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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美董事主席艾美董事主席艾美董事主席艾美董事主席會員會員會員會員 

        大衛巴克斯特大衛巴克斯特大衛巴克斯特大衛巴克斯特（（（（David Baxter））））～～～～ 
 
    

      我的妻子海倫露絲（霍夫曼）巴克斯特 

（Helen Ruth (Hoffman) Baxter），她擁有

雄心壯志，在成功銷售雅芳（Avon）產品 

後，她最終在1987年加入艾美公司，就在我

們家的辦公室工作。她的目標是要全職銷售

很棒的艾美產品。我也盡可能地幫助她。 
 
 

      在短短五年時間裡，她和我在艾美公司組

織中達到了最高的職級，艾美董事主席

（AIM Chairman’s Club Director）。她謙虛

地將她的成功歸功於艾美高品質的產品，但

她熱愛人們，以及關心他們健康，這始終是

她心目中最重要的。她的第一批顧客就是她

之前在雅芳時有聯絡的人。 
 
 

      在她過世前不久，我向她承諾，我會盡

我所能來實現我們的目標，成為艾美百萬

美元俱樂部（the Million Dollar Club）的會

員。在我的生命中最令人沮喪一天，就是 

                    保持保持保持保持承諾承諾承諾承諾......繼續努力繼續努力繼續努力繼續努力 

           A Promise Kept ……   

           Continue Striving 

 

  
 
 
 
 
 
 
 
 

 

2011年4月28日，在結婚將近57年後，我失

去了我美麗的妻子海倫。我繼續經營我們的

艾美事業，而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堅定

地要完成我們所設定的目標。 
 

      今年 1 月份，我收到通知，我們的目標

實現了，我們達到了“百萬美元俱樂部”。 

雖然，海倫她已不在這裡與我分享這一刻，

但我知道她會對我們的里程碑感到高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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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美 健康簡報 

    
     多年來海倫用心研究艾美會員的獎金計劃，

並定下目標與最大收益，終有一天我們要變成

艾美百萬美元俱樂部的成員。這是她的夢想與這是她的夢想與這是她的夢想與這是她的夢想與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但很不幸的是，在這個目標達到之前，

海倫她在 82 歲時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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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美在艾彭布利克農場艾美在艾彭布利克農場艾美在艾彭布利克農場艾美在艾彭布利克農場 

   AIM at Alpenblick Farm 
     ～加拿大安大略省 Ashton 艾美董事 

                Petra Stevenson～  

      我的丈夫羅伯特（Robert）他成長的家

庭在瑞士山腰的一個有機農場。他和我自

從 1968 年以來，一直在加拿大經營瑞士主

題農場。艾彭布利克農場（Alpenblick 

Farm）它是我們有機牲畜的避風港，動物

自由漫步在近 200 英畝的土地上。 
 

        自 2005 年以來，我一直是艾美的會

員，也很熱衷於使用各種的艾美產品，包括

艾美鎂寧膚細胞活化水（Mag-nificence 

CWR），乳液和噴劑。 

多年來，艾美產品已成 

為艾彭布利克農場所有 

的生物極為重要的。例 

如，我們不得不面對一 

頭名叫埃爾克(Elkie) 

小牛的嚴重問題。自從 

牠的母親去世後，牠大 

部分都在穀倉裡長大。 

有一天，我們覺得該是 

時候讓牠和其它的牛一 

起去享受戶外活動。當埃爾克晚上回到穀倉

時，他似乎很虛弱，而不得不立即躺下來。  
    第二天早上，埃爾克仍然無法獨自站起

來。我給了牠維生素和礦物質以及大量的水

和乾草。兩天後，牠的病情沒有改變，所以

我們做了一個絞車把牠抬起來，以便於檢查 

牠的腿。牠的後腿並不是那麼糟糕，只是

較為軟弱，但是牠的前腿彎曲著，膝蓋和

踝關節腫脹無法伸直。           

       我開始按摩牠的腿，並使用鎂寧膚噴

劑，主要是在關節處。我也用細胞活化水

浸泡牠的另一隻腳。然後，牠需要再次躺

下。那天晚些的時候，我們再次抬起埃爾

克，牠的前腿看起來有好一點，但牠仍然

無法施加任何重量。我在牠前腿的所有關

節處，再次使用了大量的鎂寧膚噴劑，並

按摩它們，然後把牠的踝關節包紮起來。 
 

       第二天早上，牠的膝蓋腫脹幾乎完全

消失了。腿也可以伸直，但是腳踝處還是

不行，所以我又繼續使用鎂寧膚噴劑，一

日兩次。在第三天時，埃爾克可以支持牠

的體重，但牠仍然需要幫助扶起來與躺下

來。到了第四天，他可以自己站起來以及

躺下來。 
 

        感謝艾美鎂寧膚細胞活化水與噴劑的

幫助，讓埃爾克可以再次的走動。若沒有

這些產品的幫助，我們會失去他。 

 
     
 

 

 

                                                                                艾美鎂寧膚艾美鎂寧膚艾美鎂寧膚艾美鎂寧膚(AIM Mag-nificence)    

      鎂是人體內重要元素之一，艾美鎂寧膚是外

用經由皮膚吸收鎂，有 3 種不同的選擇：鎂晶乳

液(lotion)、鎂晶噴劑(spray)與細胞活化水沐浴

添加劑(CWR bath additive)，提供有效方法，增

加身體細胞吸收這種必需的礦物質。 
 

鎂的好處與特色鎂的好處與特色鎂的好處與特色鎂的好處與特色    

• 對細胞層能量的製造很重要 

• 支援骨骼、牙齒、心臟組織與大腦細 

   胞的健康 

•  

• 放鬆肌肉並緩解運動傷害 

• 減輕或消除頭痛 

• 天然的細胞保護劑 

• 恢復細胞内鎂的水平 

• 促進安全有效地排毒 

• 參與人體300多種的酵素反應 

• 提供乳液、噴劑與細胞活化水沐 

   浴添加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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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美熊爪艾美熊爪艾美熊爪艾美熊爪大蒜大蒜大蒜大蒜（（（（Bear Paw          

Garlic））））：：：：它它它它是是是是野野野野生的生的生的生的！！！！ 

    大蒜：有些人喜歡它;但有些人受不了

它的味道。不論你是否喜歡，它能提供許多

健康好處，特別是對於心臟保健方面。這種

易於辨認的蔬菜 –或許也是一種香料？ 通常

在雜貨店的農產品部門都可以找到。而且有

很多種類，但似乎很難找到野生的阿爾卑斯

山熊爪大蒜，這是我們公司所使用的。你需

要到歐洲的山區健行，才會偶然地發現野生

的阿爾卑斯山大蒜（wild alpine garlic）。  
    它不僅是生長的地點獨特，而且是野生

的，這種大蒜不是球莖一瓣瓣，而是採用植 

 
 
 
 
 
 
 
 
 
 
 
 

 

 

                                                                                       

      艾美細胞之光艾美細胞之光艾美細胞之光艾美細胞之光 360 

    AIM CellSparc 360 

物的葉子，我們做成膠囊

的熊掌大蒜熊掌大蒜熊掌大蒜熊掌大蒜（（（（Bear Paw 

Garlic））））。由於這種蒜葉

含高量的葉綠素，所以它

無氣味。不像吃蒜頭，在

你的腸胃道消化時會產生

強烈的氣味， 最重要的

是，熊掌大蒜有助於維持

正常的血壓與降低膽固醇  
水平，可以促進心血管和免疫系統的健

康。每天服用三粒膠囊，可以幫助你遠 

離醫生。  
附註﹕此產品只在美國銷售。 
 

      艾美細胞之光 360 (CellSparc 360)含有輔酵素 Q10 

(coenzyme Q10)，它是同行中熔點最低的產品之一，這

意味著它更容易吸收。它是取自植物的來源，在加工過程

中不使用不需要的填充物，也不使用不好的溶劑。 
 

      輔酵素 Q10 可增強心血管系統和心臟健康 - 德州大學

(University of Texas)的科學家進行一項為期六年的研究發

現，除了常規治療之外，有服用輔酵素 Q10 來治療充血

性心臟衰竭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的病人，在三年後

他們的存活率為 75％％％％，與之相比，僅使用常規治療的病

人，他們的存活率為 25％％％％。此研究顯示輔酵素 Q10 可增

強心臟肌肉的健康。資料來源﹕艾美臉書。 
 

 

      艾美細胞之光艾美細胞之光艾美細胞之光艾美細胞之光360 
 

結合輔酵素Q10，生育三烯

醇(tocotrienols)和魚油三種

相輔相成的成分，提供您最

好的心臟保健品。 

BarleyLife﹕﹕﹕﹕在2018年，一篇評論文章發表在氧化醫學和細胞壽命

（Oxidative Medicine and Cellular Longevity）期刊的線上，分析了大

麥草粉（barley grass powder）的營養成份和健康益處， “它提供的營

養是最好的功能性食品，並可排除來自人體細胞的毒素。 
 

    艾美活力麥苗粉是純天然的綠色大麥苗汁濃縮粉末產品，含有天

然抗氧化劑，葉綠素，酵素，礦物質，植物營養素和維生素，它的營

養可滋養細胞，修復，建造和保護身體。這是抗衰老必須的營養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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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啟示啟示啟示啟示（（（（A Living Inspiration）））） 
 

    ～加拿大卑詩省薩里市（Surrey, BC）艾美專員西島直康（Naoyasu Nishijima）～ 
 

        “我幾乎每天都在工作，從黎明到黃昏; 很難有任何的休假”。西島是一位景觀園

丁，大多數的時候需要獨自工作。特別在夏天繁忙的園藝季節，休息一天對西島來說似

乎是很奢侈的事。 
 

          所有園藝工作瑣碎事 – 割草，修剪，修整齊，播種與種 

植，皆需要大量的體力和能量才能完成工作。要令客戶滿意也是 

壓力。“經過一整天的工作，我覺得我所有的體力都耗盡了。”尤 

其是缺乏休息和壓力，使身體疲憊不堪。 
 

         西島的客戶，蘭妮唐納德（Lanny Donald）醫師，她是牙 

醫也是艾美董事主席會員，有一天，當他辛勤的在她的花園工 

作時，她給了他一些艾美艾美艾美艾美耐力飲料耐力飲料耐力飲料耐力飲料（（（（AIM Peak Endurance））））的樣品。 
  

         西島說， “過去當我工作感到非常疲倦時，常服用一些典型的能量飲料，它們可以

快速提升我的能量，但是無法維持太久。在試用了艾美耐力飲料的樣品後，我注意到有

很大的不同，耐力飲料可讓我維持一整天不覺得疲累。“蘭妮和西島分享她的健康狀況，

在服用艾美產品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BarleyLife））））與與與與耐力飲料耐力飲料耐力飲料耐力飲料後，帶來的好處。“我很羨慕蘭妮

她的能量水平，因為她一大早就開始工作，一整天也沒有長時間的休息;同時，她要照顧

家庭，並經營艾美事業。我很少看到她生病，她的家人也都很健康。我信任她，因為她

給了我生活的啟示。” 
 

        西島接受了蘭妮的建議，在三年前開始服用 

艾美產品。“早餐前我服用菜園三寶菜園三寶菜園三寶菜園三寶（（（（Garden  

Trio）））） 與優豆蛋白粉與優豆蛋白粉與優豆蛋白粉與優豆蛋白粉（（（（ProPeas）））），晚些的時 

候，我會服用耐力飲料，並依據我的工作量，服 

用一次或是兩次。我覺得健康又強壯，而且精力 

充沛。艾美產品確實是我身體需要的。我和妻子 

無論到哪兒或做什麼，我們都會服用艾美產品。 

我真的希望能有更多人服用艾美產品，並獲得 

健康。” 

 

 

 

                                        
                   艾美紅能量特惠艾美紅能量特惠艾美紅能量特惠艾美紅能量特惠（（（（AIM Red Rush Special）））） 
              

 

 購買第一盒原價 (1盒 12 瓶) 

 可獲得可獲得可獲得可獲得第二盒半價特惠第二盒半價特惠第二盒半價特惠第二盒半價特惠，，，，點數點數點數點數一半一半一半一半。。。。 

 原價美金$ 36.00 /加幣$39.00 / 23點 

 優惠代碼：RR2018 

 產品有效期﹕12/11/2018。 

 優惠有效期間： 

 自 2018 年 9 月 1 日起至 10 月 31 日 

 不限購買數量，賣完為止。 

 不能使用自動訂貨（AMR）。 
 

 

艾美紅能量艾美紅能量艾美紅能量艾美紅能量含濃縮甜菜

汁，一小瓶等於5顆小的

紅甜菜，含有500毫克的

硝酸鹽 (nitrate)，可以提

高體內一氧化氮含量

(nitric oxide)，促進血液

循環，降低血壓，改善

體力。不含咖啡因與刺

激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