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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新型冠狀病毒病 （COVID-19)免費提供的ISO標準和中國國家標準和資訊
ISO 21001:2018教育機構管理體系 (E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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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TI Ethical Toy Progrma
Business Social Compliance Initiative (BSCI) & Sedex Members Ethical Trade Audit (SMETA)
Global Security Verification (GSV)
ACI向機電工程署 (EMSD) 提供「建築信息模擬的質量保證和評估的開發服務
ACI為Siemens集團公司提供“ ISO 27001培訓 ”

ACI向機電工程署 (EMSD) 提供「建築信息模擬」的質量保證和評估的開發服務

ACI將舉辦一個免費 (先到先得) 的ISO 41001 - 設施管理—管理體系培訓”

國際認可認證有限公司（ACI）全力支持 國際食品安全協會(IFSA)成立九週年誌慶年刊

航空交通管理 - 民航處-培訓部獲由ACI頒發ISO 9001:2015質量管理體系證書

國際認可認証公司大力贊助《孩子戲》劇團 –《伴疫》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獲由ACI頒發ISO 41001:2018設施管理體系證書及ISO 50001:2018能源管理體系證書

水務署獲由ACI頒發ISO 50001:2018能源管理體系證書
華營建築有限公司獲由ACI頒發ISO 37001:2016反賄賂管理系統證書



ACI成為第一間獲得The International Accreditation Service (IAS) 
accreditation（美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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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redit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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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的證書，可以透過acics2@aci-limited.com或（o）39778988
與我們的客戶服務部門聯繫及RTTP的更多信息，可以透過 training@aci-limited.com 或       
（o）39778983與我們的培訓服務部門聯繫，或到訪網站：www.aci-limited.com

此外，ISO已發布了兩個重要管理系統標準的新版本 - ISO 22000:2018（FSMS）和ISO 
50001:2018（EnMS）。 在這些新版本，所有ISO 22000：2005的證書於2021年6月29日過
渡期結束時當天過期或失效。另外所有ISO 50001：2011認證亦2021年8月21日過渡期結束
時當天過期或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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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ACI獲得再工業化及科技培訓計劃(RTTP) 資助ISO 22000 FSMS，ISO 27001 ISMS和
ISO 41001 FMMS的培訓課程，包括[1] 執行與文件處理, [2] 有效應用和 [3] 內部審核員。這
些培訓課程可以幫助學生獲得有關管理標準更多的知識。任何合資格的公司都可以申請
RTTP資金，以便為每位員工最多獲得2/3的課程費用資助。(備註: ISO 50001的執行與文件
處理和有效應用培訓課程的RTTP資助正處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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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向機電工程署 (EMSD) 提供「建築信息模擬」
的質量保證和評估的開發服務

國際認可認證有限公司
（ACI）近日為機電工程
署(EMSD)提供了屋宇装
備装置能源效益實務守
則 - 照明裝置的質量保
證和評估的開發服務，
加入建築信息模擬。機
電工程署積極在機電工
程上採用BIM 及 其他適
用BIM的技術。

建築信息模擬 (BIM) 是在
整個生產週期中的信息管
理，是從最初的設計以及
到施工、維護和最後除役
停用，整個過程都通過使
用數值模擬進行。BIM的
好處是為建築物的設計和
施工階段提供了一個更快
，更有效的過程，因為建
築信息能易於共享，增值
和重用。

而且，ISO 19650 是一
系列國際標準。它定義
了在使用建築物信息建
模（BIM）時，在資產
運營階段能有效地管理
信息的運作過程。ACI很
高興能為在任何規模和
復雜性的建築項目提供
ISO 19650驗證服務。

任何組織想獲得有關ISO 19650驗證服
務，可以透過acics2@aci-limited.com
或（o）39778988與我們的客戶服務部
門聯繫及RTTP的更多信息，可以透過
training@aci-limited.com或（o）
39778983與我們的培訓服務部門聯繫
，或到訪網站：www.aci-limited.com

此外，ACI獲得再工業化
及科技培訓計劃(RTTP) 資
助BIM的預批准培訓課程
，包括[1]項目負責人簡介
，[2] 基礎實用 [3] 中級實
踐者(MEP)及[4] 中級實踐
者(建築結構)。任何合資
格的公司都可以申請
RTTP資金，以便為每位
員工最多獲得2/3的課程
費用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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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組織想獲得有關AC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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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日益重要的問題 – “食品安全”，國際食品安全協會(IFSA)為建立客戶及工廠
的食品安全意識而成立。國際食品安全協會亦為確保及推動食物鏈的安全。此外，
協會透過培訓、工廠參觀、專家的意見及食物安全規範等等，提供給業界一個分享
經驗的平台。

2020年，國際認證認可有限公司（
ACI）全力支持和參與IFSA第九週年
誌慶年刊，並感謝為促進食品安全所
做的努力。ACI作為食品安全獎成就
評估團隊成員之一，食品安全卓越獎
和食品安全傑出獎的提名分別是寶湖
廚莊和合利農業企業有限公司。IFSA
透過建立這個食品安全，為應對全球
食品安全方面的挑戰邁出了重要的一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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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審計、研究和調查等。

國際認可認證有限公司（ACI）全力支持
國際食品安全協會(IFSA)成立九週年誌慶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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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認可認證有限公司(ACI)將於2021年1月12日舉辦一個半天有關 “ISO 4100 設施
管理—管理體系”的介紹培訓，費用全免 (先到先得) 。

設備管理是當前全球發展最快的專業及
操作之一。因此，設施管理的管理方式
對於財務和運營範疇的部門發展變得越
來越重要。ISO 41001(FMMS)的主要目
標是對有效及高效地執行設施管理提供
一種新的思路。

ISO 41001設施管理管理系統的主要目
標是提高意識並支持設施管理的開發、
實施和維護，使機構能夠在這個市場中
以可持續的方式並快速發展。

ACI盛邀大家參加我們的培訓，如對培訓有興趣之人士，可以透
過與我們的培訓部聯繫 (e) training@aci-limited.com或(o) 
39778984或(w)www.aci-limited.com. ACI於按客戶的要求提供
專業的培訓和認證服務。

ACI將舉辦一個免費 (先到先得) 的
ISO 41001 - 設施管理—管理體系培訓”

L o
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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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和許多國家標準機構免費向社會提供了
應對全球大流行COVID-19的技術標準。這
些標準是與醫療設備的製造和購買有關連的
，這些標準被定為在衛生服務和各個領域中
優先使用的設備。它們還包括許多著名的管
理系統標準，以支持全球管理COVID-19危
機的努力。

可從ISO網站 https://www.iso.org/covid19 
以只讀格式免費獲得標準的完整列表。

此外，中國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中國）
提供了有用的比較和鏈接。可從網站
http://www.sac.gov.cn/sacen/FAC/ 獲得標
準的完整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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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
Tel: 3977 8988 
Fax: 2806 1940 
enquiry@aci-
limited.com
www.aci-limited.com

ISO 21001

ISO 21001

/

:

ISO 21001:2018
(E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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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2100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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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Toy Industries (ICTI) is the industry association for the worldwide 
toy industry. The mission of this association is to promote the safety standard of toy, to reduce 
or eliminate the barriers to trade and to increase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industry. 

The ICTI Ethical Toy Program, which was found by the ICTI in 2004 but now is independent and 
not-for-pro�t organization, is the ethical supply chain program for global toy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y. Globally over 1,200 factories are Ethical Toy Program Certi�ed in 13 
countries. 

(i) BACKGROUND

Course Duration:   1 day

(ii) THE CONTENT OF ICTI ETHICAL TOY PROGRAM: 
Explain business bene�ts and opportunities that ICTI certi�cation brings to certi�ed factories;
Explain the Ethical Toy Program’s principle, concept and structure;
Explain ICTI audit requirements and methodology;
Interpret the implementation of Ethical Toy Program into daily operations to advanc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business;
Discussion with reference to requirement checklist

(iii) THE BENEFIT OF ICTI ETHICAL TOY PROGRAM:
Brings manufacturers, brands, retailers and civil society partners together to monitor, manage 
and �x social sustainability issues in the toy industry supply chain and to support the well-being 
of factory worker. 
Increases safety standards for the work environments to ensure workers are treated fairly with 
respect and dignity and that factories operate ethically.

Any organizations would lik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raining, may contact our Customer Services department at 
acics2@aci-limited.com or (o)39778988 or visit to website: www.aci-limited.com

Methodology: Presentation, workgroup discussion and exerc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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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Social Compliance Initiative (BSCI) & 
Sedex Members Ethical Trade Audit (SMETA)

Business Social Compliance Initiative (BSCI), which is established in 2003, provides a single 
point for all supply chain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By sharing monitoring activities’ results, 
therefore, members reduce e�ort, save money and increase consistency for buyers and 
suppliers. Members involved in BSCI are retail, trade, and manufacturing.

Sedex Members Ethical Trade Audit (SMETA) is a web-based system which encompasses all 
aspects of responsible business practice. It’s designed to minimize duplication of e�ort in 
ethical trade auditing and to provide members and suppliers with an audit format that they 
could easily share.

(i) BACKGROUND

(ii) THE CONTENT OF SMETA: (ii) THE CONTENT OF BSCI: 
Explain business bene�ts and opportunities that 
BSCI compliance brings to certi�ed factories;
Explain the BSCI 2.0’s principle, concept and 
structure;
Explain BSCI audit requirements and methodology;
Overview the need of customers, and learn the skills 
and knowledge to incorporate the BSCI into daily 
operations to advanc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business;

Explain business bene�ts and opportunities that 
SMETA audit brings to certi�ed factories;
Explain the SMETA’s principle, concept and structure;  
Explain SMETA audit requirements and 
methodology;
Interpret the implementation of SMETA into daily 
operations to advanc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business;
Discussion with reference to requirement checklist
 

(iii) THE BENEFIT OF BSCI: 
A code of conduct based on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principles, to respect human rights and 
address social issues in your supply chain
Reduced cost and increased e�ciency by avoiding 
audit duplication
A single interactive access point to monitor 
performance data with a visual dashboard

(iii) THE BENEFIT OF SMETA: 
Achieve greater visibility into your supply chain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your supplier relations
Receive independent veri�cation of your ethical 
compliance
Strengthen your brand's standing in ethical 
compliance

 

Any organizations would lik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raining, may contact our Customer Services department at 
acics2@aci-limited.com or (o)39778988 or visit to website: www.aci-limited.com

Course Duration:   1 day
Methodology: Presentation, workgroup discussion and exerc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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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Social Compliance Initiative (BSCI) & 
Sedex Members Ethical Trade Audit (SMETA)

(ii) THE CONTENT OF SMETA: 

(iii) THE BENEFIT OF SMETA: 

GSV (Global Security Veri�cation) is a security programme to assist both importers and supplier 
to judge their security measurements based on C-TPAT (Customs-Trade Partners Against 
Terrorism), PIP (Partners in Protection), AEO (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requirements, resulting in increased safety assurance, risk control, 
e�ciency and cost savings for all participants.

(i) BACKGROUND

(iii) THE CONTENT OF GSV: 
Explain business bene�ts and opportunities that GSV veri�cation brings to certi�ed factories;
Explain the GSV’s principle, concept and structure;
Explain GSV veri�cation requirements and methodology;
Interpret the implementation of GSV into daily operations to advanc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business;
Discussion with reference to requirement checklist 

(iii) THE BENEFIT OF GSV: 
Enable importers and suppliers to mitigate risks associated with the cross-border transport of 
goods;
Reduces audit fatigue by enabling suppliers to share their veri�cation reports with various 
importers, allowing them to priorities resources towards learning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versus repeat auditing;
Employs a consistent scoring methodology across all players that is combined with the use of 
automated auditor tools to provide increased audit e�ciency and consistency 

Any organizations would lik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raining, may contact our Customer Services department at 
acics2@aci-limited.com or (o)39778988 or visit to website: www.aci-limited.com

Course Duration:   1 day
Methodology: Presentation, workgroup discussion and exerc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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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向機電工程署 (EMSD) 提供「建築信息模擬」
的質量保證和評估的開發服務

國際認可認證有限公司（ACI）近日為機電工程署(EMSD)提供了屋宇装備装置能源效
益實務守則 - 照明裝置的質量保證和評估的開發服務，加入建築信息模擬。機電工程署
積極在機電工程上採用BIM 及 其他適用BIM的技術。

建築信息模擬 (BIM) 是在整
個生產週期中的信息管理
，是從最初的設計以及到
施工、維護和最後除役停
用，整個過程都通過使用
數值模擬進行。BIM的好處
是為建築物的設計和施工
階段提供了一個更快，更
有效的過程，因為建築信
息能易於共享，增值和重
用。

而且，ISO 19650 是一
系列國際標準。它定義
了在使用建築物信息建
模（BIM）時，在資產
運營階段能有效地管理
信息的運作過程。ACI
很高興能為在任何規模
和復雜性的建築項目提
供ISO 19650驗證服務
。

此外，ACI獲得再工業化及科技培訓計劃(RTTP) 資助BIM
的預批准培訓課程，包括[1]項目負責人簡介，[2] 基礎實
用 [3] 中級實踐者(MEP)及[4] 中級實踐者(建築結構)。任
何合資格的公司都可以申請RTTP資金，以便為每位員工
最多獲得2/3的課程費用資助。任何組織想獲得有關ISO 
19650驗證服務，可以透過acics2@aci-limited.com或（
o）39778988與我們的客戶服務部門聯繫及RTTP的更多
信息，可以透過training@aci-limited.com或（o）
39778983與我們的培訓服務部門聯繫，或到訪網站：
www.aci-limit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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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為Siemens集團公司提供 
“ ISO 27001培訓 ” 

國際認可認證有限公司（ACI）為Siemens集團公司提供了 ISO 27001：2013
（資訊保安管理系統）的培訓。

Siemens集團公司是一間技術公司
，集中於電力、自動化及技術數位
化。他們為發電、能源管理、交通
、工業和建築物等基礎設施提供解
決方案。他們相信現代，互相連接
及以IT為基礎的運輸是未來的核心
競爭力。

ISO 27001為國際標準，以確保資
訊資產對任何類型的數字數據的安
全。ISO培訓可以幫助企業獲得高
級知識和技術，以管理資產及確保
其安全無慮。另外，亦確保
Siemens 能用一個有系統的及高經
濟效率去保護資訊。

第48期资讯通-第3頁

ACI致力於按客戶的要求提供專業的培
訓和認證服務，任何機構想獲得有關
A C I 更 多 信 息 ， 可 以 透 過
acics2@aci - l 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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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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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務署獲由ACI頒發
ISO 50001:2018能源管理體系證書

水務署近日獲得由國際認可認證有限公司（ACI）頒發ISO 
50001:2018能源管理體系證書，認證範圍包括” 收集、儲存
轉移，處理，分配和供應香港特別行政區內的淡水和海水”
。

食水供應是香港人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部分。作為首個獲得
ISO 50001認證的香港政府部
門，水務署的使命是提供可靠
優質的供水服務。能源管理體
系為水務署提供一個成熟的框
架以發展有效率的能源使用政
策，並不斷改善能源管理。水
務署是一直非常重視我們的食
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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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審計、
研究和調查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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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 何 組 織 想 獲 得 有 關 A C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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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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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營建築有限公司
獲由ACI頒發ISO 37001:2016反賄賂管理系統證書

華營建築有限公司近日獲得由
國際認可認證有限公司（ACI）
頒發ISO 37001:2016反賄賂管
理系統證書，認證範圍包括 “
樓宇建築工程”; “設計及樓宇
保養、維修和改善工程”; “道
路和渠務建築工程” 和 “地盤
平整工程的建造”。

華營建築有限公司於1967年成立，
在香港從事建築業多年，累積豐富
本地建築市場經驗，成為一所具聲
譽及客戶信賴的承建商。發展反賄
賂管理系統幫助他們建立反賄賂文
化。

ISO 37001向董事會和最高管理層
保證了他們已經建立了有效的反
賄賂管理系統，從而提供了一個
框架去建立，實施，維護並改善
反賄賂管理制度，促使他們防止
，發現和解決賄賂。它還為外部
利益相關者提供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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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審計、研究和調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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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組織想獲得有關ACI更多信息，可以透過acics2@aci-limited.com或
（o）39 7 7 8 9 8 8與我們的客戶服務部門聯繫，或到訪網站：
www.aci-limited.com

第48期资讯通-第15頁



第48期资讯通-第16頁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近日獲得由國際認可認證有限公司（ACI）頒發ISO 41001:2018
設施管理體系證書，認證範圍包括” 提供物業管理服務 (包括物業管理總公司和宏天廣
場)”;同時亦頒發ISO 50001:2018能源管理體系證書，認 證範圍包括” 設計和提供物業
管理服務於指定認證地點”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全方位專業服
務，包括物業管理、清潔、環境、保安、
停車場服務及會所管理。建立能源管理體
系為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提供了一個可
實踐的途徑，以改善他們的能源使用和資
源節約。發展設施管理體系為信和物業管
理有限公司提供了一個框架，促使他們有
效地維護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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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研究和調查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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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組織想獲得有關AC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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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獲由ACI頒發ISO 41001:2018
設施管理體系證書及ISO 50001:2018能源管理體系證書



航空交通管理 - 民航處-培訓部
獲由ACI頒發ISO 9001:2015質量管理體系證書

航空交通管理(ATMD) - 民航處(CAD) - 培訓部近日獲得由國際認可
認證有限公司（ACI）頒發ISO 9001:2015質量管理體系證書，認
證範圍包括”，為航空交通管制主任(ATCO)，航空交通事務員
(ATFSO)，及相關專業人員提供培訓服務，包括專業和在職培訓
。另外，提供培訓服務，使ATMD的工作人員（ATCO，ATFSO）
和相關專業人員能獲取專業知識和管理知識以及專門知識，以促
進ATMD的發展。”

香港是國際航空樞紐。ATMD是
負責在國際民航組織所指定的飛
行情報區內提供航空交通管制服
務，航空資料服務及飛機事故警
報這三種服務。發展質量管理體
系能不斷提高CAD整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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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審計、研
究和調查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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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組織想獲得有關AC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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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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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認可認証公司大力贊助《孩子戲》劇團 –《伴疫》

劇場《伴疫》由《孩子戲》劇團於今年夏天舉行了。2020年，每個人都受到了全球大流行的影
響。它令無數的慶祝活動和假日聚會都消失了，甚至人們之間的互動也消失了。《孩子戲》劇
團透過告訴我們，陪伴是一種力量，足夠使我們面對困難。

《孩子戲》劇團一直致力於香港兒童戲劇教育
及共融戲劇敎育，相信戲劇能改變生命，影響
身邊人。

作為負責任的企業公民，國際認可認証公司相
信對於自己的社區是有責任和義務。這次，他
們贊助了《孩子戲》劇團。

以上捐款活動都得到了職業及社會服務協會(PASS)的大力協助和安排，
感謝PASS的鼎力支持和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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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s Learning for Tomorrow’s Challenge

Course fee 

TIS3
Code

Course con�rmed and seats are limited. 

TFM4
Code

Course con�rmed and seats are limited. 

TFM2
Code

Course con�rmed and seats are limited. 

TI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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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Jan 2021 (9:30am-12:30pm)

18 Mar 2021 (9:30am-12:30pm)

18 Feb 2021 (9:30am-12:30pm)

TIS4
Code

Course con�rmed and seats are limited. 

TNS9
Code

Course con�rmed and seats are limited. 

CQI & IRCA Certificated IRCA 45001:2018  內部審核員
11-15 Jan 2021 (9:00am-5:30pm)

15-19 Mar 2021 (9:00am-5:30pm)
15-19 Feb 2021 (9:00am-5:30pm)

ISO 41001:2018 設施管理—管理體系有效應用 
(RTTP認可補貼課程)（獲RTTP資助後為$667港元）

ISO 50001:2018 內部審核員
(RTTP認可補貼課程)（獲RTTP資助後為$1064港元）

ISO 41001:2018 内部审核员
(RTTP認可補貼課程)（獲RTTP資助後為$1267港元）

ISO 22000:2018 內部審核員
(RTTP認可補貼課程)（獲RTTP資助後為$1064港元）

21 Jan 2021(9:30am-12:30pm)

22 Mar 2021 (9:30am-12:30pm)

25 Feb 2021 (9:30am-12:30pm)

21-22 Jan 2021 (9:00am-5:300pm)
25-26 Mar 2021 (9:00am-5:30pm)

25-26 Feb 2021 (9:00am-5:30pm)

ISO 27001:2013 有效應用

ISO 27001:2013 文件執行
21 Jan 2021 (9:00am-5:300pm)

26 Mar 2021 (9:00am-5:30pm)
26 Feb 2021 (9:00am-5:30pm)

ISO 27001:2013 內部審核員
19-20 Jan 2021 (9:00am-5:300pm)

16-17 Mar 2021 2020 (9:00am-5:30pm)

22-23 Feb 2021 (9:00am-5:30pm)

ISO 13485:2016 入門

ISO 13485:2016 概要

15 Jan 2021 (9:30am-5:30pm)

19 Mar 2021 (9:30am-5:30pm)

19 Feb 2021 (9:30am-5:30pm)

TFM2,TFM3,TMD2 is $2000, TFM4, TMDS is $3800, TNF4, TNEn4, TIS4,TNS4 is 4300, 

21 Jan 2021 (9:00am-5:300pm)

22 Mar 2021 (9:00am-5:30pm)
25 Feb 2021 (9:00am-5:30pm)

TNF4
Code

28-29 Jan 2021 (9:30am-5:00pm)
Course con�rmed and seats are limited. 25-26 Mar 2021 (9:30am-5:00pm)
25-26 Feb 2021 (9:30am-5:00pm)

TNEn4
Code

Course con�rmed and seats are limited. 

27-28 Jan 2021 (9:00am-5:300pm)
23-24 Mar 2021 (9:00am-5:30pm)

23-24 Feb 2021 (9:00am-5:30pm)

Latest Training Schedule

TIS2, TIS3 is $2300, TNS9 is $10600, TMD1 is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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