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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有對艾美說好的第二個機會 
 

見證:梅根戰勝病魔+比賽與大會簡訊 
 

草本纖維素與相關資訊 
 

活力麥苗粉獨特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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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承受的壓力很大。我們看到太多的

直銷商喪失他們的頭銜，失去在那家公司

成功的夢想。」 
 

  在艾德娜目睹她姐姐做化療，同時服用

艾美大麥苗汁(barley)粉末而獲得不錯的效

果之後，艾美又回到他們的生命中，引起

艾德娜的注意。她決定要查詢有關這個有

效綠色飲品與艾美公司更多的資料。在閱

讀完艾美的獎金制度之後，艾德娜辨識出

它令人興奮的潛力。 
 

  艾德娜說：「達到董事主席的頭銜是可

能的夢想。我開始想我們可以如何利用這

筆額外的收入。」此時的她對艾美非常感

興趣，但是她還是需要說服希爾頓，而這

個時候她的艾美獎金開始超越他的收入。 
 

  在加入艾美的 3 年之後，希爾頓辭去畜

牧業的工作；這個事業在 1 年半之後進入

破產管理階段。他們的艾美收入讓他們仍

然可以居住在他們 100 英畝的農場上。 
 

  「每次我們想到，幾乎錯失與人結交美

麗新友誼，以及和人分享改善健康與財富

的機會，並與從未夢想可能實現的經濟自

由擦肩而過，我們就不寒而慄。」艾德娜

述說著。「我們非常地感恩，有跟艾美說

好的第二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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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首次接觸差點錯失這個良機。 
 

史密斯夫婦首次經由約翰．．．．舒菲特醫師(Dr. 

John Shewfelt)的介紹，知道艾美的綠色汁液粉

末產品。他們禮貌性地拒絕他，說：「不需

要，謝謝！我們已經服用維他命產品了。」 
 

在那時，希爾頓和艾德娜是一個大家族經營

牛隻養殖場的成員之一。土壤養分的測試和動

物飼料的營養標示顯示，牛需要補充額外的營

養以獲得均衡的營養素。因此，在他們的飲食

之外補充營養品也是合理的。 
 

「我是個家庭主婦，有兩個兒子，還要幫忙

記帳的工作。」艾德娜講述。「我們一向靠天

吃飯，市場價格的高低影響我們巨大。事實

上，我們的未來看起來非常慘淡，因為每年我

們畜牧業事業的財務狀況不斷地惡化。」 
 

所以，在家工作的想法非常地吸引她。於

是，他們加入一家網路行銷公司，服用他們的

維他命並與他人分享，賺些外快。「我們達到

不同程度的成功，有點類似艾美的董事(Director)

頭銜。」艾德娜解釋著說，「但是發現，要保

持我們的頭銜，每個月要維持高標準的資格， 

對對對對艾美艾美艾美艾美說說說說好好好好！ 

   有時候，你生命中

降臨的機會會指引你

一個邁向健康的生活

方向。艾美董事主席

(Chairman’s Club 

Directors)希爾頓與艾

德娜．．．．史密斯(Hilton 

& Edna Smith)和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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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分享-Jane Bosman 

艾美董事/加拿大安大略省  
  當我們的女兒莉莎(Lisa)懷

孕 20周時，我們發現她胎兒

的腦部有囊腫(brain cyst)。當

梅根(Meghan)出生時，她似

乎是個十分健康的寶寶，這

讓我們雀躍不已。但是，在

梅根 6 個月大時，她的右眼

一直斜視。在 2017 年 12月

與眼科醫師的門診，為我們

的家人展開一段令人心驚膽

跳與充滿禱告的旅程。 
 

醫生測定出，梅根的右眼

視網膜剥離，而且她兩眼後

方的部位受損。此外，她的

腦囊腫造成她的胼胝體

(corpus callosum，見備註)發

育不全，影響她左右腦的溝

通。接著，她開始出現嬰兒

痙攣症(infantile spasms)。還

好，梅根對抗癲癇藥物的反

應良好。  
眼睛問題、腦囊腫與痙攣

是拼湊出疾病原貌的 3 個拼

圖，確認梅根患有十分罕見

的遺傳性疾病-愛卡第症候群

(Aicardi syndrome)。 

 

 

料裡的這一天；梅根服用之後開始茁壯成長。 
 

      在服用只有幾個小時之後，梅根似乎對活力麥苗粉(BarleyLife)

的反應很好，她開始有正常的排便。在一個星期之內，我們不再餵

她小安素。然後，我們在梅根的飲食中加入優豆蛋白粉(ProPeas)，

所以她也不再喝配方奶，並且莉莎持續餵她母乳。10天之後，梅根

幾乎增加 2磅的體重。  
  醫生們和治療師對梅根小小身體的茁壯成長都很興奮。她現在能

夠到處爬，也能夠自己坐起來，她的發展是對稱性的，即使醫生們

都認為，她的右邊會無法使力。她是個奇蹟，是我們的喜悅。  
  我們信靠上帝，並且會將小梅根的未來持續交托在上帝的手中。

我們非常感恩禱告應驗，而有些是應驗在艾美營養品裡。 
 

  梅根的中間名是 Victoria(維多利亞，勝利者的意思)。我們稱她為

勝利女娃梅根(Victorious Meghan) 。詩篇 32篇 7節的經文掛在她嬰

兒床邊的牆上：「祢是我藏身之處；祢必保佑我脫離苦難，以得救

的樂歌四面環繞我!」(For you are my hiding place; you protect me 

from trouble. You surround me with songs of VICTORY!)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胼胝體胼胝體胼胝體胼胝體約有 2 到 2.5億個神經纖維，聯絡兩邊大腦半球各個對應的

皮質區…早期學者都相信，胼胝體對於聯絡兩邊大腦半球的活動必

有某種重要的功能~小小整理網站/資料來源：國立台灣大學 

 

    在 2018 年 1月時，梅根開始出現吸氣和胃酸回流的問題；在被餵

食之後，她會拱起背來尖叫；她的體重開始下降。梅根的排便可能

一個星期一次。我們想，將她的流質食物改為一些固體食物可能會

改善，但固體食物讓她嗆到臉色發青，所以梅根必需住院 3天。 

  醫生開給梅根兩個吸氣和胃酸回流的藥物，並指示

我們要餵她一半的配方奶和一半的 PediaSure(小安

素，含高糖)。我建議給梅根服用菜園三寶(Garden 

Trio)，我永遠忘不了莉莎添加艾美營養品在那混合飲 

 

梅根戰勝病魔梅根戰勝病魔梅根戰勝病魔梅根戰勝病魔! 

右圖：外公杰克與梅根  → 

比賽時比賽時比賽時比賽時間間間間：：：：2018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  
比賽比賽比賽比賽方式與獎方式與獎方式與獎方式與獎勵勵勵勵：：：：    

請電洽艾美中文服務部 

艾美艾美艾美艾美 2019 年大會年大會年大會年大會簡訊簡訊簡訊簡訊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2019 年 6 月 20 日  

            至 6 月 23 日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市的 

The Rosen Centre Hotel 

 
 

 

本簡報刊登的所有見證，純屬個人經驗分享，效果因人而異。  

艾美競賽艾美競賽艾美競賽艾美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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纖維纖維纖維纖維降低疾降低疾降低疾降低疾病的百分比數據病的百分比數據病的百分比數據病的百分比數據 Fiber by the Numbers 

 

 

纖維纖維纖維纖維清潔消化道清潔消化道清潔消化道清潔消化道的好處的好處的好處的好處    

•改善體力  

•改善情緒 

•幫助減重 

•改善整體健康 

•增加身體吸收營養的能力 

•維持固定排便                           
 

 

        
 

美國 加拿大 

9% 一天攝取每 10 公克的纖維可降低罹

患糖尿病風險 9%。 

24% 降低冠狀動脈心臟病死亡率風險 24%。 

14% 降低罹患心血管疾病風險 14%。 22% 降低死亡率風險 22%。 

18% 每天攝取 26 公克的纖維時，罹患

糖尿病的幾率減少 18%。 

 

50% 在 12 年期間，體重大幅增加(55磅或以上)

的幾率減少 50%。 

 

 

我開始定期服用草本纖維素後發現，我感覺更健康，

而且我的糞便沒有很多未消化的食物。既然我定期服

用它，即使我不見得喜歡它的味道，我還是會服用

它。我喜歡它帶來的好處！與艾美保骨鈣(CalciAIM)

一起服用味道不錯。 

 

~Barbara Bird，艾美董事 Director 

 

大部分的女性女性女性女性和青青青青春期春期春期春期少女少女少女少女    

應該攝取的總纖維 

(水溶性纖維+非水溶性纖維) 

大約是 25 公克公克公克公克。。。。    
 

50 歲或以上的女性歲或以上的女性歲或以上的女性歲或以上的女性應該    

攝取 21 公克公克公克公克的纖維。。。。    

 

大部分的男性男性男性男性和少少少少年年年年每天

需要 38 公克公克公克公克的纖維。    
 

50 歲或以上的男性歲或以上的男性歲或以上的男性歲或以上的男性應該    

攝取大約 30 公克公克公克公克的纖維。    
 

4 歲至歲至歲至歲至 8 歲歲歲歲的兒童每天應

該攝取 25 公克公克公克公克的纖維。    
 

1 歲至歲至歲至歲至 3 歲歲歲歲的幼童應該    

攝取 19 公克公克公克公克的纖維。    
 

該上大號

時不去上 

缺乏纖維 

精神上的壓力

如焦慮或沮喪 

生活作息

的改變 

某些藥物 

水分不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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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見證見證見證：幾乎 30 年前，艾美董事主席約翰．．．．舒菲特醫生(Dr. John Shewfelt)開 

始服用他最喜愛的食品-活力麥苗粉。約翰和他的妻子瑪麗蓮(Marilyn)，以 

及他們的孩子們與孫子女們，多年來已經目睹艾美營養品如活力麥苗粉帶來 

的健康好處。舉例來說，已屆 64歲的約翰決定做個徹底的心臟檢查，「看 

看他的心臟健康如何。」當他去看檢查報告時，心臟科醫生告訴他，他有個 

強健如牛的心臟，而且他所有的血管都十分清澈-沒有斑塊聚積的跡象。 

「心臟科醫生也說，他知道我有服用綠色的營養品，因為他的其他病人沒有 

人跟我一樣有如此健康的動脈。他從香港移民來美國，在那兒他常看到健康的動脈，因為

當地的人常吃綠色的營養品作保健。」約翰陳述著說。「當我最後告訴他活力麥苗粉時，

他說：『不要停止服用它。』而我永遠都不會停止服用它的。」 

        

市面上林林總總的大麥草產品不勝枚

舉。但是，沒有一家比得上艾美的活力麥

苗粉(BarleyLife)。以下列出的一些原因證

實這個嚴正的聲明。  
大麥全葉粉末大麥全葉粉末大麥全葉粉末大麥全葉粉末：：：：不好不好不好不好    

  
  許多新會員可能不會辨識艾美大麥苗汁

液粉末與其它大麥草全葉粉末產品的不

同。 

  在顯微鏡下的全葉粉末看起來像絞碎的

葉子，而實際上它們的確是如此。當大麥

草的全部葉子乾燥絞碎時，您得到的是，

大部分不能被消化的粉末，而且含有極少

可被身體吸收的營養素，因為我們不像吃

草的動物，我們的身體無法消化草類纖維

的細胞壁，因而無法吸收到它釋放出來的

天然營養素。 

  艾美一向採取截然不同的方法去獲得有

益健康的綠色大麥草。很明顯地，艾美不

能透露過去 35 年累積的製造過程經驗，因

為我們的競爭對手會想盡辦法知道這個商

業機密。 

 

大大大大麥苗麥苗麥苗麥苗汁液粉末汁液粉末汁液粉末汁液粉末：好好好好      
 
 

     

  首先，艾美耗盡心思並投入大量的心血去製

造活力麥苗粉。艾美只使用營養最豐富的幼嫩

大麥苗。大麥苗的處理方式是可以分解含纖維

的細胞壁，讓營養素釋放出來。這樣，經過濃

縮與噴乾技術製成的大麥苗汁液粉末，容易被

人體消化吸收。  
  這個製作過程是將大麥苗絞碎成細末，並放

入壓榨機去取出所有的汁液，而剩下的殘渣，

大部分是纖維，會被拿來用作牛的飼料或作土

壤的肥料。這個重要的細節再次地指出，競爭

品牌的大麥全葉粉末產品含這些不被消化的成

份。  
  更重要的是，我們的榨汁過程是在低溫下進

行以保留大麥苗的營養素。當進入噴乾階段

時，也是為了保留營養素而採取低溫的方式處

理。艾美從每個單一的大麥苗獲得最大的營養

價值，所以會員可獲得最優質的活力麥苗粉。 

    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獨特獨特獨特獨特的原因 

 
 

 

備註：本簡報刊登的所有見證效果因人而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