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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市場上有很多甜味劑的選擇，但重要的

是我們要選擇健康的。甜菊葉是以植物為基礎

的糖的替代品。 
 
 

    甜菊原產於南美州，是一種植物，它被土

著使用已有 1500 多年的歷史，他們用來製造

民間的草藥和甜茶。當地的語言稱甜菊葉為甜

草藥（sweet herb）。 
 

     甜菊葉含有甜的植物化學物質，稱為甜菊

糖苷(steviol glycosides)。實際上，它比食用

糖大約甜 200 倍。然而，甜菊葉是非營養性

的，這意味著食用它不會增加卡路里，可以減

少攝入糖的許多原因之一。 
 
 

    安全且甜味可持續安全且甜味可持續安全且甜味可持續安全且甜味可持續    

  Safe and Sustainably Sweet 

       艾美產品中所有使用的成份，品質必須盡可

能達到最高的標準。艾美選擇使用甜菊葉卒取

的高純度甜菊糖苷。它的成份很安全，我們使

用以下的幾種艾美產品中：特級活力麥苗粉

（BarleyLife Xtra），可可活綠蔬菜粉，纖維健

身粉（（（（Fit ’n Fiber，此產品只在美國銷售），

優豆蛋白粉（ProPeas）和耐力飲料（Peak 

Endurance）。選擇甜菊葉就是不添加糖份，

只是來自植物的甜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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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菊葉甜菊葉甜菊葉甜菊葉. . .. . .. . .. . .草本植物甜味草本植物甜味草本植物甜味草本植物甜味劑劑劑劑    

       Stevia. . . The Herbal   
                            Sweetener    

  現在世界各地的農民已改種植甜菊，

而不是種煙草，因為煙草很不健康而且

對環境有害。在許多層面上這都是雙贏

的局面。例如，與糖類的作物相比較，

要生產相同數量的甜味劑，種植甜菊所

需要的土地，水和能源使用的更少。 
 

   甜菊．．．它是多麼的甜蜜啊！ 

 

 

 

 

  

甜菊糖的好處甜菊糖的好處甜菊糖的好處甜菊糖的好處﹕﹕﹕﹕ 
 

      甜菊糖是一種天然甜味劑，這使得

它成為想控制血糖水平或減肥者的極

佳選擇。根據一項在南美洲和日本進

行的研究，甜菊可調節胰島素水平，

並有助於強化胰腺。這或可降低糖尿

病和低血糖的風險。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南非比勒陀利亞市艾美專員馬賽爾·梅傑～ 

      Marcelle Pretoria, AIM Preferred 
      Member in Pretoria, South Africa 
 

     十八個月前我從美國返回南非後，我

的職業生涯正處於十字路口。為了尋求更

多的方向，我參加了一個生活指導計劃。

在追尋心靈的旅程中，很清楚地引起我的

共鳴，以及我選擇的人生道路。  
    我遇到艾美董事主席俱樂部會員瓊·凡·

倫斯堡(Joan van Rensburg)，是經由

chrysalis訓練課程互相聯繫。我們都熱愛

改變生活，以及對健康價值重要性有相同

的理解，使我們瞬間完美搭配。 
 

      艾美公司已有 38 年之久的文化，以及

紮實穩定的基礎。有關艾美公司是如何創

始的，以及它整個的故事深深感動著我。 

 

 

 

 

 

 

 

   
 

產品，因而獲得健康改善的人。  
      我患有腹脹和便秘許多年，瓊她建議

我服用清潔組合的產品有草本纖維素草本纖維素草本纖維素草本纖維素

（（（（Herbal Fiberblend )，，，，草本精華草本精華草本精華草本精華

（（（（Herbal Release )，，，，益菌食物益菌食物益菌食物益菌食物

（（（（FloraFood )和和和和除蟲丸除蟲丸除蟲丸除蟲丸（（（（Para 90，，，，此產

品只在美國銷售)。服用這些產品後產生有

益的效果，包括給我平坦的肚子。 
 

   我也使用婦女平衡膏婦女平衡膏婦女平衡膏婦女平衡膏(Renewal Balance 

Cream，此產品只在美國銷售)， 與鎮靜與鎮靜與鎮靜與鎮靜

放鬆劑放鬆劑放鬆劑放鬆劑 (Composure)，這些產品我將永久

持續地使用。 
 

      還有，我與我的女兒正在嘗試紅甜菜紅甜菜紅甜菜紅甜菜粉粉粉粉

(RediBeets)，，，，可可活綠蔬菜粉可可活綠蔬菜粉可可活綠蔬菜粉可可活綠蔬菜粉（（（（CoCoa 

LeafGreens）））），，，，優豆蛋白粉優豆蛋白粉優豆蛋白粉優豆蛋白粉（（（（ProPeas））））

和和和和活力麥苗活力麥苗活力麥苗活力麥苗粉粉粉粉（（（（BarleyLife））））。。。。我們喜歡將

它們加入健康營養豐富的冰沙中。 

      我從沒感到這麼的快樂，同時也受到更

多的啟發，我真的很期待為我們艾美在南非

了不起的團隊增加價值。 

 

          歸鄉的旅程歸鄉的旅程歸鄉的旅程歸鄉的旅程 

 The Journey Home 

 

 

     我的使命引導著生活的目標，也啟

發我的見證。我自己就是透過服用艾美                                                                 
                               艾美艾美艾美艾美 2021 年大會取消通知年大會取消通知年大會取消通知年大會取消通知 
 

    原定 2021 年 6 月 3 日至 6 日將在密蘇里州布蘭森市（Branson, MO）舉辦的大會，

因為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的疫情目前沒有緩和下來，因此，我們做出困難的決

定，將取消明年的大會。所有“Clear 2020 Vision”得獎的會員，艾美將給現金，我們會

與 2020 年 11 月份的獎金支票一起付給你們，也非常感謝已經報名的會員。 
 

                                        ～～～～佳節將來臨佳節將來臨佳節將來臨佳節將來臨！！！！艾美艾美艾美艾美祝福大家身體健康平安過節祝福大家身體健康平安過節祝福大家身體健康平安過節祝福大家身體健康平安過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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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助吸收鎂 

• 可能有助於減輕肌肉酸痛 

• 幫助維持骨骼健康 

• 鎂可支援人體 300 多種主要的代謝反應 

 

  艾美鎂寧膚細胞活化水艾美鎂寧膚細胞活化水艾美鎂寧膚細胞活化水艾美鎂寧膚細胞活化水  

  Mag-nificence CWR 
    

 
 

 

           沐浴添加劑沐浴添加劑沐浴添加劑沐浴添加劑 

    Soothing Bath Additive 
 
 

 

  補充鎂攝入量，最有效的方法 

If it's good enough for the Ocean．．．．．．．．．．．． 

   海洋占據地球上水資源的 97%。一立方公

里的海水至少可找到一百萬噸的鎂，是這種

必需礦物質最大的來源。最常見的鎂是在海

洋中發現的氯化鎂(magnesium chloride)，

艾美選擇把海洋的水裝一些在瓶子裡，這就

是鎂寧膚細胞活化水。 

是透過皮膚吸收。每次 2

盎司（60 毫升）的細胞活

化水倒入您的沐浴水中，  
可添加 4,800 毫

克的鎂元素。 

沒有時間沒有時間沒有時間沒有時間浸浴浸浴浸浴浸浴嗎嗎嗎嗎？？？？        
  可將細胞活化水直接擦在

皮膚上，您不一定要浸浴才

能受益。有需要時隨時輕輕

擦一些在皮膚上：在洗完澡

後，睡前，或運動後等。為

了方便攜帶及使用，可將細

胞活化水倒入噴霧瓶中，無

論您是在家裡，工作或旅行

中隨時可用。  

  在海洋中游泳，我們的身體

可以吸收氯化鎂，感覺很棒。

鎂寧膚細胞活化水也含有氯化

鎂，可添加在沐浴水中浸泡，

能提供類似正面的效果。 

                  艾美鎂寧膚艾美鎂寧膚艾美鎂寧膚艾美鎂寧膚細胞活化水細胞活化水細胞活化水細胞活化水的好處的好處的好處的好處 
 

        鎂可能是生命有機體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它對人體的作用涵蓋廣泛-從調整電

解質的平衡狀態、促進新陳代謝到保護心臟健康等更多的功能都與鎂有關聯。補

充經由皮膚吸收的鎂可以幫助身體達到平衡的狀態，並且改善許多健康問題。 
 
 

      艾美鎂寧膚細胞活化水每瓶 12 盎司，可提供 28800 毫克的鎂元素。 
 



 

 

    艾美公司(AIM Companies™)全球的線上媒體業務，人們可透過很受歡迎的一個

社交媒體平台臉書(Facebook) 的頁面連接，可以分享有關最喜歡的艾美產品與意

見。我們歡迎大家在 facebook.com/theaimcompanies 上面發表您的意見與評論。

同時，艾美也喜歡分享這些可印出來的文字給世界上的人。 

4 

                                                                        艾美社交媒體艾美社交媒體艾美社交媒體艾美社交媒體 

              Social Media A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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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美活力麥苗粉

(AIM BarleyLife)可以幫助

您的能量。我的母親已服

用超過 30 年，她現在已經

100歲了，仍然很強健！ 
 

      朱莉·史密斯·科文 

    (Julie Smith Koeven) 
 

    芝麻菜，大麥葉，花椰菜芽，羽

衣甘藍，菠菜和瑞士甜菜．．． 

這些成份全部都包含在強力的活綠

蔬菜粉(LeafGreens)和可可活綠蔬

菜粉（Cocoa LeafGreens），這

是目前我最喜歡的產品！ 
 
 

      凱莉·貝克爾 (Carrie Becker) 

    當我持續地服用艾美有機亞

麻籽油(AIMega)時，我的頭

髮，指甲和皮膚總是看起來非

常的好！ 

            蒂娜 ·威爾克森 

           Tina Wilkerson 
 

 

 我每日的冰沙我每日的冰沙我每日的冰沙我每日的冰沙 My daily smoothie:  
 

1茶匙活力麥苗粉 

1茶匙胡蘿蔔素 

1茶匙紅甜菜粉 

1勺優豆蛋白粉 (ProPeas) 

1/2 根香蕉 

少數冷凍藍莓 

1茶匙奇亞籽 (chia seeds) 

1茶匙亞麻籽 (flax seeds) 

1/4罐椰奶 

1杯過濾水  
打均勻即可享用  

     妮基·貝爾斯（Nikki Bailes） 

    每當我的日程排滿，艾美紅甜

菜粉可以幫助我一整夜的睡眠。

可以將它與耐力飲料（Peak En-

durance）和優豆蛋白粉混合一

起，加入過濾的冷水中，喝起來

很美味。 
 

              米歇爾·皮爾森 

            Michelle Pear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