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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迫不及待地要吃活力麥苗粉
Barking for BarleyLife
我們 5 歲的狗舒爾茨
(Schultz)是邊境牧羊犬
(border collie) 和拉布拉
多犬(Labrador retriever)
的混血狗。這意味著，
他有拉布拉多犬的穩重
和邊境牧羊犬的聰明。
事實上，舒爾茨非常聰
明，他只花 6 個星期就
訓練好我們全家。
不幸的是，大約在 3 年前他有健康方面的
問題；像大部分的狗一樣，舒爾茨喜歡散
步，但是，他突然變得愛睡覺，而且該是出
門的時候，他會拖著屁股走路。獸醫診斷他
罹患鉤端螺旋體病(leptospirosis，一種由細菌
感染的疾病)，讓他的腎臟功能只剩下 30%。
舒爾茨在獸醫診所的加護病房住了 5 天才回
家。獸醫告訴我們，他只剩下 6 個月到 12 個
月的生命。
這個疾病通常會以抗生素治療。但是，我
們也用艾美紅甜菜粉
紅甜菜粉(RediBeets，1/8
茶匙的
紅甜菜粉
紅甜菜粉與水混勻)沖洗他的腎臟大約 3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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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每天早上，舒爾茨也會被餵食艾美活力
活力
麥苗粉(BarleyLife)，這個成為例行公事，以
麥苗粉
致於舒爾茨會吠叫迫不及待地要吃他的綠色
早餐。你知道的，邊境牧羊犬有點強迫症
(obsessive compulsive)，如果舒爾茨沒有吃
到他的活力麥苗粉，他會悶悶不樂像個不高
興的孩子一樣。雖然活力麥苗粉是他的所有
早餐，但是他會吃正常的午餐和晚餐。
這些艾美全食物濃縮
營養品大大改善了他的
健康；他的毛髮變得健
康有光澤，而且他不再
有口臭。最重要的是，
他的腎臟功能已獲得改
善。所以，舒爾茨的動
作不再遲緩了。~David Stade， 艾美董事 Director
，加拿大安大略省 Barrie 市
備註：見證效果因人而異。

艾美活力麥苗粉現在具有下列的認證：
現在具有下列的認證：
•素食(VEGAN)
•猶太食品(KOSHER)

•無麩質(GLUTEN-FREE)
•非基因改造(NON-G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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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美活力麥苗粉
含有許多豐富營養的原因

1．
．在大麥苗最嫩、營養最豐富時採收。
2．
．在夜晚天氣最冷時採收，因為此時大
麥苗會將最多的抗氧化劑送至幼苗部
位保護它。
3．
．在大麥幼苗被採收之後，先榨汁再製
成濃縮汁液粉末。這個過程是低溫快
速完成的，以保留存在有生命植物內
重要的酵素，並且也避免活力麥苗粉
氧化。
4．
．濃縮汁液粉末比較容易消化和獲得營
養，因為它們的營養素不會與纖維素
結合。
5．活力麥苗粉經過嚴謹的品質測試，確
保產品不含農藥、除草劑或殺菌劑。
見證：
見證：艾美活力麥苗粉裡的營養幫助我免
受纖維肌痛症(fibromyalgia)的疼痛，讓我有
體力，心智清晰，而且可以走遠路運動！
當沒有其它的東西可以提供幫助時，活力
麥苗粉裡的葉綠素幫助我嚴重感染的眼睛
減輕發炎的程度。我一整天每一個小時服
用 1 茶匙的麥苗粉，然後眼睛就沒發炎
了。~Darlene Vandermey，艾美董事 Director

艾美活力麥苗粉現在含有更多的葉綠素
第三者實驗室的測試已證實，每份 4 克的活力
麥苗粉現在提供 22.4 毫克的葉綠素(chlorophyll)，
比之前的測試增加了 3.4 毫克。這個結果部分是
因為先進的技術，以及艾美公司持續不斷改善近
乎完美的產品所致。

葉綠素保護身體免受幅射、致癌物與 DNA 的
損害，並幫助身體癒合傷口，改善排便問題，
而且具有抗發炎、抗氧化特性。葉綠素是艾美
活力麥苗粉裡最脆弱的營養素之一。透過測試
活力麥苗粉在製作過程期間和產品有效期內的
葉綠素含量，艾美確保每份活力麥苗粉至少含
有 22.4 毫克的葉綠素。

葉綠素最大的特色就是其分子結構與人體
的血紅素相似，唯一的差別就是在中心的
原子，一個是鎂離子、一個是鐵離子，而
血紅素是形成紅血球的主要因子，雙凹盤
狀的紅血球，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攜帶氧
氣…因此，多攝取富含葉綠素的深绿色蔬
菜，當鐵質充足時，葉綠素原子中心
「鎂」就會被「鐵」所取代，使得葉綠素
比其它營養素更容易轉化成體內的血紅
素，同時提高帶氧量。在歐美文獻中曾經
記錄葉綠素可以幫助癒合傷口，而日本的
文獻中也記載，葉綠素具有可幫助維持消
化道機能，改變細菌叢生態、使排便順
暢。~常春月刊
艾美活力麥苗粉是濃縮大麥苗汁液粉末的綠色
艾美活力麥苗粉
營養食品。事實上，1 瓶 360 克的活力麥苗粉含
有相當於超過 187 杯(或超過 12 磅)的綠葉蔬菜如
菠菜的營養。
見證：
見證：我將我活躍的生活與健康的身體歸功於
艾美活力麥苗粉。自 1997 年起，我就一直服用
它。我非常感恩，我沒有服用任何藥物，也沒
有疼痛問題，並且很高興，自己沒有住在老人
安養院或老人中心。我很興奮，自己 72 歲了還
能夠生龍活虎般地活著。
~Jan Baxter，艾美董事 AIM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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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麥苗粉與貓的結緣 BarleyLife and the Cat
見證分享：
見證分享：卡拉吉娜‧凱汀 (Klazina Ketting 艾美董事主席)
加拿大安大略省渥太華市(Ottawa， Ontario)
我丈夫亞特(Art)是因為一隻貓的緣故而加
入艾美成為會員。我是說真的！將綠色的
福氣帶到渥太華谷(Ottawa Valley)的是一
隻貓，貓的主人是一般會員；他服用現今
稱為艾美活力麥苗粉(AIM BarleyLife)的產
品，只作為他個人使用，而亞特親眼目睹
他寵物的健康獲得改善。
這隻貓患嚴重的關節炎，去貓砂盤上大小
便是牠唯一會走動的時間；除此以外，牠
只是隨便躺下來，無法跳到沙發或床上，
而且需要人抱牠到樓上去。在被餵食綠色
汁液粉末的幾個星期之內，這隻貓又恢復
了牠的本性。
當亞特看到這隻貓又跳到家具上到處走動
時，這真地讓他印象深刻。這不是安慰
劑，不是正面的建議，更不是意志力的力
量作用在這隻貓的身上。這是綠色大麥苗
粉的效果！
於是，亞特加入艾美成為貓主人的下線，
而且有一天帶這 6 瓶神奇的綠色粉末產品
回家。他已經見識到大麥苗改善健康的潛
力。在 2002 年時，我們晉升到董事主席
(Chairman’s Club Director)的頭銜，接著，
躋身成為百萬俱樂部(One Million Dollar
Club)的成員，這證明他對大麥事業賺取收
入的潛力的看法也是對的。
當我們開始艾美事業時，我是做護士工作
的。我手腕關節炎疼痛得很厲害，我甚至
因此無法再除草。當我開始服用活力麥苗
粉時，這一切都改變了。
在服用活力麥苗粉的第一個月期間，我可
以感覺我的關節痛減輕了，而且我的體力
增加了。同時，在我的月經來時常伴隨的
頭痛更常發生了。幸運的是，我在一門營
養課學到，這是排毒的症狀之一。因此，
我堅持服用活力麥苗粉。最後，我的關節
痛和頭痛都成為過去式了。
亞特和我開始推廣活力麥苗粉的健康好

處，我們無法相信，許多正面
的見證紛至沓來。我們倆個的
健康都不錯，而且體力非常充
沛，即使在很多天長時間在市集上或健康展示
會上向許多人介紹艾美產品之後也一樣。許多
顧客到現在還是我們的最好朋友。
那已經是 25 多前的往事了。亞特在 2009 年 7 月
時離世，他有個充實圓滿的人生；艾美改變了
我們的人生。我們感謝艾美老闆和員工許多年
來的支持。我大大地感謝我的團隊(上線、下線
與顧客)，謝謝他們相信艾美產品，並且以全食
物的方法補充營養。
最後要提的是，這隻貓活到 22 歲。
備註：
備註
：綜合報導指出，投入貓咪照顧長達 25
年、照顧過 5 萬多隻貓咪的日本貓專家南里秀子
表示，一般貓咪的平均壽命是 15 歲~自由時報
備註：本簡報刊登的所有見證效果因人而異。

見證：
見證：艾美董事主席(Chairman’s Club
Director) 瑪麗蓮‧舒菲特(Marilyn Shewfelt) 折
斷她左腿的脛骨(tibia)與腓骨(fibula)。X 光清
楚地顯示，她有一吋大多孔的骨頭(osteoporotic
bone)(很少的或沒有骨質密度)。「瑪麗蓮一從
醫院回到家，我們就開始讓瑪麗蓮每天服用 2
份的艾美保骨鈣(CalciAIM)。」她的丈夫，約
翰‧舒菲特醫生(Dr.John Shewfelt，艾美董事
主席暨整脊醫生)解釋著說。在 12 個星期之
後，當外科醫生檢查新照的
X 光片時，他以為那是別人
的片子。「不只骨折癒合得
很好，而且那兩個骨頭都沒
有骨質疏鬆症的跡象!」約
翰高興地大聲說。「我們
兩人每天都持續服用艾美
保骨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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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父親，
我們的父親，維克(Vic)
維克
在 7 年前被診斷罹患第四期攝護腺癌
(prostate cancer)。在診斷後不久，我的姐姐
蓋兒(Gayle)向他介紹艾美活力麥苗粉
(BarleyLife)與草本纖維素(Herbal
Fiberblend)，他忠實地服用他的產品，甚至
我們打電話给他時，他會說：「我要掛電話
了，因為服用活力麥苗粉的時間到了！」我
們很感恩擁有許多美好的旅遊經驗，而且期
待將來與我們的父親和艾美共渡更多美好的
時光。
~Shelley Carew，
， 專員 Preferred Member，
，
加拿大亞伯達省艾德蒙頓市(Edmondon, Alberta)
Gayle Hafner，
，督導 Group Builder
加拿大卑詩省素里市(Surrey British Columbia)

本簡報刊登的所有見證效果因人而異。

草本纖維素 Herbal Fiberblend
緩解便祕之苦 Provided Relief from Constipation
自 70 年代中期起，因為健康因素我踏
上追求健康的旅途，而那是向眾多教育
者學習的開始。當我改變飲食時，那個
特別的健康問題解決了；然而，再次地
在 1979 年時，我對硫磺藥物(sulfa drug)
產生嚴重的過敏反應，這更促使我要以
天然方法改善我的健康。我相信「預防
就是治療」…而不是藥物。(備註：自那
時起，我就不曾服用處方藥物。)

解，但是效果並不持久。
最後，在忠實地服用草本
纖維素大約 3 到 4 年之後，
終結了我長期的便祕問題。
然後，我聽從一位醫生朋友
的忠告，停止服用草本纖維
素作為實驗，令我驚訝的是，我的排便還
是正常。我現在服用艾美纖維健身粉(fit’n
fiber)來維持我的腸道健康。

在 1990 年代早期，我回應一則活力
麥苗粉(BarleyLife)的廣告因而加入艾美
成為會員。然後，我將艾美草本纖維素
(Herbal Fiberblend)加入我每日的營養補
充品。我知道，如果人體沒有排出廢
物，它會重新被吸收而
成為健康不佳的原因。
在服用艾美產品之前，
為了解決便祕，我已經
嘗試了許多方法，包括
大腸水療法(colonics)，
它有時候提供暫時的緩

我感謝泰瑞莎‧
‧舒馬克(Teresa
Schumacher)與冬妮‧
‧隆德(Toni Lund)；在
1997 年時，我參加他們的研習會，得知草
本纖維素的背景，以及保持乾淨結腸的好
處…還有更多的資訊。我也結識了一些艾
美朋友，直到今日我們還是朋友。草本纖
維素是我會推薦給那些面臨便祕問題的人
服用的第一選擇。

~Marlene M. Grauwels，
艾美董事 AIM Director
Fairchild， 威斯康辛州 Wiscon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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