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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A CENTRE
認可資深營養師
團隊及專家CHRA全面健康風險評估是您最佳的選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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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全面健康風險評估 (CHRA)?

是一項更明智的檢測模式

• 能預先評估身體的健康問題及風險程度，讓我們能及早
   預防疾病
• 亦能找出過去和現在的健康問題以及根源所在。

全面健康風險評估是運用分析儀透過大腦與身體器官之間的電
波掃描人體全身器官，能檢測出身體過去的舊患、現時的健康
問題和根源所在，以及未來潛在的健康風險程度。全面健康風
險分析儀屬於非侵入性檢測 ( 如：抽血、抽骨髓、抽淋巴等 )，
非電壓電流刺激，不接觸肌膚，免打顯影劑，對人體絕無創傷，
也無任何輻射傷害，免脫衣褲、免等待、免禁食。測試者不會
有任何不適感，更無任何副作用，比一般入侵性的檢測儀器更
安全更可靠。

*早期由蘇聯太空科技人員使用，
現只供認可的合資格人仕使用

創傷性 侵入性
輻射
傷害 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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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外線感應器 Infra-red sensor

科學家研發出「紅外線感應器」，能自動接收大腦電波的訊
息及傳輸到電腦資料庫作分析，既準確又直接

因為大腦是控制身體各部分的重要器官，所以接收大腦的訊
息去評估身體狀況是最準確

而且，紅外線是無侵入性、無副作用和無創傷性的

•

•

•

1.CHRA獨特的尖端科技

CHRA全面健康風  險評估的獨特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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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共振科技 Bio-resonance

•

•

•

•

根據「生物共振 (Bio-resonance)」的定義，每個健康的器官
和細胞都有特定的「健康頻率」

經紅外線感應器接收到的頻率如稍有偏差，則代表那個部位
正出現問題

而各種疾病、寄生蟲、細菌、病毒和重金屬都有特定的頻率
可供測度

經 CHRA 全面評估後，將測試者身上接收到的頻率數據與數
據庫的標準作對比，便可判斷出測試者的健康問題及根源所在

CHRA全面健康風  險評估的獨特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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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次性、全方位評估身體九組 系統共 120個或以上的器官及細胞

扁桃腺

胸腺

胸腺組織

甲狀腺

腎上腺

胰島素

黃體酮

血清素

紅血球蛋白

細胞能量

脾臟

免疫系統

脊柱右側脊柱左側

尾椎右側尾椎左側

左右腳髖關節

左右腳膝蓋關節

左右腳膝蓋關節前方 
左右腳大腿骨

左右腳小腿骨

盤骨

骨骼系統

身體氣場

胃內壁前後兩面

胃壁細胞組織

胃幽門壁

十二指腸內壁

十二指腸細胞組織

大腸、小腸、直腸壁

盲腸橫切面

腸內膜組織

膽及膽管

胰臟表面

胰臟細胞組織

胰島細胞

消化系統

右肺左肺

肺部組織

支氣管細胞

呼吸系統

•

• 

基本檢查可一次性評估身體九組系統共 120個或以上的器官及
細胞。
基本檢查以外，全面健康風險評估儀可以評估多達 762個器官
或細胞。整個消化系統到每一組染色體和遺傳基因也可以詳細
的評估它的健康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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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次性、全方位評估身體九組 系統共 120個或以上的器官及細胞

脊髓左右兩面神經線

整個背部的神經線

神經系統

輸卵管細胞

子宮正面

子宮橫切面

卵巢細胞

子宮內膜

前方 / 側面 / 左右乳腺

乳腺組織

前列腺

精囊、儲精囊

精子

輸精管、射精管

男女性生殖系統

心臟垂直切面

心臟橫切面

心臟表面血管

心臟背面血管

四塊心瓣

心臟電流

心臟肌肉組織

骨髓

紅血球、白血球、血小板

心臟血管；動脈

大動脈壁

動脈壁

微絲血管壁

腎血管

心血管循環系統

左右腎垂直切面

腎小球組織

尿道管

肝臟背面

肝臟細胞組織

肝臟切片剖析

排毒系統

大腦，小腦，腦幹

頭部正面/左右側

大腦表面血管

皮膚三層

指甲

全身肌肉

肌腱

幹細胞

男女性染色體

遺傳基因

左右眼球

左右眼底

左右耳朵

其他

全身淋巴組織

淋巴結

淋巴管

淋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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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HRA的準確度及仔細度高

比較例子 (1)︰電腦斷層掃描 vs CHRA 

健康風險評估準確度為 70-80%

比電腦斷層掃描、超聲波和磁力共振造影圖像分析更清楚易明

評估疾病根源如：細菌、病毒、寄生蟲或重金屬等

與同類設備相比，CHRA評估更為準確和實用

•

•

•

•

CHRA準確地指出發
病位置，而測試過程
無任何對身體有害
物質

前列腺癌骨性轉移

從 CHRA結果可見，
黑色點正是骨折的
位置，相反，電腦斷
層掃描的結果比較
難看出骨折的位置

腰椎體壓縮性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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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例子 (2)︰超聲波 vs CHRA

比較例子 (3)︰磁力共振造影 MRI vs CHRA

CHRA 結果清晰表明
血管正出現問題︐相
反超聲波結果比較難
看出問題

動脈粥樣硬化症

CHRA 指示出有問題
位置，而超聲波結果
就相對較模糊

右邊腎出現結石

CHRA 得出的結果準
確地指出發病位罝，
而測試過程無任何對
身體有害物質

神經纖維瘤

CHRA 結果清晰表明
下丘腦正出現問題。
相反磁力共振造影結
果比較難看得到出現
問題的範圍

下丘腦淋巴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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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沛瑜 Sabrina Chan
認可營養師

李沅翹 Shirley Li
認可營養師

由 HRA CENTRE認可資深營養師團隊及專家為您⋯

鍾靜兒 Jancy Chung
營運經理及

認可高級營養師

劉子晴 Joann Lau
認可營養師

簡志偉博士 Dr. Jawid Khan
專家

HRA健康風險評估中心的專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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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全面的解決方案

HRA 中心的專家或營養師會根據測試者的評估報告，對他們健
康上的風險狀況作出專業的分析，從而提供個人化和全面性的
解決方案，從「環保身體」的角度，包括 :飲食方式�生活習慣�
心理調整和功能營養等各方面提供專業的建議。

• 全方位功能及針對性營養

• 配合運用環保身體

• 適當的運動建議

• 體重控制計劃 (如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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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都有運動的習慣，但突然有一段時間突然經常感到疲累，就在 2014年 1月約見了簡
博士並使用全面健康風險中心的檢測服務，發現我體內許多器官 (例如：胰臟 )都積聚了重
金屬和寄生蟲影響著我的身體健康，因此我開始跟建議堅持使用中心的功能營養食品。在
2015年 4月約見了 HRA中心的高級營養師覆檢，發現我骨頭裡積聚的重金屬幾乎完全排走
了，而 CHRA檢測可令我更詳細地知道了自己其他的身體問題，並跟從營養師的建議在服
用產品和生活習慣方面都做出了一些調整，令身體狀況不斷改善，現在精神已經大有好轉，
皮膚沒有以前那麼容易出現敏感癥狀，在半年內也減少了 10磅多餘的脂肪。

另外我每隔兩個星期都會到中心約見營養師使用身體系統活能支援 (RES)服務，讓自己可以
跟進身體的健康狀況。2015年 5月左右我的額頭被蟲子叮咬後出現紅腫，去看醫生後只是
塗了一些藥膏來消除紅腫，其後做 RES發現身體內的白血球數目異常增多，經過仔細檢查
後才知道自己因蚊蟲叮咬而感染了萊姆病。營養師告訴我這個問題不可輕視，如果萊姆病
的細菌在體內不斷繁衍，可能會令身體出現嚴重的問題。當時根據營養師的建議增加了功
能營養食品的份量，大概五個月後白血球的數目回復了正常，身體也沒有出現異常情況。
真的很感恩因為使用中心的 RES服務使自己及早發現問題的存在並得以解決，否則看似小
事的蚊叮蟲咬就會成為健康的隱患。

我覺得 HRA中心的認可營養師很專業，能夠給予清晰的建議幫助我「環保身體」去改善健
康，而定期使用 RES也能不斷看到自己的健康進展。我會繼續堅持令自己的身體狀況越來
越好，因為身體健康才可以讓我擁有好的生活質素！

爸爸今年 83歲，兩年前發現腳痛，去看醫院做了檢查。幸好腳問題不大，但卻發現血小板
量過低 (40粒 )，比正常數值 (100粒至 160粒 )低出好多。家人非常擔心爸爸情況，因為若
持續再低（20粒）便會引致內出血及血流不止的現象，嚴重更可導致死亡。雖然爸爸跟醫
生建議做了骨髓檢驗，但檢驗找不到任何問題。有見及此，醫生建議替爸爸每星期打針改
善。但打針療程不單只不能令問題斷尾，而且每月在政府醫院的打針費用已高達兩萬元。

打針療程進行了一個月後，血小板慢慢回升至 60幾粒。之後醫生建議一個比較便宜的療程，
用藥物代替，但每月費用也要一萬六千元。可是吃完藥後血小板數值降回 50多粒，醫生再
建議爸爸增加藥的份量。直至服用藥物半年後，爸爸來 HRA健康風險評估中心作全面健康
風險評估，簡博士發現他的脊椎受感染（之前在醫院是檢查不出有問題的）及胰臟內有很
多重金屬和寄生蟲。簡博士建議他要服用重金清及清蟲素一年。所以爸爸一直服用產品及
藥物，為期用了半年。當再去醫院檢查的時候醫生驚訝地發現爸爸的血小板從向來的 50幾
粒回升到 116粒。除此以外，爸爸也發現現在刷牙已沒有流牙血的問題了。現時爸爸身體
可以逐漸減少藥物服食份量。我們對這個高端科技十分滿意，相比起外面其他的醫療科技，
CHRA全面風險評估比較實惠，可以更加準確地找出根源問題及提供全面解決方案。

評估經驗分享

姓名 : 曾昭杉  Tsang Chiu Pun
性別 : 男
職業 :退休教師

姓名：杜志鴻
性別：男
職業：市場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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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游嘉諾 Yau Ka Lok
性別︰男
職業︰助理測量師

姓名：鄧素媚 Tang So Mei
性別：女
職業：家庭主婦

我本身有受耳、鼻、喉，頭暈等健康問題困擾。嘗試過很多不同的醫院健康檢查例如：抽血
及磁力共振，但檢測結果都未能找出問題原因。而頭暈，耳鳴和耳水不平衡等問題仍然持續。

去年經姨媽介紹之下使用了 CHRA 評估服務。因為之前並未使用過同類型身體檢測， 對
CHRA評估只有抱著半信的態度。但用過 CHRA後及在營養師講解下，很驚訝的是 CHRA
細至連病菌，大小毛病都能夠找到，亦能找到其他健康檢查未能找到的健康問題，例如
CHRA能幫我清楚找到令我耳嗚的病菌。

評估的過程很舒適，沒有特別感覺，我只需要帶著耳機，跟著營養師的指示，就能完成了整
個評估了。整個評估服務很專業，檢測結果可以即時知道，除了省去等待報告的時間，亦免
去自己對檢查結果的擔憂。而且完成評估的第二日，整個人感到特別精神！還有，我也跟從
營養師建議使用功能營養及身體系統活能支援幫助我改善身體健康問題，耳鼻喉的問題都感
到有明顯改善。所以將來我自己會再使用 CHRA 的評估服務來注意自己的身體健康狀況。
如果朋友有健康問題我都會建議他們使用這項評估服務。

經朋友介紹下在 2015年 2月開始使用 HRA健康風險評估中心的檢測服務，包括心臟血管風
險評估、精準身體組成評估、心肺及血氧初步評估及全面健康風險評估。檢測前，自覺整個
人的身體狀況到達了一個極限的狀態，甚至連行樓梯都會容易喘氣和心跳加速，身體亦處於
3高—高血壓、高血糖及高膽固醇狀態。醫生發現我有心律不正問題，並且指出我的健康狀
況沒有什麼方法可處理，更說「只能等猝死」。完成 CHRA中心的所有檢測後，覺得 CHRA
跟其他主流醫療檢測非常不同，CHRA 能找出影響我健康的問題根源所在，例如能找出哪種
重金屬和寄生蟲積聚在身體裡，及也能找出我身體特別需要補充的營養素，再針對問題給予
我個人的「全面解決方案」!

另外每月都會定時約見營養師使用身體系統活能支援 (RES)，RES可以讓自己跟進身體的進
步程度。現在身體狀況改善樂觀，RES由開始的每星期兩次改為每星期一次。跟從簡博士及
營養師給予的建議「環保身體」及使用了功能營養食品後，感覺自己身體健康狀況漸漸進步，
血糖指數可以保持平穩水平，容易喘氣和心跳加速的情況大有改善，現在行山都沒有問題！
回想剛剛開始時改善生活習慣及要定時餐前餐後食用功能營養食品，感覺的確不容易實行，
但為了自己的健康而繼續堅持，我覺得是非常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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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A健康風險評估中心的評估服務簡介

創傷性 侵入性
輻射
傷害 副作用

評估價目︰ HK$600

BCA精準身體組成評估

Precision Body Composition Assessment
精準身體組成評估服務只需半分鐘便能知道
身體內具體而細緻的數據，包括 : 身體成份
及脂肪分析、內臟脂肪面積、腰臀比例及身
高及體重指標 (BMI) 、浮腫指數、骨骼肌的
重量、正常值範圍、身體的基礎代謝率。一
次性提供多項身體指標，告訴你現時的健康
狀況。

認可營養師評估價目︰ HK$8,480
認可高級營養師評估價目︰ HK$8,980
專 家 評 估 價 目 ︰ HK$12,980

全面健康風險評估是透過運用
大腦和器官之間的電波掃描全
身器官，馬上檢測出身體現時
的健康狀況、過去的舊患、以
及未來潛在的健康風險。此服
務屬非創傷性和非侵入性的檢
測，運用生物共振科技一次
性、全方位深入分析身體九個
系統。

CHRA全面健康風險評估

Comprehensive Health Risk Assessment



P.15

心臟血管風險評估服務可在３分鐘內，利用手
指的脈搏訊號，計算出血管老化或硬化程度，
分析測試者的心跳變異率以評估自主神經的活
躍性、平衡度、壓力水平等。有助客人更瞭解
因自主神經系統失調所引起的疾病的風險指數。

CRA心臟血管風險評估

Cardiovascular Risk Assessment 

評估價目︰HK$750

身體系統活能支援服務是運用全
面健康風險分析儀發放正面的頻
率以中和細胞的負能量、幫助調
整細胞異變情況以平衡當時的身
體健康狀況。此科技是一個簡單
而有效活化細胞的支援，能提升
身體在吸收及運用功能營養和身
體的自癒能力︐並適合任何年齡
人士使用。

RES身體系統活能支援

Rejuvenative Energy Support

價目︰ HK$11000 (10次 ) 

健康風險評估中心選用了四款重要的測試指
標，包括：血壓指數、身高及體重指標、呼
氣流量測試及血液含氧量測試，致力為測試
者提供基本及快捷的評估。

血壓指數、身高體重指標、呼氣
流量測試及血液含氧量測試

Blood Pressure Index, Body Mass Index, Expiratory 
Flow Check, Blood–Oxygen level Check

評估價目︰ HK$150

PIRES 個人化深層身體系統活能支援 
專家價目︰ $25,000 (8小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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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前應避免劇烈運動或體能活動，以確保結果不受影響

評估前2-3小時請勿進食。如需飯後分析，請在2-3小時後進行

請事先說明身體現在或曾經出現以下情況：懷孕、裝有金屬假體、

裝有心臟起搏器或有服食任何藥物

身體內植入金屬物體者或有機會影響電流阻抗的準確測量

評估前請卸下所有與皮膚有接觸的金屬物件如：戒指、頸鏈或耳環

建議測試者在評估前一天晚上有充分的睡眠和休息

評估前請先上洗手間，因為體內排泄物會影響測試的準確度

評估期間請保持心情平靜，以確保大腦接收正確的能量

測試者於評估期間盡可能避免接近任何電子產品，避免電波受到影響

以上事項均會影響分析讀數的精準度，為提供最佳服務，請盡量配合

CHRA使用前的必須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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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約及查詢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五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除外)    下午12:00 – 6:00
      熱線電話: (852) 3462 6633

本評估只供作身體健康風險分析之用途，如有需要，本中心歡迎測試者向

其他註冊醫護人員對身體健康情況作更深入診斷。

澳門服務中心
地址：澳門南灣大馬路429號南灣商業中心13樓06室
聯絡電話 ：(853) 2855 0026

香港旗艦中心
地址：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號星光行1534室
熱線電話：(852) 3462 6633

合作機構︰NU LIFE INTERNATIONAL (ASIA) LIMI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