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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者：Yolanda De Villiers，董事 Director

請記得，不是今天明天或下星期您吃的東
西重要，而是經年累月數十年吃下去的重
要。您必需改變您受到限制的生活方式，尤
其是那些常旅行的人。
您絕對不會知道艾美產品帶給您改變生命
的神奇好處，直到您已經使用產品 (尤其是
活力麥苗粉
活力麥苗粉 BarleyLife)好一段時間了。
在 2007 年 10 月份時，我成為艾美會員。
現在回顧，我很感激有人介紹艾美給我。我
知道，食物對我們的健康很重要，尤其是在
我們的飲食裡增加更多的綠色蔬菜。
我 2001 年喪母，母親去世時 49 歲。她是
癲癇患者，被診斷出患有晚期多發性硬化症
(Multiple Sclerosis)。我記得，她每天服用一
大把的處方藥物，她覺得她不能不服用它
們。如果在她與病魔對抗時我知道艾美產品
就好了。她被病痛折磨的記憶成為我最大的
夢魘。她的痛苦影響我們全家人，看到她生
病的樣子，我們的心都碎了。

202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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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Bio 美美肤

顯示，我的皮膚容易衰老，但是我收到很多
的讚美，說我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感謝
艾美！
我的長子現在 21 歲，從來沒有像他大部分
同年齡的人那樣青春痘冒不停。我相信，這
是因為他一直服用活力麥苗
活力麥苗粉
活力麥苗粉的關係。另外
一個大優點是，根據營養事實的非盈利組織
(NutritionFacts.org)，食用抗氧化劑豐富的食
物可以提高對皮膚的保護，並且降低曬傷變
紅的反應 40%。
能夠以綠色食物養育我的孩子是多麽大的
榮幸。他們不知道，去看醫生是什麽樣的感
續下頁 2…

我瞭解，自己的健康大有改變，即使那時
我不認為我有任何健康方面的問題。偶爾的
頭痛現在已成為過去式。我的血糖水平已經
穩定，而且我更有體力。在 12 月份我就滿
45 歲，我可以看到艾美產品對我皮膚的影
響，而且持續影響至今。雖然我的基因檢測
見證不代表每個人都會獲得一樣的效果。效果因人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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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前頁 1
覺。當我增加活力麥苗
活力麥苗粉
菜園三寶
活力麥苗粉或菜園三寶
(Garden Trio)服用量時，他們很快就康復
了。在需要的時候，我也給他們服用保骨
保骨
鈣 (CalciAIM)與抗氧化劑
抗氧化劑 2000
(Proancynol 2000)。
我們一家人以必需食品(活力麥苗粉
活力麥苗粉、紅
活力麥苗粉 紅
蘿蔔素
紅甜菜粉
蘿蔔素 Just Carrots、紅
甜菜粉 RediBeets
與有機亞麻
有機亞麻籽
有機亞麻籽油 AIMega)開始我們的早
晨。有機亞麻籽油是奧米加-3、-6、-9 均
衡比例的種籽油產品。我和我老公吃含麩

質的食物時會服用消化
消化酵素
消化酵素(PrepZymes)，
酵素
而我的一個兒子吃乳製品時會服用消化酵
素。
添加活力麥苗粉到您每日的生活作息
中，它是您為自己及家人做出最好的決定
之一！我們的身體設計完美來保護自己，
而且所有食物與植物提供我們營養。我們
的責任是給予身體需要的營養素，畢竟靈
魂與精神寄居於我們的身體，物質並不能
滿足我們。讓我們聰明的花錢吧！

節慶食譜
節慶食譜 Festive Recipes
紅飲料 Red Revs
•將水與同份量的耐力飲料
耐力飲料
(Peak Endurance)與紅甜菜
紅甜菜
(RediBeets)混匀
•可用南瓜派香料(pumpkin pie
spice)提升飲料的味道
綠色冰品 Green Creamsicles
用艾美運動搖杯混匀以下食材：
•滿滿 1 茶匙的鳳梨
鳳梨味
鳳梨味活力特級活力麥苗
活力特級活力麥苗粉
活力麥苗粉
(BarleyLiFE Xtra Pineapple)
•1 勺保骨鈣
保骨鈣(CalciAIM)
保骨鈣
•8 盎司不加糖杏仁奶(almond milk，或其
它奶類替代品)
備注：如要製作蛋白質綠色冰品，請加一
勺優豆
優豆蛋白
優豆蛋白粉
蛋白粉(ProPeas)到混合物！
紅蘿蔔蛋糕總匯 Carrot Cake Combo
用艾美運動搖杯混匀以下食材：
•滿滿 1 茶匙的紅蘿蔔素
紅蘿蔔素(紅蘿蔔
紅蘿蔔素 紅蘿蔔素
紅蘿蔔素)
•1 勺優豆
優豆蛋白
優豆蛋白粉
蛋白粉(ProPeas)
•8 盎司不加糖杏仁奶(almond milk，或其
它奶類替代品)
•灑上南瓜派香料(或只是肉桂粉)

可可活綠蔬菜布朗尼
可可活綠蔬菜布朗尼
CoCoa LeafGreen Brownies
•1 罐黑豆(black beans)
•1/2 杯可可活
杯可可活綠蔬菜粉
蔬菜粉
•4T 椰子油
•1/3 杯生蜂蜜
•1 茶匙香草精
•3 顆蛋
•1/2 杯無麩質麵粉
•1/2 茶匙鹽
•1/4 杯水
做法：
1.預熱烤箱至華氏 350 度/攝氏 177 度
2.烤盤抹層椰子油
3.果汁機混匀所有食材
4.將混合物倒入烤盤
5.烤 40 分鐘
6. 9-12 人份量
分享者：南非
南非艾美
南非艾美藍寶石
艾美藍寶石董事
藍寶石董事 Razia J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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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的季節 A Season of Thanks
見證分享者：
見證分享者：Janet Breitkreutz, 董事 Director, 亞伯特省 Sherwood Park
我給我所有的孩子和孫子新的鳳梨味
鳳梨味特級活力麥苗粉
鳳梨味特級活力麥苗粉 (BarleyLife Xtra Pineapple)。
每個人都愛喝它！我 4 歲的孫女卡莉亞(Khalia)說：「加的是什麽果汁啊！」 她以
為她母親是用果汁，而非用水，加入她每日的活力麥苗粉飲料裡!
達瑞爾(Darrel)和我非常感謝艾美產品，幫助我們在疫情期間保持健康。保護我們最
好的方式是，用優質的營養補充品喂食我們身體的細胞，增強我們的免疫系統。除
了艾美營養品即菜園三
菜園三寶
草本纖維素(Herbal
Fiberblend)、有機亞
有機亞
菜園三寶(Garden Trio)、草本纖維素
草本纖維素
麻籽油(AIMega)、益菌食物
益菌食物(FloraFood)與抗氧化劑
抗氧化劑 2000(Proanycnol 2000)，我們不
麻籽油
益菌食物
相信其它品牌的營養品。它們營養活力十足!

珍娜特與丈夫達瑞爾以及他們的孫子女

通知：請注意，艾美會員協議書暨政策與章程
通知
(AIM Member Agreement and Policies & Procedures)

的下列改變，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會員的身份禁止為紅利購買與指定紅利點
會員的身份- 5.禁止為紅利購買與指定紅利點
數 BVP：會員不可以訂購產品或將產品點數指
定給任何其他會員，不管直接或間接購買或向
另一個會員或艾美顧客購買(不論是誰購得產
品)，只為了試圖讓自己或其他會員符合頭銜升
級、比賽獎勵、報酬或表揚的資格。然而
然而，
然而，會
員可以為其他會員支付會員費、
員可以為其他會員支付會員費、續約費或恢復
會員資格的費用。
會員資格的費用。

通知：
年的產
通知：2023年的
年的產品價錢與運費
自明年1月1日起，美國與加拿大
的大部分產品每一瓶會調漲50分
(cents)，但是Bio美美肤
(BioVivify)與鳳梨味特級活力麥
苗粉(BarleyLife Xtra Pineapple)
維持原價不變，而紅甜菜粉
(RediBeets)與紅蘿蔔素(Just
Carrots)的成本漲幅明顯，會調
漲1元。此外，艾美仍會持續為
會員付一半的標準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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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產品
聚焦產品

漂亮的
漂亮的指甲 Beautiful Nails

Bio 美美肤
美美肤

自從 Bio 美美
肤在加拿大上
市，我就一直
服用它，快吃
完第一瓶了。
我的指甲堅
硬、有光澤又
•透過藻紅素、L-脯氨酸(proline) 、
平滑，指尖是
甘氨酸(glycine)、L-離氨酸(L-lysine) 、
白色，看起來
生物素(biotin)與維生素 C 的力量，
好像我才剛做
幫助改善皮膚、頭髮與指甲的健康
好法式美甲。
•支援膠原蛋白的合成、皮膚保濕、
哇！讓我印象
光滑與彈性
深刻！
•增加角蛋白的產生並減少頭髮斷裂 June Poswiata
分叉
Royal Emerald
Director/
• 改善角質層並強化指甲

綠寶石董事
寶石董事
加拿大安大略省
Bracebridge

鎮

頭髮皮膚的改善令人讚歎
我最近開始服用第二瓶 Bio 美美肤。正如同健康生活雜誌(Living Well magazine)的
一篇見證，雖然在梳子上仍然看到不少的掉髮，我開始注意到我的頭髮獲得改善。無
論如何，持續服用 Bio 美美肤，讓我開始看到更多正面的改變。
更令人震驚的是，我脚上拇趾囊腫 (拇指外翻，bunion)長大片的繭開始出現清楚的
輪廓。服用 Bio 美美肤兩星期之後，我可以剪掉厚厚一層的繭，連續 3 個星期都是如
此。現在我的脚看起來幾乎像正常的皮膚，這是多麽令人喜悅的事情啊。不只如此，
它還確定了，我們的受造奇妙可畏；即使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們的身體癒合過程有快
慢優先順序。
見證分享者：
見證分享者：

2022 年度的 NutraIngredients-Asia
Awards 上， AstaReal® 藻紅素獲頒
藻紅素獲頒年度
獲頒年度
成份中認知功能 (cognitive function)的
的
獎項，
獎項，承認它
承認它許多健康好處
健康好處的其中
好處的其中
一 項。這個强力的抗氧化
這個强力的抗氧化 劑是
Bio 美美肤
美美肤的主要成
的主要成份。

美美肤
美美肤-60 顆素食膠囊
會員價$33.00,顧客價 $35.00
(加拿大
會員價$34.00,顧客價 $36.00)
Bio
6685E,
6689E,

見證不代表每個人都會獲得一樣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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