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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對我們關於碳減排的服務或如何透過我們的服務幫助實踐碳中和有任何興趣，請隨時通過電子郵件
與我們聯繫：acics2@aci-limited.com 或電話：3977 8988 或到訪我們的網站：www.aci-limited.com .

碳中和之策略

國際認可認証公司作為全方位服務的認證機構，我們為您的減碳策略提供獨立的第三方碳審核、評估和
驗證服務。我們不同的服務方式將提高您報告系統的可信度，並為持續改進您的計劃提供寶貴的意見。
此外，我們以下服務亦適用於實踐碳中和，同時能表明貴公司對碳中和的支持:

PAS 2060：通過提供實現碳中和狀態的通用定義和
公認方法來提高碳中和聲明的透明度。

ISO 14067: 產品的碳足跡 - 產品碳足跡的要求和指南
，以符合生命週期評估 (LCA) 國際標準（ISO 14040 
和 ISO 14044）的方式進行。

ISO 14044：環境管理 - 生命週期評估 - 要求和指
南，其中規定了 LCA 目標和範圍的定義、生命週
期清單分析 (LCI) 階段、生命週期影響評估 (LCIA) 
階段、生命週期解釋LCA 的階段、報告和批判性
審查、LCA 的局限性、LCA 階段之間的關係以及
使用價值選擇和可選元素的條件。

ISO 14064-1: 在組織層面對溫室氣體排放和清除
進行量化和報告的規範和指南。它包括對組織溫
室氣體清單的設計、開發、管理、報告和驗證的
要求。

為引領香港邁向碳中和目標，政府於2021年10月公佈《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提出「零碳排放-綠
色宜居-持續發展」的願景，並概述策略以及應對氣候變化和實現碳中和的目標。新的藍圖具體講述「淨
零發電」、「節能綠建」、「綠色運輸」和「全民減廢」四大減碳策略和措施，帶領香港邁向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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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對我們的服務有任何興趣，請隨時通過 acics2@aci-limited.com 或 
(o)39778988 聯繫我們的客戶服務部或到訪網站：www.aci-limited.com

ACI ~ 提供安全審核服務予
物業管理, 保安和清潔行業

ACI，一個充滿活力和以客戶為導向的 ISO 認證公司。為提高工業安全標準，獨
立安全審核是香港房屋委員會的合約要求之一，也是勞工處對物業管理公司的監
管要求之一。

ACI 現提供安全審核服務，旨在幫助物業管理
公司識別和糾正工作場所安全方面的差距。它
不僅有助於提高工作場所的安全性，還有助於
減少風險。同時安全審核表明了您對合規性的
承諾。

我們的註冊安全主任 (RSO) 和註冊安全審核員 
(RSA) 在為公共和私營部門進行安全審核方面
擁有豐富的經驗。我們的安全審核檢查服務包
括規章制度審查、培訓規定、監測和實施、附
加服務例如向公司提供最新的安全產品和設備
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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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獲得香港檢測和認證局頒發 
“檢測認證人力發展機構獎”

獎勵計劃根據四個範疇進行全面評估，包括 
1)致力推動檢測認證從業員的培訓和發展，
2)企業提供支援以提升檢測認證從業員的能力和專業水平，
3) 關懷檢測認證從業員和 
4) 與檢測認證從業員溝通。

ACI 致力於通過不時提供
相關的認證服務和有效的
培訓，幫助行業、組織和
個人實現持續改進和成長
的目標。這次得獎是 ACI
在對檢測認證從業員人力
和專業發展方面的成就得
到了高度認可。

ACI 很高興地宣布，我們最近獲得了香港
檢測和認證局 (HKCTC) 頒發“檢測認證人
力發展機構獎”。

香港檢測和認證局於2021年首次推出「
檢測認證人力發展嘉許計劃」，以表揚重
視培訓人才及積極發展人力的檢測認證機
構，並鼓勵檢測認證從業員不斷提升和發
展專業。

我們將繼續致力於為
我們的檢測認證從業
員提供全面的培訓和
專業發展，並為行業
的進步而茁壯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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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 為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提供
實驗室諮詢和模範基準評估服務

國際認可認証有限公司最近為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HKPC) 提供了實驗室諮詢服務。在進
行實驗室諮詢服務期間，我們的經驗團隊成員評估了 HKPC 關鍵活動的適當性，並根據
規定的測試程序評估了為客戶進行的實驗室測試的完整性管理流程。

同時團隊們亦針對市場慣例進行模範基準評估，特別是
與 HKPC 實驗室類似規模和性質的實驗室，以找出主要
差距，並為生產力促進局的後續步驟和改進措施提供建
議。我們的技術總監吳博士是模範基準評估服務的團隊
負責人。他在碳與環境評估與培訓方面擁有超過 25 年的
經驗，包括噪音與振動評估與測量、噪聲控制、室內空
氣質量評估、碳與環境實驗室評估⋯⋯等。

如果您對我們的實驗室諮詢或評估服務感興趣，請隨時通過電子郵件聯繫我們的客戶服
務部門：����������������������� 或致電：����� �� 或到訪我們的網站：
����������������������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生產力局）是於1967年成立的法定機構，專業技術和知識涵蓋多
個不同範疇，致力透過先進技術和創新服務，協助香港企業提升卓越生產力。生產力
局是工業的專家，領導香港再工業化的發展，專注科技研發、物聯網、大數據分析、
人工智能和機械人技術、智能製造等先進領域，加強工商界的業務績效、降低運營成
本、提高生產力和增強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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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許多企業都十分依重 IT 來支持其業務戰略及目標。因此，可靠和高品質的 IT 服務管理
是維持企業營運的關鍵挑戰。

鑑於 IT 服務管理的重要性， ISO 
20000國際標準於 2005 年發布，旨在
為行業提供實踐規範和其要求。無論
您是在內部服務還是為您的寶貴客戶
提供服務，您和您的公司均不應錯過
學習和運用最佳方法以納入其日常運
作之中，以一個有效的方式更好地管
理現有的 IT 服務。

獲得 ISO 20000 認證可以幫助您的組織改進其服務、創建獨立評估框架並展示滿足客戶要求
的能力。它還為您的組織提供了競爭優勢，因為它展示了您的可靠性和高質量的服務。

ISO 20000 適用於不同類型的組織，如果您是 IT 服務企業
，其目標是提高 IT 服務的質量並通過降低 IT 成本來提高生
產力；或是希望觀察措施並審查其服務管理程序和服務的
服務供應者；或尋求其所有服務供應商（包括供應鏈中的
服務供應商）採用可靠方法的組織，我們都非常建議您取
得ISO 20000，並從中受益。

ISO 20000 信息安全管理體系認證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關於 ISO 20000 或我們的服務，請通過電子郵件與我們聯繫：
acics2@aci-limited.com 或電話：3977 8988 或瀏覽我們的網站：www.aci-limited.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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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37301: 2021合規管理體系

ISO 37301 的最新發布促使許多合規專業人士重新思考 ISO 37001 的價值。ISO 37301 
與 ISO 37001 有許多相似之處，包括強調合規優勢的目標、其高級結構以及證明總體
合規性的能力力量。然而，一般合規的性質意味著它不需要針對反賄賂等範圍的系統
，而應將 ISO 37301 視為更多的協調工具，它要求所有其他合規計劃或系統和諧運作
。因此，針對此標準的認證將證明您擁有符合一般合規最佳實踐的合規管理系統，最
終將降低您的整體合規風險。

ISO 37301 是由來自許多不同國家的專業人
士和專家組成的委員會設計的，並得到了大
多數 ISO 成員國的支持。它提供了對定期評
估風險、篩選業務合作夥伴（透過 ”基於風
險”的方法）、組織有一個工作系統來提出
問題以及在出現不符合項時組織正在改進其
系統的信任。

採用 ISO 37301 可為各行各業的組織帶來許多優勢，無論其規模、運營的複雜性以及
影響多個外部和內部方面的不同地域。我們建議貴公司考慮該標準，或者如果您想了
解有關 ISO 37301 的更多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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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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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N和5S已廣泛應用於服務業和製造
業的過程改進管理。它適合那些一級和
二級團隊領導和經理，質量和過程改進
專業人員以及有興趣成為相關行業的精
益專業人員。

如果任何機構對認證感興趣或想提高員工在LEAN和5S方面的知識，歡迎您通
過電郵聯繫我們的客戶服務部：acics2@aci-limited.com或電話：39778988或
瀏覽網站：www.aci-limited .com。

ACI為利豐物流（香港）有限公司
提供 LEAN 及5S研討會

利豐物流（香港）有限公司在全球範圍
內運營著廣泛的物流網絡。 他們致力
於為鞋類和服裝、快速消費品 (FMCG)
、食品和飲料以及零售行業提供快速、
可靠和具有成本效益的物流解決方案。 
為了應對龐大的客戶群體和滿足他們的
需求，公司需要了解LEAN和5S體系，
它們不僅幫助公司提高業務流程能力，
而且旨在幫助其實現持續性發展和長期
成功。

ACI 為來自利豐物流（香港）有限公司約 30 名參與者舉辦了一場關於 LEAN（精
益領導者）和 5S（運營和工作場所管理系統）概述的研討會。

LEAN和5S包含經營業務和提供
良好商業環境的成功要素。 精
益原則專注於減少浪費，與傳
統方法相比，以更少的人力、
更少的空間、更少的資金和更
少的時間創造出具有更高質量
和更少缺陷的精確客戶價值商
品和服務。 5S 是一種管理體系
，其最終目的是協助組織進行
工作場所管理，旨在優化所有
行業和服務部門的績效、清潔
度、舒適度、安全性、員工士
氣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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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 提供有關職業安全與健康的專業培訓
給物業管理、保安和清潔行業

ACI 於 2021 年 11 月為不同的物業管理、保安和清潔行業人員進行了培訓。培訓內容
涵蓋職業安全與健康條例及規例、物業管理行業不同服務的常見危害，包括保安、清
潔服務、裝修及保養工程、園藝和樹木栽培等。

在整個培訓過程中，幫助學員進一步了
解物業管理行業職業安全與健康的法律
要求，並指導加強與職業安全與健康相
關的工作安排和設施。

如果您正在尋找可靠且專業的公司進行安全審核或培訓，請通過 acics2@aci-limited.com 
或 (o) 3977 8988 聯繫我們的客戶服務部門或到訪網站：https://www.aci-limited 
.com/en/training/ 。我們隨時為您服務。

我們從參與者那裡得到了反饋，他們通
過我們導師的講解、經驗分享和互動小
組討論中得到學習。

我們明白安全是在工作場所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因此，安全審核服務: 包括對公司的規章
制度審查、培訓規定、佔用區域的監控和實施以及對工作場所方面的任何程度的控制，提
供定期和獨立的安全檢查和報告，是保護公司免受職業傷害所必需的健康和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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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 提供 ISO 27001:2013 
內部審核員培訓

ISO 27001 是 現今最流行的標準之一，近年來許多國家對該認證的需求顯著
增加。香港有許多公司正在獲得 ISO 27001 認證，以強調其信息安全管理系
統 (ISMS) 的穩健性，並應對全球的挑戰。

ACI 於 2021 年 12 月舉辦了“ISO 
27701:2019 安全技術和信息安全管
理體系 以及ISO 27001 內部審核員”
培訓，參與者包括香港電訊有限公司
、京信通信有限公司等多家資訊科技
和電信公司。

我們非常建議電信或金融行業的資訊科技
從業人員、審核師和業務經理參加此培訓
課程，相信他們能夠從實施 ISO 27001 中受
益匪淺。

如果您對我們的 ISO 27001 培訓或其他 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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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ed.com 或電話：3977 8983 或
瀏覽我們的網站: 
https://www.aci -limited.com/en/training/ . 

ISMS 是一組管理信息風險（例如網
絡攻擊、黑客攻擊、數據洩露或盜竊
）的政策、程序、流程和系統。 
ISO/IEC 27001 認證表明組織已經定
義並實施了最佳實踐信息安全流程。
通過參加我們的培訓，學員不僅了解
了ISMS的要求和框架，還了解到風
險管理、資產管理、人力資源安全、
事件和問題管理的最佳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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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 向集寶香港有限公司頒發 
ISO 9001:2015 證書

如果您對 ISO 9001:2015 認證或其
他 ISO認證服務感興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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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88 或到訪我們的網站
：www.aci -limited.com . 

ISO 9001:2015 認證適用於所有大型或小
型組織，無論其活動領域如何。我們非
常建議您的組織應用 ISO 9001，因為它
提供了許多品質管理原則，包括針對性
的客戶關注、高層管理人員的動機和影
響、過程方法和持續改進。

集寶香港有限公司是全球領先的創
新暖通空調、製冷、消防、安保和
樓宇自動化技術供應商，為全球超
過一百萬客戶提供消防安全和安保
解決方案。卓越的品質管理是他們
關注的關鍵問題之一 ，通過獲得 
ISO 9001:2015 認證，集寶可以按照
要求建立良好的品質管理體系，幫
助確保客戶獲得一致、優質的產品
和服務，從而帶來許多商業利益。

ACI 最近向集寶香港有限公司頒發了 ISO 9001:2015 品質管理體系證書，其認
證範圍為“保安、消防、水泵和水管系統設備的設計、物料供應、安裝和維修
保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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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 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機電工程署物料供應分部
提供專業諮詢服務

ACI 最近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機電工程署 (EMSD) 的物料供應分部 (SSD) 提供
專業諮詢服務。向機電工程署提供此項服務，不僅能幫助部門識別改善機
會，同時亦有助識別重組架構帶來的差距和改變。

在整個審查和專業諮詢服務過程中，
我們的審核員會研究和審查他們所涉
及的所有關鍵流程和工作程序，旨在
確定在滿足目標、原則、變更、要素
、系統文件和框架方面的差距和改進
領域，以及遵守部門IMS的要求。

如果您希望我們對您的工作流程進行審查並提供專業建議，並確定差距和
改進領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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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到訪我們的網站：
www.aci-limited.com . 



第52期资讯通-第14頁

ACI 頒發 ISO 9001、ISO 14001、ISO 45001 和 ISO 10002 
證書予夏利文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這些標準涵蓋了夏利文公司的不同範疇，例如 ISO 9001 有助於建立文件和維
護有效的品質體系，ISO 14001 提供了如何更有效地管理活動、產品和服務的
環境方面的指南，同時考慮到環境保護、污染預防和社會經濟需求。此外，
ISO 45001 使夏利文能夠通過預防與工作相關的傷害和健康不良以及主動改善
其職業健康安全績效來提供安全和健康的工作場所。而隨著 ISO 10002 的實施
，夏利文需要製定有效且高效的投訴處理流程以滿足客戶的需求，它有助於在
組織中灌輸積極的投訴處理文化，並提高處理投訴的專業水平。

夏利文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是會德豐有限
公司（香港交易所股份代號：20）的
全資附屬公司。夏利文成立於 1968 年
，是物業管理行業的領先公司，專注於
香港房地產行業，並為業主、租戶和其
他利益相關者提供一流的管理服務，以
提升他們的物業形象和有效的投資組合
管理。為了確保行業內高標準的管理服
務，夏利文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取得了 
ISO 9001、ISO 14001、ISO 45001 和 
ISO 10002 認證。

如果您想了解每個 ISO 標準更多詳細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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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88 或瀏覽我們的網站
：www.aci-limited.com .

ACI 最近向夏利文物業管理有限公司頒發了以下證書：ISO 9001:2015 品質管
理體系、ISO 14001:2015 環境管理體系、ISO 45001:2018 職業健康與安全管
理體系和 ISO 10002:2018 投訴處理管理體系。其認證範圍為 “在指定地點提
供物業管理服務”。

Accredited Cert
ific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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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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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 頒發 ISO 9001:2015、ISO 14001:2015 和 ISO 45001:2018 
證書予利豐物流(香港)有限公司

利豐物流 (香港) 有限公司是利豐(Li & Fung)有
限公司(香港交易所股票代碼494) 的全資子公
司。她是希望在亞洲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公司
的首選供應鏈合作夥伴。他們遍布中國、東
盟、日本、韓國、中東和印度次大陸的網絡
為他們在這個文化多元且經濟活躍的地區提
供了強大的“主場優勢”。

ISO 9001、ISO 14001 和 ISO 45001 適用於需要實用工具來管理其質量、環境或職業
健康與安全體系的任何類型的公司和組織。如果您想了解更多關於我們的 ISO 認證
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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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88 或訪問我們的網站 www.aci-limited.com . 

ACI 最近向利豐物流 (香港) 有限公司頒發了 ISO 9001:2015 品質管理體系、ISO 
14001:2015 環境管理體系和 ISO 45001:2018 職業健康與安全 (OHS) 管理體系證書
。這些認證的範圍是 “提供物流配送中心服務”。

通過獲得 ISO 9001、ISO 14001 
和 ISO 45001 認證，它為利豐物
流提供了與質量、環境和 OHS 管
理體系相關的使用指南，重點關
注人、環境和健康與安全。正如
利豐物流所承諾的：

“我們關心我們的員工和環境。
我們始終強調安全和可持續的做
法。我們遵守最高的合規性、道
德和倫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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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3485:2016 醫療器械質量管理體系認證予
耀鎮行有限公司

近日，ACI 向耀鎮行有限公司頒發了 ISO 13485:2016 醫療器械質量管理體系證書，範圍
為 “提供一般非主動非植入醫療器具和一般主動醫療器具(非植入性)的銷售，倉儲和分銷
”。

耀鎮行有限公司通過其供應鏈提供優質的醫
療器械和健康產品。通過實施 ISO 
13485:2016 認證，耀鎮行獲得了進入本地和
海外醫療器械及相關服務市場的機會，因為
最重要的要求之一是確保其質量管理體系符
合 ISO 13485 要求。

監管要求在產品生命週期的每一步都越來越嚴格，包括服務和傳送。醫療器械行業的組
織越來越希望展示他們的質量管理流程，以確保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最佳實踐。ISO 
13485 標準規定了特定於醫療器械行業的質量管理體系要求。

如果貴公司的業務性質與醫療器械行業相關，我
們非常建議您申請 ISO 13485:2016 認證，因為
它有助於確保達到質量要求，以便您有更多機會
進入全球市場。

有關 ISO 13485 認證的更多詳情，請隨時通過電話：39778988 或電子郵件：
acics2@aci-limited.com 聯繫我們的客戶服務部門或訪問我們的網站：
www.aci-limited.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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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認可認証有限公司贊助安老院舍

近年來，香港人口老齡化問題越來越嚴重。老
年人的健康會出現各種問題，需要社會給予更
多的關注以及支持，而且人口老齡化對老年服
務產生了更大的需求。

ACI 一直關注我們社區的安老服務，並希望為
那些能夠在安老院裡過上健康、尊重和有意義
的生活的長者提供適當的支持。因此，ACI 近
期提供捐獻給予兩間安老院

我們希望安老院能繼續提供優質的服務，讓長者在安全舒適的環境中得到妥善照顧
。同時，我們將繼續響應社會需求，並為之做出貢獻。

上述所有捐款均得到職業及社會服務協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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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QI & IRCA Certi�cated IRCA 45001:2018  內部審核員
17-21 Jan 2022 (9:00am-5:30pm)

21-25 Mar 2022 (9:00am-5:30pm)
21-25 Feb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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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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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Jan 2022(9:30am-12:30pm)

16 Mar 2022 (9:30am-12:30pm)

16 Feb 2022 (9:30am-12:30pm)

13-14 Jan 2022 (9:00am-5:30pm)
16-17 Mar 2022 (9:00am-5:30pm)

16-17 Feb 2022 (9:00am-5:30pm)

20 Jan 2022 (9:00am-5:30pm)

17 Mar 2022 (9:00am-5:30pm)
17 Feb 2022 (9:00am-5: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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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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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Jan 2022 (9:00am-5:300pm)

16 Mar 2022 (9:00am-5:30pm)
16 Feb 2022 (9:00am-5:30pm)

TNF4
Code

11-12 Jan 2022 (9:30am-5:00pm)
Course con�rmed and seats are limited. 15-16 Mar 2022 (9:30am-5:00pm)
15-16 Feb 2022 (9:30am-5:00pm)

TNEn4
Code

Course con�rmed and seats are limited. 

27-28 Jan 2022 (9:00am-5:30pm)
23-24 Mar 2022 (9:00am-5:30pm)

23-24 Feb 2022 (9:00am-5: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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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 Jan 2022 (9:30am-5:00pm)
Course con�rmed and seats are limited. 15-16 Mar 2022 (9:30am-5:00pm)
15-16 Feb 2022 (9:30am-5:00pm)

10 Jan 2022 (9:30am-5:00pm)
Course con�rmed and seats are limited. 14 Mar 2022 (9:30am-5:00pm)
14 Feb 2022 (9:30am-5:00pm)

25-26 Jan 2022 (9:30am-5:00pm)
Course con�rmed and seats are limited. 14-15 Mar 2022 (9:30am-5:00pm)
14-15 Feb 2022 (9:30am-5: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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