 

康的改善和維護有密切的關係。艾美提供這 

兩者的健康來源：益菌食物益菌食物益菌食物益菌食物(FloraFood)的益益益益 

生菌生菌生菌生菌與纖維健身粉纖維健身粉纖維健身粉纖維健身粉(fit’ n fiber)的益生元益生元益生元益生元。 
 

您和您您和您您和您您和您的的的的腸道腸道腸道腸道菌群菌群菌群菌群 ( Gut Microbiome) 
   

  我們可以將腸道菌群的所有微生物想像成 

滋養並保護我們身體的一支軍隊。您的腸道 

菌群幫助您維持生命，執行許多重要的工作 

如消化食物、吸收營養、形成短鏈的脂肪酸 

(結腸內襯細胞的主要營養)、製造維生素， 

並幫助您抵禦外來的致病菌。 
 

  您的腸道對抗的許多病原體是壞菌，它們 

霸佔腸道造成腸道菌群失衡，它們被認為是 

造成發炎、肥胖與各式各樣慢性病的因子。 

攝取含益生菌的食物，包括優格(yogurt)、泡 

菜(kimchi)、德國酸菜(sauerkraut)，並補充艾  

 

美益菌食物 (FloraFood)，幫助維持您腸道菌群的

生態平衡。近期的研究顯示，吃益生元纖維(人體

無法消化)可幫助益生菌繁殖。艾美提供兩種產

品，幫助維持腸道菌群的生態平衡。     
益菌食物益菌食物益菌食物益菌食物的的的的益生菌與纖維健身粉益生菌與纖維健身粉益生菌與纖維健身粉益生菌與纖維健身粉的益生元的益生元的益生元的益生元    

FloraFood Probiotics and fit’ n fiber Prebiotics 
5 

 

        艾美益菌食物提供益生菌，它含有3種益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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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菌食物的每顆膠囊

提供每種菌種各10億的菌落形成單位(colony 

forming units)，總共含有30億(3,000,000,000)的益

菌，支援保護滋養您身體的軍隊。 
     

    為了餵食這支軍隊，纖維健身粉含有 3 種主要

的益生元成份：金合歡纖維(acacia fiber)、蒟蒻纖

維(konjac fiber)(葡甘露聚糖 glucomannan) 、關華

豆膠(guar gum)。每份纖維健身粉提供益生菌相當

份量的食物：8克的益生元餵食益菌食物 30億的

益菌，幫助它們生長並快速地繁殖，以確保身體

內腸道菌群的平衡。 

 

益生菌益生菌益生菌益生菌與 

益生益生益生益生元元元元的關係 
  

 

特惠特惠特惠特惠    

益生菌 

益生元 

益生元益生元益生元益生元    
益生菌益生菌益生菌益生菌的 5個驚人事實驚人事實驚人事實驚人事實 
 

 1.人體內細菌數是細胞數的 

 10倍 
  
 2.一些科學家相信，當病原

體入侵人體時，闌尾會釋放

益菌對抗特定類型的入侵者   
 3.益生菌已經顯示，可刺激

抗癌物質的產生   
 4.益菌在我們的免疫反應中

發揮百分之 70 的作用  
 

 5.益生菌可製造維生素 B

群、維生素 K 與維生素 A 
 

 

 

 

 

 

  
  加氏乳酸桿菌   

  (Lactobacillus  

  gasseri)是益生  

 菌，或友善菌， 

 可以附著在腸道 

 的微絨毛(microvilli)， 

 適當地重新佔據 

 腸道。 

腸道 

 

特惠特惠特惠特惠    

 
益生菌益生菌益生菌益生菌    

一起購買纖維健身粉纖維健身粉纖維健身粉纖維健身粉(fit’n 

fiber，益生元)與益菌食物益菌食物益菌食物益菌食物

(FloraFood，益生菌)時， 

 

節省節省節省節省        
    
    

優惠代碼優惠代碼優惠代碼優惠代碼：：：：4FSpring18 
 

優惠有效期間： 

自 5 月 1 日起至 7 月 31 日止 
 

 

 

美金 

加幣 

 



 

                    

    

    

                            

           
          

         菜園三寶菜園三寶菜園三寶菜園三寶    

            讓她青春永駐讓她青春永駐讓她青春永駐讓她青春永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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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見證見證見證：：：： 
 

雖已雖已雖已雖已 77 歲高齡歲高齡歲高齡歲高齡 

却老當益壯却老當益壯却老當益壯却老當益壯！！！！  
  我知道艾美產品有好長一段時間了，但

是不常服用它。然而，在 2017 年夏天

時，我開始服用草本纖維素(Herbal 

Fiberblend)，並且驚喜地發現，效果出奇

地好，而且毫無疑問地注意到，我感覺好

多了。  
  我也開始服用其它幾個艾美產品，因為

我真地想要停用高血壓藥物。我服用艾美

熊爪大蒜(Bear Paw Garlic，僅限美國銷

售)、細胞之光 360 (CellSparc 360)、特級

活力麥苗粉(BarleyLife Xtra)與紅能量(Red 

Rush)，並且慢慢地停用藥物，而這些產

品似乎幫助控制了我的血壓，但是我還是

屬於邊緣性高血壓。  
  在秋天的某一天，我在地下室準備上樓

時，心想我聽到窸娑嗡嗡的聲音，我環顧

四周看噪音的來源，突然想到那個唰唰嗡

嗡的聲音是在我的腦袋內流竄。然後，我

趕快吞下一大口的液體，自那時起我的頭

腦感到非常清澈，在那之前，我老是有腦

霧的感覺。  
  大約在那次我的頭腦出現清澈感之後的 

兩個星期，我的血壓就十分地正常了。感 

謝主！ 
 

~Lydiann Miller 

(艾美董事主席愛瑪．．．．米勒的母親)， 

俄亥俄州 米勒斯堡村(Millersburg) 

 

 

 

 

 

 

我我我我和我和我和我和我愛愛愛愛狗的狗的狗的狗的    

     艾美營養品艾美營養品艾美營養品艾美營養品    

  我開始在我每天的冰沙(smoothies，又譯奶

昔、果泥、思慕雪)裡加入優豆蛋白粉

(ProPeas)、活綠蔬菜粉(LeafGreens)、紅甜菜粉

(RediBeets)。我也開始給我的狗崔普(Trapper)

喝這款冰沙，他很喜歡這個飲料。崔普的屁股

開始出現問題，當他試著站起來時，他會痛得

嗚嗚叫。喝了冰沙後，他似乎好多了。 
 

 

~Donna Simmons ，艾美督導(Group Builder) 

  加拿大安大略省卡蒂夫市(Cardiff, Ontario)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本簡報刊登的所有見證效果因人而本簡報刊登的所有見證效果因人而本簡報刊登的所有見證效果因人而本簡報刊登的所有見證效果因人而異異異異。。。。    
 

 

 

 

 我太太和我已經服用艾美菜園三寶(Garden    

  Trio，包括 活力麥苗粉 BarleyLife、紅蘿蔔素   

  Just Carrots、紅甜菜粉 RediBeets，三瓶一套) 

  19 年，我也服用草本纖維素(Herbal Fiberblend)  

 那麽久的時間！我們兩個人都沒有服用藥物。 

 我 73歲，而我結婚 50 年的太太還是不願意告 

 訴我她的年齡！  
  John T. Wolfe，艾美董事(Director) 

  北卡羅來那州揚斯維爾鎮 

  Youngsville, North Carol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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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anine Greyling(南非南非南非南非 Durbanville)的見證的見證的見證的見證：：：： 

我老公和我在我老公和我在我老公和我在我老公和我在 2010年年年年 10月月月月 23日結婚日結婚日結婚日結婚，，，，之後很快地我們決定要開始組成一個美滿的家庭之後很快地我們決定要開始組成一個美滿的家庭之後很快地我們決定要開始組成一個美滿的家庭之後很快地我們決定要開始組成一個美滿的家庭。。。。我們兩人都我們兩人都我們兩人都我們兩人都

過著健康的生活都有運動過著健康的生活都有運動過著健康的生活都有運動過著健康的生活都有運動，，，，因此我們想我會很容易懷孕因此我們想我會很容易懷孕因此我們想我會很容易懷孕因此我們想我會很容易懷孕，，，，並並並並且且且且在在在在 2011年的年初年的年初年的年初年的年初，，，，我我我我開始停用避孕藥開始停用避孕藥開始停用避孕藥開始停用避孕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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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11 年 9 月時，我被診斷出罹患多囊 

性卵巢綜合症(PCOS, Polycystic Ovarian 

Syndrome)，意即我的兩邊卵巢長水泡或囊

腫，而這可造成骨盆腔炎(PID，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導致整個生殖系統發

炎。因此，我的生殖器官内形成不少的疤痕

組織。我的卵巢與子宮連在一起，而我的右

邊卵巢發炎腫大又阻塞。我接著被轉介給不

孕症專家，接受他的治療 3 年。 
 

  我們嘗試每個受孕的方法。我的月經非常

不規律而且血流量多，每次月經來時我都會

痛。在我看這個專家的 3 年内，因為我右邊

的輸卵管扭結腫脹有許多的疤痕組織，我做

過 3 次的腹腔鏡手術以打通輸卵管。我是絕

對無法透過右邊的輸卵管受孕的，即使我的

專科醫師能夠去除大部分的疤痕組織，他還

是無法完全地修復它。基本上，我右邊的輸

卵管是沒有希望了。 
 

在 2014 年 4 月我做最後的腹腔鏡手術時，

專科醫師切除我右邊卵巢的一顆 5公分囊

腫。就在那時，他們也讓我老公做檢查，查

出他的精子數量正常並且活動力也強，但是

精子形態不理想。因此，醫師建議我們做胞

漿精子注射(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 

ICSI)；胞漿精子注射是人工受孕，直接將精

子注射進卵子内使其受精。我們在 2014 年 

的 6 月做胞漿精子注射而我也成功受孕。不

幸地在我懷孕 6周時流產了。我們又再等 6

周，在 2014 年 8 月時讓專科醫師做第二次胞

漿精子注射但失敗，在 2014 年 11 月時做第

三次的胞漿精子注射也没成功。我們兩人的

情緒很低落，而且厭倦負面的結果，我不想

再次地經歷那些所有的荷爾蒙治療與疼痛，

因為每次做胞漿精子注射時，我每天都要接

受注射，而且在排卵後我必需補充額外的黃

體素以增加子宮内膜厚度預防流產。我準備

要放棄了，因為所嘗試的一切都沒有效，而

且我們再也無法負擔得起這些治療的費用。

我們也非常厭倦別人給我們的忠告，因為我

們都嘗試過了，或者至少我們是這麼認為。 

 

     就是在那時，我母親告訴我某個人可能可以

幫助我。當我打電話給麗歐娜．．．．史密斯(Leone'' 

Smith)時，我的開場白是：「我認為妳無法幫我

的，我打電話給妳的唯一原因是，因為我母親

叫我打電話給妳。」麗歐娜建議我該吃與該避

免的食物，並且告訴我艾美。在 2014 年 11 月底

時，我老公和我開始艾美的旅程；我們開始每

天服用活力麥苗粉(BarleyLife)、有機亞麻籽油

(AIMega)，並且擦婦女平衡膏(Renewed Balance，

僅限美國與南非銷售)。我老公也服用草本精華

(Herbal Release)。我們開始喝更多的水，除去會

引起發炎的所有食物如麩質(gluten)、乳製品和

糖份。我們也開始吃天然飼養(free range)的肉製

品，並吃更多新鮮的蔬果，我們開始感覺棒極

了。用了艾美產品後，我發現我不再痛經了，

而且使用婦女平衡膏讓我的月經周期規律了。

我沒有長更多的囊腫，沒有月經帶來的疼痛。

然而，在 2015 年時，我開始感到十分疲倦，而

且在我下腹部感到絞痛。我月經遲來，我心想

可能又長囊腫的關係。我很怕自己做驗孕測

試，因為我無法承受再次可能沒有懷孕的打

擊。我們再等一個星期，然後我感冒了，這對

幾乎從不感冒的人來說真的很奇怪。因為我必

需使用抗生素，我們決定在使用抗生素前做驗

孕測試。只有幾秒的時間，驗孕棒第二條線浮

現，證實我懷孕了，我懷孕了！但是直到我做

第二次的測試出現第二條線，我才相信我真的

懷孕了。我很感恩與艾美和麗歐娜共同踏上這

個旅程，並且會繼續走下去。我的懷孕過程順

利，在我懷孕期間我也服用保骨鈣(CalciAIM)，

它的確幫我很多;我沒有嘔吐，沒有心灼熱，也

沒有不適的症狀。在 2016 年 1 月 7日時，我生

下一個 3.24公斤非常健康的男娃，連恩(Liam)。 

他是我們很大的福氣，我們 

每天都沉浸在為人父母的幸 

福中。我們現在準備生第二 

胎。有了信仰、麗歐娜和艾 

美的幫助，我確定這個願望 

很快就會實現。感謝艾美迄 

今為止一段完美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