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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艾美的生活                                        

用天然的方法改變糖尿病                    

強健是瘦的新定義                                           

真鎂極了 

艾美細胞之光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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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艾美閃爍光芒的世界裡，有些成員在會
員期間發出耀眼的光芒。其中一個輝煌的燈

光已經消失。艾美公司特此通知艾美整個家

族，瑪麗‧路得‧史渥普博士逝世享壽 98。 
 
 
 

     有趣的是，史渥普博士最初不願意成為會

員，艾美綠寶石董事大衛與西西布魯爾

(David and Cece Brewer)，曾在三個不同的

場合要求她加入艾美被她拒絕。他們提供的

機會在她的禱告之後，上帝告訴她，"這路很

明確，沒有任何障礙。”這一年是 1982年。 
 
 
 

      史渥普博士接著成為艾美董事主席俱樂

部會員，並在 2016年，榮獲艾美頒發八百

萬俱樂部會員的殊榮，為最初無意展開事業

的人，帶來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就。她將她

在艾美的記錄，歸功於傑出的事業建立者，

上帝並對她的生活有個規劃。 
 
 
 

     上帝規劃她有一個美好的退休後生活，日

常壓力較少，能有更多的時間進行精神發

展，學習，旅行和園藝，這是她在擔任大學

的院長和教授期間無法做的所有事情。史渥

普博士擁有紐約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 管理博士學位。 
 
 
 

    加入艾美後，她了解大麥草(barley grass)

的營養價值和艾美會員獎金計劃。然後， 

        

與與與與艾美艾美艾美艾美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A Life with AIM) 
        瑪麗瑪麗瑪麗瑪麗‧路得路得路得路得‧史渥普博士史渥普博士史渥普博士史渥普博士 

          Dr. Mary Ruth Swope 
   1919年10月28日 - 2018年9月1日 

 

  
 
 
 
 
 
 
 
 

 

史渥普博士開始把艾美大麥草植物果汁粉，

做為贈品給需要的人，只要求收到產品的 

人回報見證，分享他們個人的故事。關於大

大麥草如何對各種健康問題的好處。包括 

對皮膚病，心臟病，疲勞，糖尿病和關節 

炎等問題。 
 
 

      她的方式是透過電視採訪與收音機廣 

播，在全國各地有發言的機會，人們來信 

與來電話希望了解更多關於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

（（（（BarleyLife））））。艾美總裁兼共同合夥人

Dennis Itami 承認，史渥普博士通過廣播 

和電視，直接接觸到的人超過任何其他的 

會員。她還撰寫了多本書。 

請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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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天然用天然用天然用天然的的的的方法改變糖尿病方法改變糖尿病方法改變糖尿病方法改變糖尿病    

        Natural Solutions 
 
       ～印第安納州安德森市(Anderson， 

Indiana)艾美藍寶石董事(Cindy Ponchot)～ 
 

      我和我的丈夫唐(Don)在 2018年 4月 11

日，預約一起去看我們的家庭醫生，他被懷

疑患有糖尿病糖尿病糖尿病糖尿病 (diabetes)。唐他的的症狀是

異常的口渴，小便不斷有緊迫感，疲勞，腳

部有麻木感，視力也有問題，以及這種病其

它的一些症狀。 
 
 

      醫生進行了糖化血色素醫生進行了糖化血色素醫生進行了糖化血色素醫生進行了糖化血色素(A1C)的的的的測試測試測試測試，，，，

數數數數值是值是值是值是 10.4。。。。她感到很震驚她感到很震驚她感到很震驚她感到很震驚，，，，並說唐並說唐並說唐並說唐患糖尿患糖尿患糖尿患糖尿

病可能有段病可能有段病可能有段病可能有段時時時時間間間間了了了了。。。。 
 
 

   在與她分享我患原發性腹膜癌 (primary 

peritoneal cancer)，以及抗癌成功的見證 

後，我問醫生，如果她同意的話，我們想要

嘗試與我類似的對策，看看是否可以控制唐

的血糖。有關我的癌症治療，我用了心理，

身體和精神與化療及放射治療。當時我被告

知只剩六個月的生命。但那已是 10年前的

事。結果醫生她同意我們，並說：“三個月

後我想要在見你，看看你的情況如何。” 
  
       那天回家後，就開始 

我們的計劃。我們吃全食 

物飲食(whole-food diet) 

沒有糖份或白色的食物， 

也沒有麵包，並吃大量的 

綠色蔬菜。唐他每餐飯前 

服用 1 粒艾美安醣鉻 

 (AIM GlucoChrom) 膠囊。晚餐後， 

 
 

 

飯後我們騎自行車四

英里。也採用間歇性 

斷食 (Intermittent  

fasting) ，這也成為

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

分。唐他一直有在服 

用艾美艾美艾美艾美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活力麥苗粉

（（（（BarleyLife））））與一 

些補充品，所以，這些產品我們仍持續 

地服用。 
 
 

       醫生希望唐服用三種處方藥 – 美福敏

(Metformin，為治療第二型糖尿病的藥

物)，利欣諾普(Lisinopril，為降血壓藥) 和

立普妥 ( Lipitor，為降膽固醇藥) - 並說糖

尿病患者不是死於糖尿病，而大多是死於

心臟病。這些藥物有很可怕的副作用，我

們不想要有這些問題。因為唐已經克服胃

酸逆流(acid reflux)和高血壓的問題，所以

我們覺得我們應該可以控製糖尿病。 
 

       在 7月 18日，我們再回去看醫生，醫 

生非常驚訝，唐的體重減了 20 磅，他的血 

壓是 116/66，A1C是 6.4。她感到很震驚，

並說她從來都沒有想到，我們可以做的這 

麼地成功。 
 
 

                                  之前我去看醫生，我的A1C是5.5，她

認為我可能已接近患糖尿病的邊緣。我能

說的是，如果你把它放在心上，糖尿病是

可以用天然的方法來控制的！ 
 
 

      很感謝艾美公司！提供給我們所有的

資源，讓我們能擁有健康的生活！ 
 

      

     史渥普博士她將從艾美事業中獲得的財富捐贈給牧師，神職人員，孤兒，寡婦和各種 

慈善機構。她到了七十多歲時，為了幫助他人所做的努力，得到她的助手和朋友夏洛特 

貝茲(Charlotte Bates)的幫助。這支令人難以置信的團隊不停地工作，前往美國大多數的，

州與 20多個國家努的幫助他人。 
 
   

      史渥普博士她與艾美的美好生活，將會被人們永遠銘記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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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健是瘦的新定義強健是瘦的新定義強健是瘦的新定義強健是瘦的新定義 

     Fit is the New Thin 
       我出生時體重正常，但是胃口很大。 我記 

得早年減肥，但從來就沒有很成功。 雖然我的

媽媽總是做些健康的食物，在鄰居裡眾所周知

的 “我們是吃的最健康的家庭”，但是我的體重

傾向，讓人不這麼的認為。 
 

      當我 14 歲時，有人介紹艾美產品給我媽

媽。她開始強迫全家人服用綠色和纖維產品。

由於服用艾美產品與健康的飲食，我和我的哥

哥很少生病。當我們確實患有疾病或是需手術

時，我們的恢復時間也是比平均時間短得多，

就像我不得不把充滿石頭的膽囊取出一樣。 
 

      當我進入大學時，我住宿兩年，食物選擇

變得越來越糟糕。我的體重增加，讓我非常的

沮喪和焦慮，在學校表現也不佳。特別是遭受

腸燥症（IBS）的攻擊，我吃了許多的苦。到

此地步，我必須在出門前兩小時吃東西，因為

飯後會有不適發作。 
 

      我終於決定搬回家就讀社區大學，第一年

一切都很好，但我吃的不健康，我的體重激增

至 230 磅，我非常的不快樂，自我意識對我的

身體不滿。 
 

       因此我下定決心從 2013年做改變，並開

始計劃減重瘦身的健康旅程。從 4月 28日

起，我開始觀察體重，並開始每週運動五次，

也 在一家快餐店做全職工。到了 12月份時，

我的體重降到 165 磅，我努力突破達到高峰。 
  

       我決定嘗試清潔與排毒，這對我的媽媽來

說非常有效，她一生都在減肥。而最主要的成

份，是要為您的身體補充有好處與營養的食

物，而在我的生活中，艾美產品對我的旅程至

關重要。 
 

       我的體重在過去三年中有所波動，但有 

三件事情仍需保持一致：我常規的運動，選 

擇吃更健康的食物，也包括艾美產品在我的 

生活中。 
  

    由於我有乳糖不耐症（lactose intolerant） 

與腸燥症，而且沒有膽囊，我無法消耗乳類製

品，也發現難以消化脂肪，特別是那些油炸食 

 
 
 
 
    
 
 
 
 
 
 
 

～加拿大安大略省薩尼亞市( Sarnia,  

   ON) 艾美專員 Caitlin Lawrence～ 

  
物和肉類中發現的脂肪。因為肉類我吃的不

多，我依賴艾美艾美艾美艾美優豆蛋白粉優豆蛋白粉優豆蛋白粉優豆蛋白粉（（（（ProPeas））））來

補充及支援蛋白質。  

      我喜歡在一天的開始喝冰沙含: 優豆蛋白優豆蛋白優豆蛋白優豆蛋白

粉粉粉粉，纖維健身粉纖維健身粉纖維健身粉纖維健身粉(Fit 'n fiber)，可可活綠蔬可可活綠蔬可可活綠蔬可可活綠蔬

菜粉菜粉菜粉菜粉（（（（CoCoa LeafGreens））））。過去這八年

來的傍晚我服用活力麥苗活力麥苗活力麥苗活力麥苗粉粉粉粉（（（（BarleyLife））））

和草本纖維草本纖維草本纖維草本纖維素素素素（（（（Fiberblend））））膠囊。但參加

多倫多的艾美慶祝會後，我現在改在早上服

用菜菜菜菜園三園三園三園三寶寶寶寶（（（（Garden Trio）））），也用來代替

午餐。我期待獲得這些好處。 
 

       我也依賴其它艾美產品包括益菌食物

（FloraFood），消化酵素（PrepZymes），

來幫助吸收和消化脂肪，還有亞麻籽油

(AIMega）提供適合大腦和皮膚健康的好脂

肪酸，及舒解減輕焦慮和憂鬱。 
 

      我很高興我的體重維持在 140 磅，從沒

感覺這麼的好。我的腸燥症和焦慮仍然會出

現，但透過飲食與艾美產品，大多能夠控制

它們的情況。雖然減肥可獲得健康，但主要

基於決心和動力，但可以肯定的說，我現在

不能沒有艾美產品。 

  



                                                                         

 

 
 

       第一次認識鎂寧鎂寧鎂寧鎂寧膚膚膚膚細胞活化水細胞活化水細胞活化水細胞活化水( AIM 

Mag-nificence CWR) 這個產品，是在公元

2000年艾美公司年度大會上聽到見證，也是

我對該年艾美大會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因為

我聽到艾美公司董事主席埃德娜史密斯

（Edna Smith）演講提到她有偏頭痛，用鎂

寧膚細胞活化水泡澡偏頭痛可以得到緩解。 
 

      在那段時期，我經常犯嚴重偏頭痛，噁

心嘔吐無法進食，影響日常生活，甚至不

能工作。所以自從知道細胞活化水之後，

每次我犯偏頭痛，我就用細胞活化水2盎斯 

（即60cc）倒進浴缸泡熱水浴，這樣我的

偏頭痛就可以不藥而癒，回復正常生活。 
 

      以後我又發現在冬季感冒或流行性感冒

盛行時候，每當我有感冒初期症狀，我就趕

快使用細胞活化水熱水浴，使我的感冒症狀

減輕甚或消除。（不過泡熱水浴時，請注意

不要過熱，避免燙傷，以暖過皮膚的溫度為

準，我通常是慢慢一次一次加水。） 
 

      同時細胞活化水也可以消除疲勞，尤其

最近我經常走路太多或工作過勞，所以我 

 

                    ～感謝住美國 

           加州舊金山 

   San Francisco，CA  

        艾美董事主席 

        Shirley Chang 
       分享她的見證～    

     
的肌肉過於緊張疲勞，全身倦怠。好在我

用細胞活化水，以一個40分鐘療程的溫水

浴馬上恢復體力，幾乎忘記了我曾經歷過

的辛苦的一天。而且我皮膚也變細滑了。 
 

      如果我沒有時間泡澡，我就用鎂寧膚 

噴劑。有時我會扭傷腳踝，拉傷手臂，有

肌肉痙攣，或頸部僵硬，落枕，肩痛，手

臂舉不起來等狀況發生時，我就用鎂寧膚

噴劑噴在患處，很快得到緩解。因為鎂寧

膚噴劑的瓶子不是很大很方便隨身攜帶，

也可展示給親朋好友看。 
 

       此外，我也在艾美雜誌上讀到台灣有

一位外科醫師也是介紹病人用鎂寧膚噴

劑，幫助他們減輕背痛和關節痛。 
 

       我們真是很感謝艾美公司提供鎂寧

膚，這麼好的系列產品給我們的會員及 

顧客。 
 

註：鎂膚寧同時也有潤膚乳液（Mag-

nificence Lotion）可護膚與舒解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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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屬個人經純屬個人經純屬個人經純屬個人經 

          驗分驗分驗分驗分 享享享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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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真真真鎂極了鎂極了鎂極了鎂極了（（（（Simply Mag-nifice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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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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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美細胞之光 360（CellSparc 360）提供補充輔酵素 Q10（CoQ10）， 

來幫助防止三磷酸腺甘(Adenosine triphosphate, ATP) 耗盡-它是身體的能量 

貨幣-是身體細胞發揮功能的能量來源。2018年8月有一項研究顯示126個基 

因列表，這些基因控制生產細胞能量，並儲存在ATP分子中，並確定“補充輔 

酵素 Q10，可以提供並防止基因特異性（gene-specific）與 ATP耗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