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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2019年冠狀病毒(COVID-19)在世界各地肆虐，防護面罩的供應和品質備受關注。香
港特區政府推出一系列防疫措施，支援新工廠及私營機構興建口罩生產線。 

為支援這一點，以及滿足行業和社會的需
求，ACI 開展了「ISO 13485 醫用防護面
罩產品認證」，旨在通過提供專業和公平
的第三方認證服務，以認證當地製造商展
示其對產品安全性和質量的承諾。 此認證
確保製造商在生產過程管理方面達到國際
標準，提供合規的產品以保護公民的健康
，並支援社區對抗冠狀病毒。
 

所有這些都由 ACI 合併，以提供更密集和
全面的認證。 該認證為消費者提供對口罩
製造商持續有效地實施生產品質控制的信
心，以確保其產品的安全和品質。 成功獲
得此認證的面罩產品可在其產品包裝上使
用認證標誌，使消費者能夠輕鬆識別標有
品質的產品。
 
 

ACI 的「ISO 13485 醫用防護面罩產品認
證」説明醫療行業升級，並與國際標準相
媲美。此認證適用於所有口罩製造商和機
構。而在此過程中，必須遵守 ISO 13485 
醫療器材品質管理體系標準。 除此之外，
生產環境將對照 ISO 14644-1 無塵室標準
進行檢查。 該產品還必須通過美國標準 
ASTM F2100 醫用面罩標準或歐盟 EN 
14683 細菌過濾效果標準的要求，以及國
際、國家和地方要求(例如當地法律和法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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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預計，這種病毒將在當地及全球持續一兩年，令香港對防護面罩的需求持續
。因此，「ISO 13485醫用防護面罩產品認證」將繼續在確保這些口罩的品質控
制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使香港市民更有信心面對這冠狀病毒。

ACI 以誠信和專業精神，致力於推動先進的國際管理體系，積極開展領先、高品
質的管理方法和相關標準。 憑藉豐富的專業服務經驗，ACI 亦致力於推廣卓越和
增值服務，造福我們的社會。

 
 



提高企業內每個人的生產力、安全、
健康和福祉

提高其設施管理工作的效率和效力，
從而改善總成本

提升其設施管理服務的品質水平

更具競爭力，成為傑出的設施管理者

實施其認證對組織的好處如下 : 

有關如何獲得認證的更多資訊，請聯絡我們的客戶服務部或瀏覽我們的網站 : 
www.aci-limit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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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管理 (FM) 是目前全球增長最快的專業和運營學科之一。弗若斯特沙利文預測
到 2025 年，提供綜合服務的外購服務的全球 FM 市場將價值 1 萬億美元 (弗若斯特
沙利文，2016年)。

無論組織是什麼行業或規模、綜合的設施管理系統都絕對有助於建立有組織的工
作基礎設施。此認證提供了全球級別結構，並為共同理解、實施和管理 FM 性能奠
定了基礎。 它旨在提高設施管理系統的標準，並提高本地/全球競爭環境中的設施
管理服務的質量水平，以持續滿足利益相關者的需求。 ISO 41001:2019旨在提升
全球所有商業和工業部門對設施管理的發展、實施和保養的認知和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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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數周的努力，我們很高興地正式宣佈推出我們
新修改的網站！

我們這個新網站的目標是為我們的瀏覽者提供一種
更簡單的方式來瞭解我們的服務和解決方案，並允
許瀏覽者根據自己的選擇瀏覽資訊。新網站具有創
意、互動性，可以更效地訪問不同的頁面和連結。
認證和獲獎部分重點介紹了我們已完成的項目，並
概述了由此為每個客戶創建的價值。不管是我們現
有或潛在客戶，定必能在這個改進的網站上輕鬆找
出有關我們的服務和產品的有用資訊。 

我們將不斷更新我們的內容與有用的資訊、文章、
時事通訊、公司公告、服務、產品、培訓計劃和成
功的客戶。我們希望您會找到新網站的使用者方便
和具資訊性。如有任何疑問、建議、反饋或意見，
請聯繫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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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像一下你面前自動扶梯扶手上的那些手，你認為會留下了什麼？ 

當局不斷提醒我們，為了安全起見，我們需要在乘坐自動扶梯或移動走道時緊握扶手
。 然而，即使輕輕地搭著扶手，也意味著自己在接觸數量驚人的細菌和疾病中。隨著
Covid-19肆虐，甚至有更多害怕觸摸這些扶手的人，對此不感到驚訝。而事實上，一
項研究表明，自動扶梯扶手的細菌數量是普通馬桶手柄的17倍。這解釋了為什麼我們
可以看到在自動扶梯上連接的稱為紫外線消毒器的設備，這些設備大多在商業、政府
和辦公樓中。但它們確實會有多安全？

為此，香港機電工程署(機電署)決定評
估其安全風險，並進行實驗室測試，測
試民航處總部所安裝的紫外線消毒器裝
置的細菌水準。 ACI 被選為領導上述測
試和風險評估。

ACI 會在安裝紫外線消毒器之前和之後
對自動扶梯扶手進行風險評估，由團隊
對技術規格和安裝手冊進行仔細審查。
經測試、檢查和審查以確定使用這些
UV扶手消毒器可能產生的風險 (如有的
話)。再經由實驗室測試之後，這些紫
外線消毒器裝置安裝前後都能計算出細
菌標準。 

ACI 致力於為客戶提供全方位的專業風險
評估服務。 我們有專業的專家來提供卓越
的增值服務，將有利於各組織和企業。



2020年6月9日是世界認可日，這是國際認可論壇和國際實驗室認可合作組織
為促進認證價值而設立的一項全球性倡議。今年的主題則重於認證如何支援
食品安全，以增強消費者、供應商、購買者和指定者對食品品質和安全的信
心。

國際認可論壇和國際實
驗室認可合作組織主席
發表的一份聯合聲明，
介紹了在食品安全方面
認證的重要性，指出認
證如何確保地方、國家
和國際食品鏈各部分提
供稱職和公正的檢驗、
認證和檢測服務。

國際認可論壇和國際實
驗室認可合作組織製作
了一本摺頁冊和海報，
在全世界的例子上，以
特別指出認證在食品安
全中的作用。而在國際
認可論壇和國際實驗室
認可合作組織的You-
Tube 頻道上也有上傳
視頻。此外，國際認可
論壇和國際實驗室認可
合作組織歡迎有關各企
業在材料中添加其標誌
，並鼓勵其客戶和利益
相關者也這樣做。

大家必須了解他們的行
為和活動如何促進食品
安全，以及如何降低食
源性疾病的風險。分別
從農場的流程到廚房的
實踐，人類活動在食品
安全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

ACI致力協助其認證在食品安全中的功效，我們提供各種培訓課程和評估，以
滿足市場需求。如欲瞭解更多資訊，請聯絡我們的客戶服務部或瀏覽我們的
網站: www.aci-limit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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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在改善員工安全和降低工作場所風險方面
認真的企業，ISO 45001 就在此。

ISO 45001:2018 是首個職業健康和安全的國際
標準 (職安健)。它提供一個框架，使企業能夠識
別和減少其職安健風險，減少潛在的工作場所
事故和疾病，提高工作場所的健康和福祉，並
提高立法合規性，從而促進安全、健康的工作
環境。 

致感興趣卻不知道從哪裡開始的您？ACI能提
供協助，我們能提供相關的認證或遷移到新
標準的審核服務。 如欲瞭解更多資訊，請聯
絡我們的客戶服務部或瀏覽我們的網站: 
www.aci-limited.com

獲得 ISO 45001 認證的好處︰

減少工作場所事故

減少病假和員工更替，有助提高
生產力和員工士氣

創造安全健康的文化，鼓勵每位
員工在職安健中發揮積極作用

強化領導承諾，積極提升職安健
績效

滿足法律和法規要求

提高企業聲譽

Accredited Cert
ific

at
io

n 
In

ter
na

tion
al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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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認可認證有限公司（ACI）最近為華營建築有限公司提供了ISO 
37001:2016反賄賂管理系統內部審核員培訓。ISO 370011主要協助企業建
立誠信、透明度、持續改善反賄賂合規計劃或管理系統，並包括一系列防
止、發現和解決賄賂的良好做法。

華營建築有限公司成立於1967
年，為華營建築集團控股有限
公司（股票代碼：01582.HK）
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並從事建
築業務。多年來，華營建築在
本地市場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在質量和復雜項目方面已建立
可靠建築承包商的聲譽。他們
的一些主要項目包括跑馬地比
佛利山、將軍澳華潤大廈的翻
新工程及英華女子學校的重建
項目等等。

內部審核員培訓的目的是為內部審核
的計劃、執行、報告和審核跟進提供
指引和實踐經驗，並測試ISO 37001
標準的有效性和符合性。該培訓還使
員工能夠更好地了解反賄賂管理系統
標準在日常運行中的應用。

ISO 37001：2016認證適用於所有行
業的小型，中型和大型公司，包括公
營，私營甚至非營利組織。有關我們
提供的各種專業培訓和認證服務的更
多信息，請聯繫我們的客戶服務部或
訪問我們的網站：www.aci- l imit-
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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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此培訓課程的更多資訊，請聯繫我們的客
戶服務部或瀏覽我們的網站: 
www.aci-limited.com。

建築資訊模型(BIM) 
是旨在建築期間數據
的產生和管理的過程
，在其設計及施工期
間和貫穿整個建築物
的整個生命週期。 
BIM 能使虛擬資訊的
共用模型從設計團隊 
(建築師、測量師、工
程師或各種學科) 交
給主承包商、分包商
，然後交給持有者/
操作員,從而允許跨學
科共用資訊。

BIM 的使用超越了項目
的規劃和設計階段，並
支援成本管理、建造管
理、項目管理和設施運
營，從而減少當新團隊
擁有專案時發生在傳統
上的資訊流失。 BIM 提
供廣泛的資訊，促進項
目管理、更好的建築流
程控制、跨學科之合作
、與外部利益相關者作
有效的溝通，有助建立
更好的決策支援和風險
管理。

我們的專業培訓師是
應用 BIM 和虛擬建築
模擬技術的先驅，在
建築管理方面擁有豐
富的經驗，並參與了
全球多個 BIM 專案。 
完成本培訓課程后，
學員應能對BIM有基本
瞭解，以及 BIM 如何
有助管理項目計劃、
追蹤每個行業的工作
進度以防止工程作廢
。 本培訓適用於建築
工程師或 BS 工程師、
從事建築/結構 /建築
和合約服務之士，也
歡迎任何對這一領域
有興趣之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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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數國家/地區，ISO 17025 
是眾多實驗室和校準實驗室必須持
有的認證，才能被認為具技術能力
的標準。 在許多情況下，供應商
和監管機構不接受未經認證的實驗
室的測試或校準結果。 而ISO 
17025:2017 在能力要求方面更為
具體，並隱含地適用於那些生成測
試和校準結果且基於更技術原則的
企業。 實驗室通常使用 ISO 17025 
實施質量系統，以提高其持續產生
有效結果的能力。 

ACI 提供 ISO 17025:2017 培訓，任何參與測試和
校準實驗室管理的人，尋求瞭解實驗室管理系統
的主要流程，或對在實驗室管理領域有濃厚興趣
之人士，定必從上述培訓中受益。

在本培訓中，我們的培訓導師將讓您更好地瞭解實施和管理實驗室管理系統 (LMS) 的基本
原理，及瞭解ISO/IEC 17025:2017 的基本概念，並解釋用於實施和管理 LMS 的不同方法
、方式和技術。

有關本培訓的更多資訊，請聯絡我們的客戶服務部或瀏覽我們的網站 : 
www.aci-limited.com

自新冠肺炎(COVID-19)病毒出現以來，各種各類防毒口罩和醫療器械的湧現，不僅提供給
前線人員，也供大眾市民使用。 ISO 13485:2016 醫療器械品質管理體系專為參與的醫療
器械的設計、生產、安裝和服務而設，以證明客戶的醫療設備和功能能符合相關條例要求
。而通過ISO 13485:2016 認證的企業或產品能增加消費者對醫療設備的效用和品質控制
的信心，以確保其產品的安全性和品質。

ACI 現提供 ISO 13485:2016 的培訓和
認證。 透過培訓，我們將為你提供
最新標準的介紹，包括 ISO 
13485:2016 的宗旨和要求的概述。 
我們的培訓導師將會幫助你了解其標
準背後的原理，以便應用於你的企業
。

有關此培訓或認證的更多資
訊，請致電我們的客戶服務
部或瀏覽我們的網站 : 
www.aci-limited.com。 



齊惜福有限公司(齊惜福)近日獲得由國際認可認證有限公司（ACI） 頒發ISO 22000:2005食品
安全管理體系及危害分析和關鍵控制點證書，認證範圍為“提供膳食飯盒”。

齊惜福由梁錦松夫(香港特區前行政長官夫
人)創辦，是一個非牟利機構，透過重新分
配過量的食品和回收食物廢棄物，以促進
香港減少浪費食物。

齊惜福作為平台，通過與合作伙伴合作，以
採取創新和一致的行動，從而減少各行各業
的食物浪費。ISO 22000:2005的主要目的為
展示該企業連同HACCP及控制食品安全的能
力，以控制食物生產過程中的危害，為食品
安全提供具有成本效益的方法。

第46期资讯通-第13頁

注意: 任何時間駕駛必須守法, 安全駕駛及有效保險

The training is successfully finished, most of the students were experienced Bodyguard driver, 
they keep practice hard,increadible!

保鏢守則與技能
防衛性駕駛策略
車輛安全檢查法
行車上落保護法
脫險逃避駕駛法
司機防危自衛術

保鏢守則與技能
防衛性駕駛策略
車輛安全檢查法
行車上落保護法
脫險逃避駕駛法
司機防危自衛術

導師:李亞倫 
東歐:EBSSA 手槍射擊-教練證書
東歐:EBSSA 保鏢防衛-駕駛證書
英國:特許資歷培訓處-保鏢教練
美國:ACPMA防危管理-教練執照

導師:李亞倫 
東歐:EBSSA 手槍射擊-教練證書
東歐:EBSSA 保鏢防衛-駕駛證書
英國:特許資歷培訓處-保鏢教練
美國:ACPMA防危管理-教練執照



信興機電工程有限公司(SHECON)獲得由國際認可認證有限公司（ACI）頒發ISO OHSAS 18001:2007職業
健康及安全管理體系證書。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HKPC）獲得由國際認可認證有限公司（ACI） 頒發
ISO 45001:2018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體系證書。

OHSAS 18001:2007旨在提
供一個有效管理的職安健框
架，包括風險管理和法律合
規性的所有方面。它是解決
職業健康和安全問題，而不
是任何特定的產品安全問題
。 

有關此認證的更多信息，請聯繫我們的
客戶服務部門或瀏覽我們的網站: 
www.aci-limited.com。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HKPC
）是一個多學科組織，於
1967年成立，旨在通過綜
合先進技術和創新服務產
品為香港企業提供支援，
從而提高生產力。 

如慾了解更多有關職業健康和安全標準，以及如何為您的企業獲益的資訊，請聯繫我們
的客戶服務部或瀏覽我們的網站：www.aci-limited.com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HKPC）與本地工業
和企業合作，開發及應用科技解決方案以
創造價值，透過創作新產品和技術轉讓，
以及多個市場驅動的專利和技術的商業化
，使工業和企業受益，為本地和國際技術
轉讓帶來了巨大的商機。香港生產力促進
局（HKPC）透過ISO 45001：2018，致
力為所有員工提供一個安全健康的工作場
所，以預防與工作有關的傷害或疾病。 

SHECON為信興集團旗下公司
，於1993年成立，主要業務為
計劃及執行大型工程項目，並
提 供 支 援 和 維 修 服 務 。 
SHECON提供以下安裝工程服
務，包括機械、電氣、消防、
安全、燃氣用具、燈光、天花
板和電腦架空地板的安裝、管
道和排水設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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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及社會服務協會(PASS)一向重視企業的社會責任，早前全力贊
助日日有營有限公司參與樂齡科技展 - 教授「國際吞嚥障礙飲食標
準IDDSl 及各式美味精緻軟餐製作方法」，提供設計及印發宣傳教
育展板及單張，以推廣吞嚥障礙的社區教育。活動由國際認可認証
有限公司(ACI)慷慨贊助。

職業及社會服務協會(PASS)相信只要給予足夠的支持和適當的幫助
，不管是弱勢社群的人們也能發揮出他們的潛能。而幫助弱勢社群
不僅僅是政府的職責，整個社會也應為此付出努力。作為一家社會
服務機構，職業及社會服務協會(PASS)致力幫助商業機構承擔起他
們的社會責任。我們再次感謝國際認可認証有限公司(ACI)的贊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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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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Jul 2020 (9:30am-12: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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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ug 2020 (9:30am-12:30pm)

TLM4
Code

Course con�rmed and seats are limited. 

TNS9
Code

Course con�rmed and seats are limited. 

6-10 Jul 2020 (9:00am-5:30pm)

7-11 Sep 2020 (9:00am-5:30pm)
3-7 Aug 2020 (9:00am-5:30pm)

ISO 41001:2018 入門
20 Jul 2020 (9:30am-12: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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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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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 41001:2018 内部审核员
16-17 Jul 2020 (9:00am-5:300pm)
17-18 Sep 2020 (9:00am-5:30pm)

13-14 Aug 2020 (9:00am-5:30pm)

ISO 17025:2017 培訓

ISO 17025:2017 執行與文件處理培訓
8 Jul 2020 (9:00am-5:300pm)

8 Sep 2020 (9:00am-5:30pm)
7 Aug 2020 (9:00am-5:30pm)

ISO 17025:2017 内部审核员
9 Jul 2020 (9:00am-5:3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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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ug 2020 (9:00am-5:30pm)

ISO 13485:2018 入門

ISO 13485:2018 概要

23 Jul 2020 (9:30am-5: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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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ug 2020 (9:30am-5: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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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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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Jul 2020 (9:00am-5:300pm)

7 Sep 2020 (9:00am-5:30pm)
4 Aug 2020 (9:00am-5: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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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45001:2018 内部审核员

TNS4
Code

2-3 Jul 2020 (9:30am-5:00pm)
Course con�rmed and seats are limited. 1-2 Sep 2020 (9:30am-5:00pm)
3-4 Aug 2020 (9:30am-5: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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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NS5
Code

Course con�rmed and seats are limited. 

22-24 Jul 2020 (9:00am-5:300pm)
23-25 Sep 2020 (9:00am-5:30pm)

26-28 Aug 2020 (9:00am-5:30pm)

CQI & IRCA Certi�cated IRCA 45001: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