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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洛特·湯普森（Charlotte Thompson） 

小女孩時期，成長於路易斯安那州的南部，在她

人生中最寶貴的經驗之一是學習到：幫助他人可

為您帶來無數的財富。 
 

 

      夏洛特和她的兄弟是由單親的母親撫養長大，

當時她的母親被迫離開工作場所，照顧生重病的

父親。那時他們不得不依靠社會福利過生活，這

激發了他們兄弟姐妹的創業心態，他們做各式各

樣的零工來賺更多的錢。 
 
 

      夏洛特解釋說：“我成長在關愛人們的家庭，

這是最重要的。我幫助母親照顧我們慈愛的祖

父，在我看來祖父就像父親一樣。” 
 

      時至今日，夏洛特和她的丈夫基思(Keith)生 

活在阿米希(Amish)社區的一個農場裡，在那的生

活方式，就是幫助有需要的人。當他們於 1971年

移居俄亥俄州時，很快的被這個充滿愛心的社會

接納。 
 

      1997年 4月份，夏洛特她的兄弟艾美藍寶石

董事大衛·羅爾斯 (David Rawls) 介紹給她艾美大

麥草粉。夏洛特說：“基思和我為了我們的健康走

上一條混亂糟糕的道路。” “但是這個”綠色的東西” 

“扭轉了他們的方向，因此，我們將永遠感謝上帝

給與 AIM Companies™。 
 

      夏洛特無法抗拒對大麥草粉及其好處的熱情，

不久她的阿米希鄰居就開始下訂單了。 
 

      她第一次參加艾美會議，更 

增加夏洛特對艾美產品以及對 

公司的熱情。她大聲說道：“我 

感覺到在會議的房間裡有股電 

流”，”艾美就是在幫助人們。” 

她以僕人的心態，真的關心他 

人，她的艾美事業跟著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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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僕人的心態 

 A Servant’s Heart 
     
 

 

 

 
    夏洛特她很努力與人們分享艾美的

健康食品和收入，因而導致夏洛特和基

思在此過程中邁出了許多光榮的里程

碑，包括在 2011年成為艾美董事主席

俱樂部(AIM Chairman’s Club )的會

員，並在 2020 年達到了 200 萬美元俱

樂部會員。 

       夏洛特強調說：“百萬美元俱樂部

(The Million Dollar Club)並不是艾美會

給您一張一百萬美元的支票。” “這意味

著艾美事業的建立者，他們在很長一段

時間內，獎金的總收入達到這數目，以

我們的例子為 23年時間。此外，我們

真誠地相信，成功並不取決於您賺到的

錢，而是取決於您改變了生活。” 

    艾美家庭要恭喜基思與夏洛特湯普

森，他們讓許多人的生活變的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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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狀病毒(coronavirus)大流行正在影

響世界各地，包括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社區與

社會互動。毋庸置疑的，艾美家庭也受到影

響。在艾美公司，我們的員工努力確保工作場

所的安全，為我們的會員不斷提供最優質的艾

美產品。同時，艾美會員也要維持自己的健

康，盡自己的一份力量，在這個充滿挑戰的時

侯，在艾美家庭中互相扶持。我們的會員分享

他們的經歷。 

 ～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薩里市牙醫師及 

    艾美董事主席俱樂部會員蘭妮＆肯唐鈉德 

     (Lanny ＆Ken Donald Surrey, BC) ～ 
 
 

   像往常一樣，蘭妮和肯參加 2020 年太平

洋牙科會議( Pacific Dental Conference )，於

3月 5日至 7日在溫哥華會議中心舉行。當

時，會議組織者告訴所有與會者，冠狀病毒的

傳染風險很低，他們會加強清潔和消毒。但

是，沒有人預料到這次大規模的社交活動（將

近 15,000名參與者），造成 1人死亡和 87

例冠狀病毒(COVID-19)感染個案。 
 
 

   溫哥華衛生局（Vancouver Health 

Board）告訴所有與會者，需自行隔離 14天，

因為他們有可能已感染該病毒。 
 
 

  “我們自我隔離，為了促進身體健康，我

們增加服用“唐納德的八種重要產品”:有艾美

活力麥苗粉(BarleyLife)，紅蘿蔔素(Just Car-

rots)，紅甜菜粉(RediBeets)，優豆蛋白粉

(ProPeas)，消化酵素(PrepZymes)，抗氧化

劑 2000 (Proancynol 2000)， 纖維健身粉

(fit΄n fiber)， 和益菌食物(FloraFood) 。 
 
 

 我確保我們全家人都攝取了大量的艾美營

養品，尤其是“三劍客”（他們三位可愛的孫

兒），蘭妮說“我相信菜園三寶和優豆蛋白粉

為我們的身體提供必要的營養素，抗氧化劑和

活性酵素，可增強免疫系統功能。纖維健身粉 

 

 

  我們盡自己的一份心力 

We Are Doing Our Part 

 

 

 

（益生元）和益菌食物，可改善我們的

腸道菌群(gut flora)，並增強免疫功能。

消化酵素中含的酵素，可以幫助食物的

消化。抗氧化劑 2000有助於保持我們的

免疫系統強壯。我們也留意自己吃的東

西，並限制糖份的攝取，也嚴格與他人

保持身體距離。”很幸運的蘭妮一家人都

保持健康。    

     “剛開始在自我隔離期間，我非常高

興，因為有更多時間專注於艾美事業。

我跟很多我的下線會員們聯絡，其中包

括那些已停用艾美產品多年的下線，以

及現在想要重拾健康的人。因為冠狀病

毒的威脅和不確定性，迫使人們思考關

於他們的身心健康，蘭妮說。” 

   當他們完成了居家隔離，準備恢復

牙科診所的業務，但在 3月下旬時疫情

大流行的情況加劇。卑詩省牙科外科學

院（CDSBC）要求所有的牙醫停止非

必要的診療，只有選擇性的服務。並要

求診所需要配備 CDSBC批准的個人防

護裝備（PPE）才可營業，但是，當時

防護裝備非常短缺。“重啟診所所需的

規範，帶來極大的壓力，但我始終記得

保持身體健康的重要性 – 就是每天清

潔，補充和滋養我們的身體。”  

   在六月初，他們的牙科診所恢復營

業。“現在，需採用新的高標準安全措

施，包括患者預先篩檢，治療，診症相

隔的時間，以及非常嚴格清潔和消毒程

序，這些都為我們帶來極大的壓力。

COVID-19的瘋狂傳播和後果影響了我

們的身體，財務和心理健康。但是，這

種流行病使我更加靠近上帝，在這個不

可確定的時期，依靠祂的信實，指導和

智慧。蘭妮補充說 “我要感謝上帝借助

艾美產品，帶給我們良好的健康與祝

福，以及藉著我們的專業去幫助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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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甜菜粉是艾美菜園三寶（Garden Trio）中的一個產品，我騎自行車前兩個小時會服

用四茶匙。該份量可幫助血液循環和減少肌肉攝取過量氧氣，減低運動的疲勞。我水壺內

裝艾美耐力飲料，可幫助補充電解質和有助於騎車後肌肉的恢復。我們倆人的早餐也添加

優豆蛋白粉做的營養奶昔，這些植物蛋白質，可以幫助我們建造和維持健康的肌肉。 

 

       
 

  還沒來得及疼痛(Haven’t Got Time for the Pain) 

     在新型冠狀病毒期間艾美 - 提供能量給自行車騎士 

          AIM-Powered Cycling in the Time of COVID-19 
 

                             ～加拿大安大略省埃爾邁拉艾美董事黛琳和基斯·范德梅分享 

                    ( Darlene and Kees Vandermey，Elmira，Ontario，Canada)～ 
 
 

      由於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的影響，我和丈夫基斯(Kees)所屬的自行車俱樂部，取消了所有

2020年活動計劃，但是鼓勵我們保持活躍，自己騎自行車。 
 

     平均而言，我們每週在住家附近的小徑騎自行車約 2至 3次。在享受騎自行車之餘，我

們會停下來欣賞美景，拍些有趣的標誌與動物-包括我最喜歡的馬。基斯和我已經服用艾美

產品多年了。這些日子，我們服用紅甜菜粉(RediBeets)，耐力飲料(Peak Endurance)和

優豆蛋白粉(ProPeas)，這些產品可以幫助我們在騎自行車時的體力與耐力，並放鬆肌肉。 

 
 

        最近，我們騎自行車去探索，攜帶了午餐，花了

整天的時間騎了 51.6 公里。我們平常平均騎 30 至 40

公里之間。艾美產品發揮極大的作用，幫我們成功的

實現這個過程。而且，我們騎完車後，身體沒有精疲

力盡，肌肉也沒有酸痛的情形。我們要讚美上帝給予

我們天然有益健康的營養品，也要感謝艾美公司，提

供我們滋養細胞的產品。 

 

   我的艾美旅程始於 2020 年 2月中旬，那

真的是很棒的時候。我成為艾美會員是因為

免疫系統衰弱，而且病的很嚴重。 
     

     因此，在嘗試服用艾美產品之前，我做

了研究，才知道精心配製的補充品對身體

很重要。經服用草本纖維素(Herbal 

 Fiberblend)和鎮靜放鬆劑 (Composure)

兩個星期後，我的疼痛得到很大的改善。

我終於可以睡 8 個小時，不在因為疼痛和

噁心而醒過來。 
 

      有許多人知道我病的很重，因此要他們

試用艾美的產品不難。身為母親被我照顧

的孩子，丈夫，和孫子，都從艾美營養有

效的食品中獲得好處。 
 

   在我成為艾美專員後的第一個月，收到

一張艾美寄來的獎金支票，讓我感到非常

的驚訝。為我與艾美事業合作的夥伴關係

點燃了火焰。我的目標是每天與一個人談

論有關於艾美。艾美有很棒的支援系統， 

 

及快速的送貨服務。還有我有極為出色的上

線，對我平常提出的問題都即時回覆與建

議，為我成功創業增加力量。 
 

       我成為艾美家族的一員，參加 Chrysalis  

Networx平台的訓練課程(註:此訓練平台是由

艾美會員設立的)，與 WhatsApp即時通訊軟

體群組。這些訊息的支援很有價值，也非常

有幫助，及鼓舞人心。        

     上帝聽到我的哭聲，把健康與財富的機會

送來了。非常感謝艾美公司與我的介紹人艾

美董事瑪娜·德金（Marna Dedekind）和她的

上線，以及其他 Chrysalis的領導人，他們的

幫助改變我的生活。 
 

～住南非克萊克斯 

多普市艾美專員埃斯 

梅·普雷托里烏斯 

（Esme Pretorius， 

 Klerksdorp，South 

 Africa）～ 

 
 

 



 

       為了進一步增強肌肉，艾美提供了耐力飲料(Peak 

 Endurance)，含 PEAKATP®的膳食補充劑。這種口

服來源的三磷酸腺苷(adenosine triphosphate)，可以增

加身體的肌肉與肌肉的厚度。 

 

    時間的流逝，對我們的身體有許多的影響，其中之一是肌肉質量會逐漸下降，

30歲後肌肉開始流失，這是衰老自然的一部分。而且每過了十年，我們的肌肉質

量會消失 3％到 5％。 
 

不要放棄(You Don’t Have to Lose)  
 

   老年人主要的健康問題是肌肉質量下降，這會增加跌倒和骨折的風險。阻力訓

練(resistance training)和足夠的營養，可以避免或逆轉與年齡有關的肌肉流失。 
 

    無論您是使用舉重設備還是以自己的體重，阻力訓練都可以使肌肉抵抗力量

或重量，從而增加你的力量，耐力和肌肉量。   
 

   給您的身體建造肌肉組織的基礎，可增加蛋白質的攝 

入量：氨基酸(amino Acids) 是组成蛋白質的基本單位。 

艾美優豆蛋白粉(ProPeas)可提供蛋白質的補充。這種植物 

物性蛋白質來源包括三種支鏈氨基酸-亮氨酸(leucine), 異亮 

氨酸(Isoleucine)和纈氨酸(valine) - 這對於避免與年齡有 

關的肌肉流失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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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持肌肉的質量 

          Maintaining Muscle Mass 
 

 

 

        一項在營養與代謝《Nutrition & 

 Metabolism》發表的研究，經過阻力訓練

的男性，在一個為期 12週的研究中，每天

服用 400毫克 PEAK ATP，他們的肌肉質

量，與只有接受阻力訓練的人做比較，多了

兩倍。 
 

    不過，您不必成為運動員，可以每天透過

服用艾美耐力飲料，提供 400毫克的 ATP，

以補充您的 ATP水平，從而獲得肌肉的好

處。 因隨著年齡老化因素，人體 ATP的生

產會減少，以致於使肌肉流失。 

 

 

 本簡報刊登的所有見證純屬個人經驗分享，不代表每個人都會達到一樣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