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7



3-8

 9-12

13-15

16-18

19-20

20

21



ACI成為第一間獲得 The International Accreditation Service (IAS) 
accreditation（美國）認可的認證機構; 為公司頒發ISO 22000，ISO 
27001，ISO 13485，ISO 41001，ISO 55001認證

國際認可認證有限公司（ACI）很高興
地宣布已獲得 The International 
Accreditation Service (IAS) 
accredi tat ion（美國）頒發的ISO 
22000食品安全管理系統（FSMS）、
ISO 27001信息安全管理系統（ISMS）
、ISO 13485醫療設備認可證書–質量
管理系統（MDMS）、ISO 41001設施
管理-管理系統（FMMS）和ISO 55001
資產管理系統（AMS）認證。

任何組織想獲得有關IAS認證證書的更多信息，可以透過acics2@aci-limited.com或
（o）39778988與我們的客戶服務部門聯繫，或到訪網站：www.aci-limited.com

The International Accreditation Service (IAS)是一家
非營利性組織，於美國成立，自1975年以來一直提供
認證服務。IAS為廣泛的公司和組織認證，包括政府機
構，商業企業和專業組織。 IAS是建築安全的領袖-國
際規範委員會（ICC）的子公司。 ICC是製定《國際建
築規範》的專業組織，是具有政府和工業成員的公共
機構。

ACI是領先的檢驗、驗證、評估、認證和培訓公司。我們提供廣泛的服務，包括差距評估、專
業和策略性培訓課程、事前審核、研究和調查等，以幫助組織進行結構化協助，以及確保其系
統和操作符合政府及機構制定的標準要求。我們的服務涵蓋農業和食品、化學、建築、消費品
和零售、能源、金融、工業製造、生命科學、物流、石油和天然氣、公共部門和運輸等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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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 已獲得 The International Accreditation Service (IAS) 
accreditation (U.S.A.) 認證為公司認證 ISO 22000 食品安全管理體
系並獲得 IAF MLA認可

國際認可認證有限公司（ACI）高興
地宣布 - The International 
Accreditation Service (IAS)授予了
頒發ISO 22000食品安全管理體系（
FSMS）認可證書，並獲得了IAF 
MLA的認可。

食品安全一直是我們社會中一個關注的問題，所有食
品供應商和食品工廠都需要提高在社會中的認可。因
此，ISO 22000 FSMS提供了一個有效地管理組織的
食品安全職責框架，以確保客戶的信任。

ACI可以通過FSMS認證來幫助證明你的組織所做出的努力。我們的專家還可以進行差距評估
，並為您的組織提供結構化的幫助。

在食物鏈中的組織如想了解有關受IAS認可的ISO 22000 FSMS認證的更多信息，可以通過
acics2@aci-limited.com或致電39778988與我們的客戶服務部門聯繫，或到訪我們的網站：
www.aci-limit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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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 已獲得 The International Accreditation Service (IAS) 
accreditation (U.S.A.) 認證為公司認證 ISO 27001 資訊安全管理
標準並獲得 IAF MLA 認可

國際認可認證有限公司（ACI）高興地宣
布 - The International Accreditation 
Service (IAS)授予了頒發ISO 27001資訊安
全管理標準（ISMS）認可證書，並獲得了
IAF MLA的認可。

今時今日，在資訊技術發展迅速的時代，許
多工作流程都可以通過互聯網處理，甚至為
企業機構帶來更方便。但另一方面，保護資
訊安全變得更為重要。 ISO 27001 ISMS是一
個國際標準，它規定了保護資訊安全系統免
受未授權或第三方的登入。

ACI能透過ISMS認證來幫助你的機構確保敏感資訊和機密數據的安全和保障，我們的專家還可
以進行差距評估並為您的組織提供結構化幫助。

任何管理敏感資訊的公司和受託公司資訊的機構想了解有關IAS認可的ISO 27001 ISMS認證的
更多信息，可以通過acics2@aci-limited.com或致電39778988與我們的客戶服務部門聯繫，
或訪問網站：www.aci -limit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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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 成為第一個獲得 The International Accreditation Service (IAS) 
accreditation (U.S.A.) 認證的機構為公司認證 ISO 41001 設施管理–
管理體系

國際認可認證有限公司（ACI）高
興地宣布成為第一家認證機構獲得
The International Accreditation 
Service (IAS) 授予頒ISO 41001設施
管理–管理系統（FMMS）認可證
書的。

設施管理是一個發展迅速的行業。在全球競爭的環境
中，機構需要透過共同的原則，概念和團隊進行相互
溝通。 ISO 41001 FMMS的好處是能為員工提供生產
力，安全性，有效率，有效性，並為所有類型的設施
行業中的機構建立一個通用的平台。

ACI可以透過FMMS認證來幫助及證明你的機構所做的努力，我們的專家也可以進行差距評估
，並為您的機構提供結構化的幫助。

任何機構想獲得有關IAS認可的ISO 41001 FMMS認證的更多信息，可以通過
acics2@aci-limited.com或致電39778988與我們的客戶服務部門聯繫，或訪問網站：
www.aci-limit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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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 已獲得 The International Accreditation Service (IAS) 
accreditation (U.S.A.) 認證為公司認證 ISO 13485 醫療器材品質管理
系統標準並獲得IAF MLA 認可

國際認可認證有限公司（ACI）高興
地宣布 - The International 
Accreditation Service (IAS)授予了
頒發ISO 13485醫療器材品質管理系
統標準（MDMS）認可證書，並獲
得了IAF MLA的認可。 

ISO 13485為機構的質量管理體系提供了要求，以提
高醫療設備的質量。這國際標準使機構能夠提供使客
戶滿足及符合法律要求的醫療設備。它適用於所有醫
療設備的製造商和提供商，組件製造商，合同服務提
供商和醫療設備的分銷商。

ACI可以透過MDMS認證來幫助及證明你的機構所做的努力，我們的專家也可以進行差距評估
，並為您的機構提供結構化的幫助。

任何機構想獲得有關IAS認可的ISO 13485 MDMS認證的更多信息，可以通過
acics2@aci-limited.com或致電39778988與我們的客戶服務部門聯繫，或訪問網站：
www.aci-limit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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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認可認證有限公司（ACI）高興
地宣布成為第一家認證機構獲得The 
International Accreditation Service 
(IAS) 授予頒ISO 51001資產管理體
系（AMS）認可證書的。

ACI 成為第一個獲得 The International Accreditation Service 
(IAS) accreditation (U.S.A.) 認證的機構為公司認證 ISO 55001 
資產管理體系

在商業社會中，資產總是代表物業，資本，資金和資
源。在當今世界中復雜多變的金融市場中，ISO 
55001 AMS認證對於為企業擁有精簡運營的能力和良
好的企業聲譽至為重要。它可以應用於所有類型的公
司結構以及所有類型的資產。

ACI可以透過AMS認證來幫助及證明你的機構所做的努力，我們的專家也可以進行差距評估，
並為您的機構提供結構化的幫助。

任何機構想獲得有關IAS認可的 ISO 55001 AMS 認證的更多信息，可以通過
acics2@aci-limited.com或致電39778988與我們的客戶服務部門聯繫，或訪問網站：
www.aci-limit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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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電子商務迅速發展，喚起了香港對優質倉庫的強烈需求。位於香港國際機
場（HKIA）的青鷸高端物流中心為滿足市場的需求而正進行建造。香港青鷸投
資管理有限公司（阿里巴巴集團的子公司）聘請ACI作為安全檢查顧問，進行主
要工程的安全檢查，以確保這宏偉的建設項目的整個過程。

這座佔地12層的物流中心計劃於
2023年開始運營，佔地約5.3公頃，
總建築面積估計為380,000平方米，
將成為香港第三大倉庫，為快速發展
的全球電子倉庫提供服務。提供存儲
和加工設施的商業服務。這與香港國
際機場的貨運發展策略吻合，以抓住
因跨境電子商務和相關業務增加，以
及相關的物流業務增長，而帶來的機
遇。

作為這主計劃的一部分，ACI作為安
全檢查顧問，以確保過程符合所需的
安全標準。 ACI將在合同期內提供專
業且經驗豐富的安全檢查，並在每次
檢查後將結果提交到《現場安全管理
檢查報告》中。在安全管理檢查期間
，ACI的團隊將嚴格檢查和評估程序
、標準、安全性和文件要求，以確保
遵守施工規範和香港法規。該質量檢
查將由ACI進行，直到物流中心開始
運營。

國際認可認證有限公司(ACI) 被任命為
香港國際機場青鷸高端物流中心
項目的安全檢查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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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健康與安全評估、調查、風險管理和培訓服務

1. 立法安全審核 & 安全查核

根據《工廠和工業經營（安全管理）條例》的立法規定
，業主或承包商應任命一名註冊安全審核員，根據適用
的工業經營進行安全審核，或由一名註冊安全審核員對
於小型設置進行安全審核。審查/審核應每年或半年進行
一次。
 
結果是，可以在事件發生之前採取補救措施。該審核/審
查將標出工作場所有關健康與安全的所有正面和負面方
面。工作環境包括辦公室，酒店，倉庫，工廠，學校等
。我們可以確保客戶符合法例規定。

2. 現場安全評估服務

我們擁有一支由專業人員/評估員組成的完全符合標準的
團隊，可為你提供有關職業健康與安全的問題與政策的
各方面的專業意見。我們的團隊包括特許工程師，風險
評估師，質量，環境，職業健康與安全審核員，註冊安
全審核員，註冊安全官。

我們的團隊成員具有專業知識，能夠在現場進行安全審
核，我們可以與客戶/建築師/承包商的代理人一起合作，
以識別潛在的危險；就開發工作中出現的潛在危害；提
供建議提出控制風險的建議；觀察承包商在降低風險而
運營的安全等級，避免危險和預防事故而採取的安全水
平的有效性；為我們的安全評估服務中的糾正上提供專
業指導。

3. 風險評估/管理

作為雇主，總承包商或工作場所的負責人，應確保工作場
所的健康和安全。我們的風險評估員能夠識別，評估和報
告任何與風險相關的問題；進行風險評估並準備報告，以
幫助你履行工作場所的健康和安全義務。風險評估報告會
向你表明如何識別工作場所中的危害以及如何管理與這些
危害相關的風險。

 
4. 意外事故預防/調查

我們的專家能從工程學，運籌學，系統分析和相關功能
為意外事故調查。我們獲取，管理和分析事故相關數據
；評估並進行安全分析和風險評估。意外事故調查能大
大地降低法律成本和訴訟索賠，並可以為組織製定預防
事故的控制措施。
 

5. 專家證人

我們的安全專家在職業安全與健康，勞工賠償保險，職業
健康與安全合規，房地責任和發生事故等方面具有專家證
人的專業性。我們可以準備意外調查和分析報告，證詞和
文件，照片或錄像，審訊問題協助，如宣誓供詞證詞，聽
證會審判。

 

 
6. 職業安全培訓計劃

我們可以定制其任何培訓課程，以滿足你組織的需求。
透過為你的員工量身定制培訓，使他們可以完全理解課
程內容，並能夠將他們在實際情況中實際學到的知識運
用到自己的工作中。讓我們將他們的經驗轉化為貴公司
的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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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環境審查，環境監測和審核（EM＆A）和環境影響評估（EIA）

環境健康評估，調查，風險管理和培訓服務

環境影響評估（EIA）的目的是檢閱和評估實施發展項目
對環境造成的影響。所有項目商都應承擔環境保護的責
任，進行有效的環境監測和審核（EM＆A），以確保項
目的最佳環境效益，以及在所有相關項目的階段都能充
分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的要求，例如設計，建造，運營和
完工。

環境監測和審核是一種指令，用於監督項目開發的環境
績效，並提供一個框架，以識別和遏制潛在的不利影響
，並採取適當的措施加以改善。

ACI擁有一支符合資格的團隊，可以提供有關環境服務的
專業服務

2. 綠色建築和可持續發展評估，包括綠建環評(BEAM Plus)認證，綠建環評建造管理和LEED認證

《香港建築環境評估法》（HK-BEAM）為樓宇使用者提供了
一個單一性能標籤，以表現出建築物的整體質素。無論是住
宅用途，商業用途，工業用途還是其他類型，新建築物或現
有建築物，環境評估都可以應用於單幢建築物到大型發展。

 

建築物的評級包含七大主要範疇的表現：

綜合設計與建造管理
可持續地塊發展
能源使用
用水
健康與安舒
創新
用材及廢物管理
 

參與綠建環評新建建築評估的好處：

改善室內環境質素，令用家身心更健康，工作效率提升；
減少對周遭環境的污染；
向市場推廣具能源效益的樓宇、系統和設備，包括可再生能
源的發展；
減少浪費食水、熱帶木材等日趨緊張的資源

能源與環境先導設計（LEED）也是廣泛使用的綠色建築評級
系統，它為更健康，更有效率和節省成本的綠色建築提供了框
架。

LEED的目的是：

幫助樓宇使用者達到其ESG目標；
降低運營成本
增加資產價值；和
確保生產力，安舒及健康等
 

ACI在須要的施工現場為BEAM和LEED認證過程提供檢查，報
告和專業知識。

3. 室內環境質量與建築環境評估

人們通常將70％的時間花在室內，並且建築物越來越緊密，
室內環境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室內環境質量（IEQ）是一項
性能指標，用於顯示健康優質的居住環境的有效性。例如噪音
，照明質素和空氣質素對使用者的影響等因素是室內環境質量
的主要因素。

 

ACI室內環境質量團隊可以進行工作環境檢查，以確保健康並
提高我們組織的生產力。

 

更好的室內環境質量可以改善建築物居住者的健康。它還可以
減少員工的不滿並提高生產力。

 

4. 室內空氣質素（IAQ）評估

自從人類開始建造庇護所以保護自己免受自然環境的侵害以
來，就一直存在有關室內空氣質素欠佳的問題。越來越多的
科學證據表示，不少健康問題和不滿與室內空氣質素欠佳有
關。

 

影響室內空氣質量的因素：

溫度
空氣流動
空中傳播的
燃燒氣體
 

為了關注室內空氣質素的重要性和建立室內空氣質素認證計
劃，ACI提供了室內空氣質素的評估服務。我們提供詳細教授
和現場檢查，以調查和檢測場所的空氣質素。ACI有責任整合
和分析室內空氣質素室的測量結果，並提供緩解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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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能源和碳排放審計

 
為了履行社會責任和追求卓越的環境，ACI根據機電工程署
《建築節能條例》第610章下的 “建築能耗審核實踐準則”
，對各種場所進行能源審核，以審查能源消耗，運營成本和
相關的能源管理機會。

此外，碳審計服務可以通過桌面分析以及我們的審核員現場
教授及檢查來進行。審核工作將參照機電工程署及環保署在
香港發布的《建築物（商業，住宅或公共用途）溫室氣體排
放和清除的會計核算和報告指南》進行。

6. 海洋環境服務與諮詢

隨著海事行業在世界各地的主要港口受到越來越多的監管
和運營，我們都有責任保護海洋環境

 

ACI擁有完全符合資格的顧問團隊，就海洋環境服務的各
個方面提供專家意見。

7. 結構設計，噪聲控制設計

噪音屏障的主要功能是作屏蔽接收器，以免受道路交通產
生的噪音的影響。在隔音屏障的詳細設計中需要考慮許多
因素，例如位置，尺寸，類型和形狀，這些因素是在法定
環境影響評估（EIA）研究或其他非法定噪音影響評估（
NIA）研究中確定和定義的）出來。

 

ACI擁有符合資格的專家團隊，可就噪聲控制服務的各個
方面提供專業建議。

8. 屋宇裝備噪聲與振動的控制與測量

 
我們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法規第400章–噪聲控制條
例中第10和13節以及TM中的法定程序提供噪聲測量服務
，以評估除住宅，公共場所或建築現場以外的其他場所產
生的噪音。由我們的專業技術人員監督安裝過程作並出建
糾正措施，及進行調試測試，以確保達到設計意圖。

9. 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EIAO）進行交通噪音測量

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道路項目或改善工作是需要《環
境許可證》。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為環境保護及發展之間
取得平衡提供了重要平台。

 

它提供了一個系統及清晰和透明的框架，用作評估發展項目
對環境的影響以及實施有效的預防和緩解措施。

 

ACI與我們的專家一起提供專業的服務和交通噪音測量報告。

10. 與各實驗室的合作

 
ACI與實驗室合作提供環境測試，並針對建築場地，建築物
和室內環境的環境質量提供專業建議。 我們致力於為我們的
客戶在各個範疇提供高質量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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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標準化組織（ISO）每年會對全球ISO管理系統標準的有效證書數量進行一次調查。這調查會
顯示每個國家有效的ISO管理標準認證數量。 ISO調查會統計由IAF MLA會員認可的認證機構頒發
的證書。

下圖表是根據調查顯示了每個標準有效證書的數量和工作場的數量。有關每個標準的詳細結果，
請到訪ISO網站。

總體結果顯示，自2018年以
來，該標準涵蓋的12個ISO管
理系統標準的有效證書數量
增加了3.8％。所有標準的認
證數量都在增加，排名前兩
位的ISO 9001認證增長了0.5
％，ISO 14001的認證增長了
2 ％ 。 （ 資 料 來 自
www.iso.org）

有關每個標準，證書數量和
工作場數量彼此相鄰顯示，
以更全面地了解情況。證書
是客戶證明符合標准後由認
證機構簽發的文件，“工作
場”是組織展開工作或提供
服務的永久位置。

ACI極力鼓勵組織獲得認證，
以證明他們提供優質服務和持
續改善承諾。可與我們的客戶
服 務 部 門 聯 絡
acics2@aci-limited.com或（
o）39778988，為您的組織
找到合適的認證，我們的團隊
將很樂意為您提供幫助並討論
可以使您的組織受益的合適認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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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管理體系標准證書調查– 2019



ACI
Tel: 3977 8988 
Fax: 2806 1940 
enquiry@aci-
limited.com
www.aci-limited.com

ISO 13485 ISO 
13485

ISO 13485

:

ISO 13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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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
Tel: 3977 8988 
Fax: 2806 1940 
enquiry@aci-
limited.com
www.aci-limited.com

ISO 19650
BIM

ISO 19650

:

(BIM)

ISO 19650-1:2018 
ISO 19650-2:2018

ISO 19650-3:2020
ISO/CD 19650-4
ISO 19650-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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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 provides “ETHICAL LEADERSHIP PROGRAMME” 
for ISO26000 and ESG Champions

Accelerated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ESG are coming to the fore for businesses thriving to create success 
based on sustainable principles for a new global market.   In order to create business and social impacts, 
organisations are to identify, engage and equip stakeholders with critical mindset and skills so that they may 
become champions to drive a new set of values and bring them to life.

The “Ethical Leadership Programme” is an online executive programme brought to you through the 
collaboration of ACI, GROWDynamics, Edinburgh Business School and Panmure House, the home of the 
father of modern economics Adam Smith.  Bepoke, credit-bearing and CPD accredited, this �rst-of-its-kind 
programme addresses the keys to integrate ESG into business through alignment of vision and people.  
Building on the case of Adam Smith’s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this programme inspires and empowers 
stakeholders to model and communicate ethics with a suite of leadership skills that drive best-in-class 
practice in its ESG value chain.

This programme is important for organisational ESG 
champions including management and identi�ed ISO26000 
and/or ESG stakeholders.  It goes beyond the ESG reporting 
framework and addresses key elements to drive e�ective 
ESG practice, including vision, teamwork and 
communication.  In this training, we will equip you with 
mindset and skills to navigate cultural di�erences in 
multi-cultural settings to drive team performances, 
articulate the 4Ps (purpose, plant, people and principles) in 
your ESG communication and use Adam Smith case study to 
develop a suite of leadership tools to integrate your ESG 
value in business practice.

This programme is conducted live-online with small class size.   It is highly interactive based 
on carefully curated multi-media materials to share perspectives and stimulate vibrant 
discussion.  The teaching team is a mix of industry and academic leaders from Hong Kong 
and Edinburgh to enable overarching concept to be put into practice in a multi-national 
environment.  

SR 2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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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 provides “ETHICAL LEADERSHIP PROGRAMME” 
for ISO26000 and ESG Champions

Media literacy from stratetically curated content, ranging 
from book extracts, journal articles, videos, news and case 
studies; critical questioning and lively discussion as 
scalfolding of critical thinking and articulation of thought 
process
Live-online; fully interactive with group work and breakout 
sessions 
Class size:  6 to 10 pax (excluding facilitators)

Management and selected ISO26000 and/or ESG stakehold-
ers to be organisational ESG champions

Who Should Attend?

Equip and align stakeholders
Encourage and constitute ethical behaviour,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Optimise ESG performance

Objective

Course Content
ISO26000 and ESG framework overview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collaboration
Crafting a voice for the 4Ps:  Purpose, Plant, People and 
Principles
Finding ethical leadership in Adam Smith for the ESG 
world

Module 0  (English supplemented by Cantonese or Mandarin, as 
required)

Module 1  (English supplemented by Cantonese or Mandarin, as 
required)

Module 2  (English supplemented by Cantonese or Mandarin, as 
required)

Module 3  (English)

PEDAGOGY & DELIVERY
Media literacy from stratetically curated content, ranging 
from book extracts, journal articles, videos, news and case 
studies; critical questioning and lively discussion as 
scalfolding of critical thinking and articulation of thought 
process
Live-online; fully interactive with group work and 
breakout sessions 
Class size:  6 to 10 pax (excluding facilitators)

PROGRAMME FEES:  HK$27,900
Module 1:  HK$  5,800
Module 2:  HK$  5,800  
Module 3:  HK$16,300

OPTIONAL AWARDS:
Optional:  pass the examination to earn 20 credits toward a 
postgraduate quali�cation awarded by EBS
Optional:  two more courses fo a postgraduate certi�cation 
in management awarded by EBS
Optional:  three further courses for a postgraduate diploma 
in management awarded by EBS
Optional:  a �nal three modules for an MBA degree awarded 
by EBS

Certi�cate of Attendance for Module 1 and Module 2, 
respectively, awarded by ACI and GROWDynamics
Certi�cate of Completion with digital batch for credential 
upon completion of Module 1, 2 & 3, awarded by ACI, 
GROWDynamics and Edinburgh Business School and 200 
CPD hours awarded by Edinburgh Business School

ASSESSMENTS AND AWARDS Additional community investment opportunity:  We welcome 
corporates and executives to support our youth programme as a 
community project through sponsorship and speaking 
engagement.

Class introdcution and demonstration of online classroom 
tools 
ISO26000 and ESG framework overview and required learning 
disposition

A look at inter-cultural disposition in a diverse organisation 
and marketplace
Cultural relativism and universalism for integrated 
management and collaboration

Balance of 4Ps and alignment of interest, vision and 
accountability
Articulate trade-o�s and opportunities in one’s sphere of 
in�uence

Four major theories of leadership
Critical areas to ESG compliance including ethics and Smith’s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Di�erences in leading individuals and leading teams along 
with the provision of a range of leadership tools

http://aci-limited.com/en/training/details/221/
Course Code:  EL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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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ies  Course Code Training Hours 
  

ISO 13485:2016 Medical 
Devices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ISO 13485:2016 Medical Devices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 Overview  

TMD2 8 

ISO 13485:2016 Medical Devices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 Internal Auditor  

TMD4 16 

  
  

SO/IEC 
17025:2017 Laboratory 
Management System 

  
  

ISO/IEC 17025:2017 Laboratory Management System 
- Foundation Training  

TLM1 8 

ISO/IEC 17025:2017 Laboratory Management System 
- Implementation & Documentation Training  

TLM3 8 

ISO/IEC 17025:2017 Laboratory Management System - 
Internal Auditor Training  

TLM4 8 

Laboratory Management System ISO/IEC Guide 98-
3:2008 Overview of Uncertainty in Measurement 
Training  

TLM5 14 

ISO 50001:2018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ISO 50001:2018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  Internal Auditor Training  

TNEn4 14 

ISO 22000:2018 Food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ISO 22000:2018 Food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  Internal Auditor Training  

TNF4 6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 
 
  

Introduction of BIM for Project Leader and Project 
Manager  

BIM1 6 

BIM Modelling Practical Course - Basic Level  BIM2 12 

BIM Practitioner (MEP) Training Course - Intermediate 
Level  

BIM3 12 

BIM Practitioner (Arch & Struct) Training Course - 
Intermediate Level  

BIM4 12 

  
ISO 41001:2018 Facility Management (FM) 
Management System -  Effective Application  

TFM2 8 

8 

14 

ISO 41001:2018 
Facility Management (FM) 

Management System 

ISO 41001:2018 Facility Management (FM) 
Management System - Implementation 

ISO 41001:2018 Facility Management (FM) 
Management System - Internal Auditor Training

& Documentation Training

國際認可認證有限公司（ACI）是再工業化及科
技培訓計劃（RTTP）認可的註冊培訓機構之一

再工業化及科技培訓計劃（RTTP）是香港特區政府於2018年8月根據技術人才計劃發起的一項資助
計劃。 其目的是在2（政府）：1（企業）匹配的基礎上補貼本地公司，以對員工進行先進技術培訓
，尤其是與「工業4.0」相關的技術。 該計劃下的課程須未在香港廣泛使用，因此有助於香港的經
濟增長。

ACI很高興地宣布，我們是RTTP認可的註冊培訓機構之一。 這使符合條件的公司可以申請RTTP資金
，從而可以為參加上述RTTP計劃下我們預先批准的任何培訓課程的每位員工報銷最多2/3的課程費
用。 從2020年3月30日開始，公司甚至可以在完成培訓課程之前申請預先支付已批准的培訓補助金
的部分款項。

ACI致力於不時提供相關且有用的培訓，以協助行業，組織甚至個人持續發展和成長。 要了解有關
RTTP預先批准的培訓課程的更多信息，請聯繫我們的客戶服務部門或訪問我們的網站：
www.aci-limt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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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TP預先
批准培訓課程，

符合條件的公司可以
申請RTTP資金，每位員工
最多獲得2/3的
課程費用資

助

實驗室管理系統  食物安全管理系統 建築資訊模型

醫療器械質量管理系統

職業安全健康體系

設施管理̶管理體系

能源管理體系



認證國際認證有限公司（ACI）最近向展翅生產廠有限公司頒發了具有國際認證服務（IAS）認證（美
國）的ISO 13485：2016醫療器械質量管理證書，而展翅生產廠有限公司是從事醫療口罩的製造。

如果想得到更多有關 ISO 13485:2016 的資訊及其好處，可與我們的客戶服務部門聯絡
acics2@aci-limited.com或遊覽我們的網站www.aci-limited.com。

ACI致力鼓勵活躍於醫療設備方面的機構獲得
此認證，以證明其對設備質量的承諾，同時滿
足法規要求。

ISO 13485：2016醫療器械管理系統旨在通過
確保製造商在生產過程管理方面達到國際標準
，從而幫助其本地製造商展示其對產品質量的
承諾，從而提供合規的產品來保護公民的健康
和支持社區與這種流行病作鬥爭。

國際認可認證有限公司（ACI）近日獲得由國際認可認證有
限公司（ACI） 頒發的食物安全重點控制（HACCP）證書。
天水圍醫院是新界西聯網轄下的第五間醫院，由2017年初
開始分階段提供服務。天水圍醫院為天水圍的主要醫療機構
，提供24小時事故和緊急服務，住院服務，專科門診，腎
臟透析，專職醫療，社區護理服務以及其他醫療相關服務。

如果想得到更多有關HACCP的資訊及其好處，可與我們的客戶服務部門聯絡acics2@aci-limited.com
或遊覽我們的網站www.aci-limited.com。

HACCP對於確保食品安全和食用適宜性為重要。 HACCP系統是基於科學和系統的，識別危害和控制
措施，以確保食品安全。它是評估危害並建立預防的控制系統，而不是依賴最終產品測試。它可以應
用於由初級生產到最終消費的整個食品鏈，包括初級生產者，食品製造商，運輸和存儲運營商到零售
和食品服務網點。 HACCP系統的實施是向客戶提供安全食品的象徵。

隨著香港的口罩製造公司大幅增長，展翅生產
廠有限公司的目標是通過ISO 13485認證，令其
於市場上提供的產品較其他競爭對手有質量的
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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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和巴士服務有限公司近日獲得由國際認可認證有限公司（ACI） 授予質量管理體系認證（ISO 9001）證書，
認証範圍為 ”提供非專營公共巴士服務 （香港）”。

如果想得到更多有關 I S O 
9001的資訊及其好處，可與
我們的客戶服務部門聯絡
acics2@aci-limited.com或遊
覽 我 們 的 網 站
www.aci-limited.com。

俊和巴士服務有限公司旨在提
供安全，舒適，準時和可靠的
巴士服務。獲得ISO 9001認證
證明了俊和巴士服務有限公司
在提供以客戶為中心和始終如
一的優質服務方面的持續承諾
。

俊和巴士服務有限公司成立於2018年，是亞洲聯合基礎設施控股有限公司（簡稱``亞洲聯合基礎設施''，股票
代碼00711.HK）的子公司。俊和巴士的管理團隊在旅遊巴士客運方面擁有20多年的經驗。目前，它主要經營
本地路線，並提供許多非專利巴士租賃服務，包括：校車，居民巴士，穿梭巴士，會場接送和婚宴服務，這
些服務將會擴展到來往中國和香港的跨境路線。

我們強烈鼓勵運輸和物流部門
的機構獲得此認證，以表明他
們對始終如一地提供優質服務
的承諾。

作為為促進環境可持續發展，節約能源和應對氣候變化努力的一部分，ACI參與了這非常有意義的計劃，並鼓
勵機構加入，並團結一致，我們可以一起表示對地球的關心。

 節能約章早於2012年發布，旨在鼓勵商業和社區機構節約能源。這
約章在2019年吸引了3,800多個簽署。透過加入2020年節能約章，
機構可透過以下方式在2020年6月至2021年5月實施節能措施：

在夏季期間，將平均室內溫度維持在攝氏24至26度之間(2020年
6月至9月期間);
關掉不使用的電器及系統;
採購具能源效益的產品及系統
（如貼有一級能源標籤的電器用具）;
與員工／學生／租客共同實踐以上節約能源措施
 

“ 4T約章”代表了4T框架，訂立目標、制定時間表、開放透明及共同參與。鼓勵4T合作夥伴設定節能目標和
時間表，並分享其現有和計劃的節能措施。預計機構將：

訂立節能目標及時間表
確保節能成果及建築物能源數據的透明度
鼓勵全民（如員工／學生／住戶／租客）共同參與達成節能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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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s Learning for Tomorrow’s Challenge

Course fee 

TLM3
Code

Course con�rmed and seats are limited. 

TFM4
Code

Course con�rmed and seats are limited. 

TFM1
Code

Course con�rmed and seats are limited. 

TLM1
Code

Course con�rmed and seats are limited. 

TMD2
Code

Course con�rmed and seats are limited. 

TMD1
Code

Course con�rmed and seats are limited. 

21 Oct 2020 (9:30am-12:30pm)

24 Dec 2020 (9:30am-12:30pm)

23 Nov 2020 (9:30am-12:30pm)

TLM4
Code

Course con�rmed and seats are limited. 

TNS9
Code

Course con�rmed and seats are limited. 

5-9 Oct 2020 (9:00am-5:30pm)

7-11 Dec 2020 (9:00am-5:30pm)
2-6 Nov (9:00am-5:30pm)

19 Oct 2020 (9:30am-12:30pm)

14 Dec 2020 (9:30am-12:30pm)

23 Nov 2020 (9:30am-12:30pm)

15-16 Oct 2020 (9:00am-5:300pm)
17-18 Dec 2020 (9:00am-5:30pm)

19-20 Nov 2020 (9:00am-5:30pm)

15 Oct 2020 (9:00am-5:300pm)

17 Dec 2020 (9:00am-5:30pm)
19 Nov 2020 (9:00am-5:30pm)

15 Oct 2020 (9:00am-5:300pm)

17 Dec 2020 (9:00am-5:30pm)

19 Nov 2020 (9:00am-5:30pm)

22 Oct 2020 (9:30am-5:30pm)

24 Dec 2020 (9:30am-5:30pm)

26 Nov 2020 (9:30am-5:30pm)

TLM1, TLM3, TML4 is $2,600, TLM5 is $4,600, TMD2 is $2,000

6 Oct 2020 (9:00am-5:300pm)

3 Dec 2020 (9:00am-5:30pm)
3 Nov 2020 (9:00am-5:30pm)

TNS4
Code

5-6 Oct 2020 (9:30am-5:00pm)
Course con�rmed and seats are limited. 1-2 Dec 2020 (9:30am-5:00pm)
2-3 Nov 2020 (9:30am-5:00pm)

TNS5
Code

Course con�rmed and seats are limited. 

21-23 Oct 2020 (9:00am-5:300pm)
22-24 Dec 2020 (9:00am-5:30pm)

25-27 Nov 2020 (9:00am-5:30pm)

TNS4 is $3,190, TNS5 is $6,490, TNS9 is $10,600, TFM1, TMD1 is $1,200, TFM4, TMD3 is $3,800

ISO 41001:2018 入門

ISO 41001:2018 内部审核员

ISO 17025:2017 培訓

ISO 17025:2017 執行與文件處理培訓

ISO 17025:2017 内部审核员

ISO 13485:2018 入門

ISO 13485:2018 概要

ISO 45001:2018 内部审核员

CQI & IRCA Certi�ed ISO 45001:2018 OHSMS 程序转换审计员

CQI & IRCA Certi�cated IRCA 4500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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