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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Survey 2020 has been released

8新 ISO 標準發佈 – ISO 45005:2020 職業健康與安全管理 – COVID-19 大流行期間安全工作指南
ACI 提供 ISO 45005:2020 驗證服務

建立最新的誠信管理體系 (符合最新版 ISO 37001 反賄賂管理體系)

最新的ISO全球性指南發佈關於 COVID-19 疫情大流行期間的安全工作 - ISO 45005:2020

ACI為建業營造有限公司提供了WELL 認證培訓課程
11ACI 全新RTTP預先批准培訓課程 ISO 17025、ISO 14064和 ISO 37301
12ACI為香港司法機構 – 執達事務組提供了“外勤工作防遇暴力危機應變法”課程

勿錯過機會!! 座位先到先得!CQI & IRCA 審核員/主任審核員培訓課程超級促銷 2021

ACI 是香港綠色機構減碳證書計劃的合資格服務提供者
國際認可認証公司推出全新的ISO 45005:2020培訓課程

國際認可認証有限公司支持 “匡智屯門晨曦學校” 共建正向特殊教育團隊計劃
國際認可認証有限公司贊助 “詩詞傳誦” 

國際認可認証有限公司贊助黃金時代基金會參加“2021黃金時代展覽暨高峰會”

ACI 為瑞安承建有限公司提供了 運用BIM 的ISO 19650 信息管理系統驗證課程

ACI 頒發 ISO 9001:2015 證書予青建智造（香港）有限公司
ACI 為香港房屋委員會內部 - 獨立審查組進行了綜合管理系統獨立審核

Carol Yim Jamie Wong
JOVIAN DEVELOPMENT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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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組織或個人了解誠信管理體系
，提高對工作場所貪污誘惑的認識，
並提供良好的實踐來管理其組織的誠
信體系，根據 ISO 37001 反賄賂管理體
系和 DEVB 誠信管理體系指南， ACI 針
對這些主題推出了全新的 RTTP 培訓課
程“建立最新的誠信管理體系（符合
最新版 ISO 37001 反賄賂管理體系）”
。

如果您對我們的培訓課程感興趣，請隨時聯繫我們的培訓部門：
training@aci-limited.com 或電話：3977 8983 或瀏覽我們的網站：
https://aci-limited.com/en/training / .

通過參加本課程，它可以幫助參與者對
開發自己的誠信管理系統有更全面的框
架。本課程將參考 ISO 37001:2016 框
架，加強學員們在組織中實施整體反貪
污戰略和控制機制。

香港以其強大的反貪污制度和公平的企業競爭環境而聞名。最近，在發展局（
DEVB）名單和專家名單上的承建商都必須維持誠信管理政策，以表明其對誠信和
反貪污做法的承諾。

建立最新的誠信管理體系
(符合最新版 ISO 37001 反賄賂管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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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ISO全球性指南發佈
關於 COVID-19 疫情大流行期間的安全工作 

- ISO 45005:2020

知識和意識度是幫助我們在工作場所實踐中應對這種流行病和保護員工的關鍵。
國際標準化組織 (ISO) 是一個全球性的國家標準機構聯合會，它推出了最新的 ISO 
45005:2020 標準，為 COVID-19 期間的安全工作提供了全面的指引方針。

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間，每個人都有
責任共同抗擊病毒並確保與職業健康和
安全管理相關的安全工作場所。有關此
新標準驗證的更多詳細信息，請參閱我
們在“國際新聞與趨勢”中的文章或通
過電子郵件聯繫我們的客戶服務部：
acics2@aci-limited.com 或電話：3977 
8938。

COVID-19 大流行對經濟活動、就業和我們的工作方式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相
信只有我們願意共同努力，阻止這種疾病的傳播並且為在家工作或在實體工作
場所工作的工人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時，才有可能克服這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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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錯過機會!! 座位先到先得!
CQI & IRCA 審核員/主任審核員培訓課程超級促銷 2021

如果您有任何興趣，請通過電子郵件聯繫我們的培訓部門報名：training@aci-limited.com 或電話：
3977 8983。或到訪我們的網站了解更多信息：www.aci-limited.com . 

國際認可認証有限公司致力於不時提供相關和專業的培訓課程，幫助行業、組織甚至個人實現持續
改進和增長的目標。

CQI & IRCA 審核員/主任審核員培訓課程的最佳銷售正在進行中！ 國際認可認証有限公司(ACI) 現為 CQI & 
IRCA 審核員/主任審核員培訓課程提供超級促銷優惠，詳情如下。

報名者選定以下CQI & IRCA 審核員/主任審核員培訓課程可享高達 40% 的折扣

注意: 以上課程必須在2021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

ISO 9001:2015品質管理體系 (原價: HK$ 10,600  - > 優惠價: HK$ 6,360)
ISO 14001:2015環境管理體系(原價: HK$ 10,600  - > 優惠價: HK$ 6,360)
ISO 45001:2018職業健康與安全管理體系(原價: HK$ 10,600  - >  優惠價: HK$ 6,360)

報名者選定以下CQI & IRCA 審核員/主任審核員培訓課程可享高達30% 的折扣
ISO 22000:2018 食品安全管理體系 (原價: HK$ 10,600  - >  優惠價: HK$ 7,900)
ISO 50001:2018能源管理體系(原價: HK$ 10,600  - >  優惠價: HK$ 7,900)
ISO 27001:2013資訊安全管理體系(原價: HK$ 14,500 - >  優惠價: HK$ 10,150)

Accredited C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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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45005:2020理解培訓 —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最新安全工作綜合指南

ISO 45005:2020 有效應用與執行 —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最新安全工作綜合指南

國際認可認証公司推出全新的 
ISO 45005:2020培訓課程

課程編號 TSG1

ISO 45005:2020 理解培訓 —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最新安全工作綜
合指南

4小時(高出席率之學員將獲頒課程完成證書乙張)

針對2019冠狀病毒病大流行的影響以及疾病風險增加對我們的健康、
安全和福祉的影響，包括在家工作或在實體工作場所的工人，ISO 發布
了一份全新以及最新版本的標準 ISO 45005:2020，旨為幫助組織採取
有效行動保護工人和透過系統方法解決與 COVID-19 相關的風險和提供
指導

了解組織如何管理 COVID-19 引起的風險
了解與工作相關的健康、安全和福祉的保護
允許組織建立一個良好的框架
能夠有效和及時地適應不斷變化的情況

課程名稱/描述

課程目標/原因

課程目的

課時

課程編號 TSG2

ISO 45005:2020 有效應用與執行 —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最新
安全工作綜合指南

8小時(高出席率之學員將獲頒課程完成證書乙張)

針對2019冠狀病毒病大流行的影響以及疾病風險增加對我們的健
康、安全和福祉的影響，包括在家工作或在實體工作場所的工人
，ISO 發布了一份全新以及最新版本的標準 ISO 45005:2020，旨
為幫助組織採取有效行動保護工人和透過系統方法解決與 
COVID-19 相關的風險和提供指導

了解組織如何管理 COVID-19 引起的風險
為組織提供措施和有效的行動和實施，並幫助如何有效地進行 
COVID-19 風險管理
深入了解如何計劃、評估、實施、檢討和改進 COVID-19 期間的安
全工作，包括實際示例和建議

課程名稱/描述

課程目標/原因

課程目的

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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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透過進入減碳證書計劃成為獨立合資
格服務提供者的同時，亦認可了我們在減
碳排放方面的專業性和貢獻，以及我們在
碳排放措施方面的驗證工作，如碳排放審
核等。

我們作為合資格的計算與核實碳排放量服
務提供者，須根據ISO 14064第 3 部份的 
“有關溫室氣體聲明審定和核證規範指南
” 中的要求進行驗證工作，供第三方驗證
或溫室氣體聲明驗證，確保其獨立性。

如果任何組織希望第三方幫助他們進行碳排放驗證或審核服務，請隨時通過電子郵件聯
繫我們的客戶服務部門：acics2@aci-limited.com 或電話：3977 8938 或瀏覽我們的網
站：www.aci-limited.com . 

ACI一直致力鼓勵組織採取綠色管理，
參與不同方面的環保實踐，作為香港
綠色機構 (HKGOC) 減碳證書計劃的獨
立合資格服務提供者，我們提供專業
服務，幫助他們實現為社區減排的目
標。HKGOC的成立旨在對在綠色管理
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綠色組織進行基
準指標，並認可他們對環境的努力和
承諾。

ACI 是香港綠色機構減碳證書計劃的合資格服務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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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45005:2020 指南還包括針對組織和
工人如何管理這些風險的實用建議，適
用於恢復運營的組織、在大流行期間一
直在運營的組織以及新開始運營的組織
。

使用 ISO 45001 的組織可以使用本指南
，通過將相關條款與 “計劃-執行-檢查-
行動 (PDCA)” 循環相關聯來應用到其
職業健康安全管理體系。採用系統方法
有助於協調資源和工作，這對於管理 
COVID-19的風險非常重要。已經獲得 
ISO 45001:2018 的組織也可以應用此新
指南的驗證，以加強 COVID-19 大流行
期間工作場所的職業健康和安全。

如果您想了解有關 ISO 45005:2020 驗證或其他 ISO 認證的更多信息，請隨時通過電
子郵件與我們聯繫：acics2@aci-limited.com 或電話：3977 8938 或瀏覽我們的網站
：www .aci-limited.com  

新 ISO 標準發佈 ‒ ISO 45005:2020 職業健康與安全管理 
‒ COVID-19 大流行期間安全工作指南
ACI 提供 ISO 45005:2020 驗證服務

世界各地的政府、監管機構和其他專業機構已經發佈了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間安全
工作的指南。新的 ISO 45005:2020 提供了一套單一的通用指南，對這些信息進行了
補充，並支持以下原則：1) 正在或將要實施管理 COVID-19 風險的合理措施，以保護
人們的健康和安全及工人和其他相關利益方； 2) 除非已實施這些措施，否則不應要求
工人工作。

國際標準化組織 (ISO) 發佈了 ISO 45005:2020 新指南，以應對 COVID-19 大流行以及
這種疾病對所有環境中人們（包括工作人員）的健康、安全和福祉帶來的風險，包括
在家工作或在移動環境中，以及其他工作場所中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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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標準化組織 (ISO) 每年都會對我們的管理體系標准進行認證調查。調查顯示了 
ISO 管理標準（例如 ISO 9001 和 ISO 14001）的有效證書數量。數據提供者是 IAF 
MLA 成員認可的認證機構。

以下圖表顯示了調查涵蓋的每個標準的有效證書總數和站點總數。 ISO官方網站上亦
提供了每個標準的詳細結果。

ACI 非常鼓勵組織獲取認證，以對其競爭對手證明他們致力於提供始終如一的優質服
務和持續改進。通過 acics2@aci-limited.com 或 (o) 39778988 聯繫我們的客戶服務
部門，為您的組織尋找合適的認證，我們的團隊很樂意協助和討論能夠使您的組織
受益的合適認證。

參與調查的情況良好，與去年相當。
與 2019 年版相比，從總體數字和大
多數國家/地區來看，結果是一致的
。總體結果顯示，與 2019 年相比，
調查涵蓋的 12 項管理體系標準的有
效證書總數增加了 18%。

與前幾年相比，ISO 9001 和 ISO 14001 
的增長率更高，ISO 9001 為 +4%，ISO 
14001 為 +12%，主要是由於中國的重要
增長。 （資料來源自 www.iso.org）

有效證書總數 站點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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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個培訓過程中，不僅讓參與者更多地了解 
WELL 及其發展，還認識了 WELL 建築標準的
結構和七個概念。課程內容還包括WELL認證
概述及其在線系統，以及升級後的WELL 2.0版
和1.0版的比較。WELL 正迅速成為工作場所健
康和福祉的首要基準。我們非常建議所有從事 
WELL 認證項目或在 WELL 範圍內的空間工作
的人員或利益相關者參加我們的培訓，以提高
他們的知識。

除此之外，我們的 WELL 培訓已獲得再工業化
和技術培訓計劃 (RTTP) 的批准，允許符合條件
的公司申請 RTTP 補貼資金。成功申請之公司
將可在培訓完成後獲RTTP補貼 2/3 課程費用。 
（每家公司在每個財政年度的資金上限為 
500,000 港元。）

如果您對我們的 WELL 認證培訓或其他 RTTP
已批准申請補貼課程感興趣，請隨時通過電子
郵件聯繫我們的培訓部門：training@aci-lim-
ited.com 或致電：3977 8983 或到訪我們的網
站：www.aci-limited .com 

ACI 於 2021 年 7 月為建業營造有限公司進行了 WELL 認證課程的培訓，並且已獲RTTP認可為
可申請補貼的課程之一。WELL 是一個建築標準和基於性能的系統，用於測量、認證和監控建
築環境的特徵，這些特徵通過空氣、用水、營養、光線、健康、舒適和心靈影響人類健康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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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 全新RTTP預先批准培訓課程
 ISO 17025、ISO 14064和 ISO 37301

最近我們 RTTP 預先批准培訓課程的重點是 ISO 17025:2017 實驗室品質管理體系和 
ISO 14064 溫室氣體 (GHG) 排放管理體系。我們經驗豐富的導師已為不同組織提供 
ISO 17025:2017 實驗室品質管理系統培訓，例如渠務署、科達藥業有限公司、啟邁
檢測（香港）有限公司等。

我們的ISO 17025:2017課程分三個級別，以迎合不同組織的需求:  
1) 基礎培訓、
2) 控制、文件處理與執行培訓及 
3) 內部審核員培訓。

我們強烈推薦那些在測試和實驗室工作的人參加這些課程以獲得更多知識。

此外，我們即將推出的RTTP 預先批准
培訓課程 還有“ISO 37301:2021 合規
管理體系”。 ISO 37301:2021 提供了
實施和維護基於組織內高層結構的合
規管理體系的要求和指南。通過我們
的介紹課程，參與者能夠學習建基於 
ISO 37301 合規管理體系 (CMS) 的合規
管理體系的基本知識和要求。或者報
名我們的進階課程，讓您深入了解標
準和最佳實踐方法，以發展必要的知
識和專業知識，以支持組織有效地規
劃、實施、管理、監控和維護 CMS。

如果您對我們的培訓課程感興趣，請
隨 時 聯 繫 我 們 的 培 訓 部 門 ：
training@aci-limited.com 或電話：
3977 8983 或瀏覽我們的網站：
https://aci-limited.com/en/training / 
.

ISO 14064 也是我們向建築和工程行業的工作人員推薦的另一項熱門培訓。它通過使
用 ISO 14064-1 最新版本要求的框架幫助組織或個人獲得管理其溫室氣體排放的知
識和理解。我們的認證客戶華營建築有限公司也是參與了我們 ISO 14064 課程的組
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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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為香港司法機構 ‒ 執達事務組
提供了“外勤工作防遇暴力危機應變法”課程

ACI 於 2021 年 8 月為香港司法機構的執達事務組舉辦了“外勤工作防遇暴力危機應
變法”培訓課程。職場暴力無處不在，這同時指有人於工作中受到虐待、威脅、恐
嚇或侵犯的任何行為，在安全和健康的工作場所工作是每個人應有的。而通過此次
培訓，學員能夠更明白了解如何應對及預防各種職場上可能遇到的暴力事件。

本課程適合執法人員、醫務工作者、公務員或保安等可能會遇到現場暴力的職業。
如果您想參加本課程或了解更多有關我們的培訓服務，請隨時通過電子郵件聯繫我
們的培訓部門：training@aci-limited.com 或電話：3977 8983 或到訪我們的網站：
https://aci -limited.com/en/training/. 

透過參加本課程，學員不但能夠掌握應對暴力和潛在暴力的預防措施、策略和技能
。此外，在戶外工作中執行公務時，如何保障人身安全。學員同時學習了自衛技巧
和現場暴力的對沖化解技巧，以及現場暴力的分析和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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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 頒發 ISO 9001:2015 證書予
青建智造（香港）有限公司

ACI最近向青建智造（香港）有限公司頒發了ISO 9001：2015品質管理體系證書，範
圍為“鋼結和混凝土合成建築法（MiC）產品的生產和供應以及鋼結和混凝土合成建
築法（MiC）的組裝、飾面、配件和固定裝置”。

青建國際控股有限公司爲香港主板上市
公司（HK 01240），主要業務爲地産、
建築、智能家居/智慧社區等，旗下的青
建智造(香港)有限公司(CNQCiC)，是專門
針對香港、澳門、大灣區對組裝式建築
(MiC)需求日應增大的MiC專項業務公司
。

組裝式合成建築法 (MiC) 是在預製工廠中
製造獨立的集成模塊（完成飾面、固定
裝置和配件），然後運輸到現場安裝在
建築物中的結構。如今，在許多建築開
發項目中，MiC 的使用範圍更廣。

如果任何組織對 ISO 9001 認證或其他 ACI 服務感興趣，請通過電子郵件聯繫我們的客
戶服務部門：acics2@aci-limited.com 或電話：3977 8938 或瀏覽我們的網站：
www.aci-limited.com . 

通過獲得 ISO 9001 認證，它幫助青
建智造（香港）有限公司評估其品
質管理體系是否適當和有效，同時
促進他們識別和實施改進。在內部
，它使組織能夠從工作滿意度的提
高、運營結果的改善和效率的提高
中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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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 為香港房屋委員會內部 
- 獨立審查組進行了綜合管理系統獨立審核

最近ACI 為獨立審查組 (ICU) 的綜合
管理系統進行了獨立審核，她直接隸
屬於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辦公室
（房屋署）。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關 ACI 專業服務或 ISO 認證的信息，請通過電子郵件聯
繫我們的客戶服務部：acics2@aci-limited.com 或致電：3977 8988 或到訪
我們的網站：www.aci-limited.com .

根據建築事務監督（即屋宇署
署長）的授權，ICU 對由香港
房屋委員會（房委會）開發並
已根據《建築物條例》（BO
）出售或剝離的物業實施法定
建築管制以及建築事務監督（
BA）的政策和指引。ICU 還根
據 BO 和BA的政策和指導方針
，對房委會的新發展工程和現
有建築物進行建築物行政管理
和控制。我們的審核團隊經驗及知識豐富， 

ACI 完成此次審核後，有助於 ICU 提
高對客戶的優質服務，同時保持綠色
營運工作環境。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是香港聯交所上市公司 
SOCAM Development Limited（股份代號：
983）的成員，它主力為香港和亞太地區的房地
產開發商提供住宅建築服務。通過獲得運用
BIM的ISO 19650，它不但為瑞安承建訂立了國
際框架的需求，並幫助她提高了生產力、節約
成本和資源，改善溝通和協調，並在整個資產
生命週期中為模塊化建設提供更多機會。

ISO 19650 適用於任何已建成資產的整個生命
週期，包括戰略規劃、初始設計、工程、開發、文
檔和施工、日常運營、維護、翻新、維修和報廢。
它提供了一個框架，以更清晰、更有效的方式
管理信息，包括為所有建築師、工程師和建築
專業人員進行交換、記錄、版本控制和組織。

如果任何組織想申請 ISO 19650 信息管理系
統驗證，請通過 acics2@aci-limited.com  或電
話：3977 8988 聯繫我們 的客戶服務部或瀏覽
我們的網站：www.aci-limited.com 

ACI 最近透過使用建築信息模型 (BIM) 為瑞安承建有限公司提供了 ISO 19650 信息管理系統驗
證課程。ISO 19650 是一系列國際標準，它定義了在使用 BIM 時在資產的整個交付和營運階段
有效管理信息的協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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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認可認証有限公司支持 
“匡智屯門晨曦學校” 

共建正向特殊教育團隊計劃

為了加強特殊教育團隊正能量，促進正面情緒，為中度智障人士提供更優質
服務，匡智屯門晨曦學校將會在10月份舉辦為期一天的工作坊給教職員們。
國際認可認証有限公司是該計劃的贊助商之一，我們相信藉此捐獻為我們的
教育工作者和中度弱智人士提供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匡智屯門晨曦學校一直致力於為智障兒童提供全面的教育，幫助他們盡可能
地發揮潛能，融入社會。它們亦旨在提高公眾對智障人士的理解和接受度，
並促進社會對智障人士的權利和需求的關注。

我們希望在整個工作坊中，教職員們
能夠得著正能量，更多地分享和欣賞
他人，讓加添活力後，全情投入教導
中度智障人士的事工中。

上述所有捐款均得到專業與社會服
務協會（PASS）的大力協助和安排
。感謝 PASS 的全力支持和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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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認可認証有限公司贊助 “詩詞傳誦” 

詩歌在中國的道德和統治世界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這是其中一種最
受崇敬的寫作形式，它與個人無關，而是對世界的直接反應和“共同情感
的容器”。

上述所有捐款均得到專業與社會服
務協會（PASS）的大力協助和安
排。感謝 PASS 的全力支持和幫助
。

國際認可認証有限公司最近贊助
了《詩詞傳誦》的初階版及高階
版，透過此捐助我們願意在文化
和文學領域作出貢獻。我們希望
在對《詩詞傳誦》出版的支持下
，讓人們通過閱讀這些詩詞來了
解不同的觀點、文化和信仰。此
外，人們能夠通過對文學的理解
開始了解生活中不同的對與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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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認可認証有限公司贊助黃金時代基金會參加
	 � � � �黃金時代展覽暨高峰會�

作為一家全面性的公司，國際認可認証公司不僅旨在為我們的客戶提供優質和
專業的服務，同時亦關注我們的社會責任以及如何能夠為社會作出貢獻。

因此，國際認可認証公司最近向
黃金時代基金會提供贊助，以支
持他們在 “2021黃金時代展覽暨
高峰會”中的展位。黃金時代基
金會是一個跨界別的創新協作平
台，旨在推動亞洲智齡城市在亞
洲的發展。他們引領創新思維和
發起黃金時代運動，推動嶄新的
活動和培訓項目，讓黃金一代（
45歲或以上人士）繼續為社會作
出貢獻，帶領標竿人生，對社會
帶來正面影響，把香港發展為亞
洲智齡城市。

透過展覽會，黃金時代基金會提供了
一個機會，匯集世界各地老齡化行業
的領袖和變革者去討論貼合時宜的方
法和行動，並以新的想法和可能性激
勵參與者。通過共同努力，改變大眾
對老齡化的觀念、行為和文化，迎接
智齡價值觀和年齡友善的未來。

上述所有捐款均得到專業與社會服務協會（PASS）的大力協助和安排。感謝 PASS 的全力
支持和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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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MD4
Code

TMD2
Code

TNS4
Code

TNS9
Code

Course con�rmed and seats are limited. 

25-29 Oct 2021 (9:00am-5:30pm)

6-10 Dec 2021 (9:00am-5:30pm)
22-26 Nov 2021 (9:00am-5:30pm)

20 Oct 2021(9:30am-12:30pm)

16 Dec 2021 (9:30am-12: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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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 Oct 2021 (9:00am-5:300pm)
15-16 Dec 2021 (9:00am-5:30pm)

24-25 Nov  2021 (9:00am-5:30pm)

22 Oct 2021 (9:00am-5:300pm)

28 Dec 2021 (9:00am-5:30pm)
29 Nov 2021 (9:00am-5:30pm)

TFM2, TFM3, TIS2, TIS3 is $2300, TFM4, TNF4, TNEn4, TIS4, TNF4 is $4300,

20 Oct 2021 (9:00am-5:300pm)

28 Dec 2021 (9:00am-5:30pm)
25 Nov 2021 (9:00am-5:30pm)

TNF4
Code

29-30 Oct 2021 (9:30am-5:00pm)
Course con�rmed and seats are limited. 30-31 Dec 2021 (9:30am-5:00pm)
29-30 Nov 2021 (9:30am-5:00pm)

TNEn4
Code

Course con�rmed and seats are limited. 

18-19 Oct 2021 (9:00am-5:300pm)
15-16 Dec 2021 (9:00am-5:30pm)

15-16 Nov 2021 (9:00am-5:30pm)

TNS4 is $3190, TNS9 is $10600, TMD1 is $1200, TMD2 is $2000, TMD4 is $3800

29-30 Oct 2021 (9:30am-5:00pm)
Course con�rmed and seats are limited. 30-31 Dec 2021 (9:30am-5:00pm)
29-30 Nov 2021 (9:30am-5:00pm)

15 Oct 2021 (9:30am-5:00pm)
Course con�rmed and seats are limited. 17 Dec 2021 (9:30am-5:00pm)
19 Nov 2021 (9:30am-5:00pm)

12-13 Oct 2021 (9:30am-5:00pm)
Course con�rmed and seats are limited. 16-17 Dec 2021 (9:30am-5:00pm)
16-17 Nov 2021 (9:30am-5:00pm)

CQI & IRCA Certi�cated IRCA 45001:2018  內部審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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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7港元）

ISO 50001:2018 內部審核員
(RTTP認可補貼課程)（獲RTTP資助後為$1434港元）

ISO 27001:2013 有效應用
(RTTP認可補貼課程)（獲RTTP資助後為$767港元）

ISO 41001:2018 内部审核员
(RTTP認可補貼課程)（獲RTTP資助後為$1434港元）

ISO 27001:2013 文件執行
(RTTP認可補貼課程)（獲RTTP資助後為$7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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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 45001:2018 內部審核員

ISO 13485:2016 概要
(RTTP認可補貼課程)（獲RTTP資助後為$667港元） 

ISO 13485:2016 內部審核員
(RTTP認可補貼課程)（獲RTTP資助後為$1276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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