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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9650 正在成為
全球建築信息模擬(BIM)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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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個地球—2022年世界環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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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1:2018 證書

ACI 頒發 ISO 27001:2013 資訊安全管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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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要 BIM 領導小組的支持下，ISO 19650 
正在成為全球建築信息模擬(BIM)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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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 ISO 19650 在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採用
在主要 BIM 領導小組的支持下，ISO 19650 
正在成為全球建築信息模擬(BIM) 標準

國際認可認証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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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認證服務。  ISO 19650 可應用於所有資產類型，是真正統一的 BIM 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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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M完全是關於協作—工程師、業主、建築
師和承包商在 3D 虛擬施工環境（通用數
據環境）中的協作，它在這些學科之間共
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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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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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和認證服務，可以透過acics2@aci-limited.com 或 （o）
3 9 7 7 8 9 8 8 與 我 們 的 客 戶 服 務 部 門 聯 繫 及 R T T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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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



最新資訊
ACI 為新世界第一巴士柴灣車

廠進行了獨立環境審核

ACI 最近向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提供獨立環境影響評估 (EIA)。 該評估是由我們
的獨立環境檢查員 (IEC) 根據 EIA 為柴灣永久車廠的廢物管理計劃和避免污染計劃進行
的評估服務。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新巴）是
香港其中一間最大的巴士營運公司之一
。新巴成立於 1998 年，於同年 9 月 1 日在
港島接手 88 輛中華巴士服務，它們現歸 
Bravo Transport 所有。 新巴致力以社會
可接受的票價為香港提供最佳巴士服務
，同時他們致力於環境保護，並製定了一
系列積極的環保措施。 他們的目標是提
供高質量的服務，同時為社區帶來更環
保的環境。  

如果您對我們的獨立環境審核 (I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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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88 或訪問我們的網站：www.aci-limited.com  

因此，透過進行獨立環境影響評估，它有助新
巴檢討其車廠的整體環境表現，包括實施環
境保護和緩解措施。 我們的獨立環境檢查員將
獨立、客觀地進行現場檢查、審查和審核，並就
客戶柴灣車廠的環保表現提供專業意見。 該車
廠能夠進行日常維護工作，包括機械、電氣、空
調系統和公交車維修，其全部容量旨在為數
百輛公交車提供維護和後勤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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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隨時與我們聯繫以獲取有關我們網上問卷調查服務的更多信息，可以通過電子郵件 
acics2@aci-limited.com 或電話：3977 8988 或到訪我們的網站：www.aci-limited.com

在調查公司的客戶群時，沒有什麼比問卷調查更重要的了。 因此，ACI 為我們
的客戶新推出了網上問卷調查服務。網上問卷調查可以服務於各種主題，包括
客戶滿意度、忠誠度、服務等級、趨勢等。 它可以通過評估客戶對其產品和服務
的期望以及信任和忠誠度水平來提高生產力和盈利能力，從而幫助客戶開展
業務，更快、更準確、更經濟、更快速的分析方式。

ACI 網上問卷調查服務為您提供了一種收集反饋的創新方
法，並提供了一個聯繫渠道，使您能夠創建一個忠誠和滿
意的客戶群。我們的在線調查服務幫助提出特定領域的問
題。我們的專家將收集所有調查結果並在數據分析後向客
戶提交一份分析報告。 這樣我們的客戶就會知道需要改進
的地方，提出新的想法並製定成功的策略。

ACI 新推出了網上
問卷調查服務



世界環境日（WED）於每年的 6 月 5 日慶祝，是聯合國為鼓勵全球居民提高環境
保護意識和行動而成立。 今年ACI一同慶祝世界環境日，其主題是“只有一個地球”
，是次活動由瑞典主辦。

世界環境日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平台，
以提高人們對我們環境面臨的問題的
認識，例如空氣污染、塑料污染、非法野
生動物貿易、可持續消費、海平面上升和
糧食安全等。 此外，WED 有助於推動消
費模式以及國家和國際環境政策的變
化。

世界環境日亦是一個全球公共宣傳平
台，每年有超過 143 個國家參與。每年
，該計劃都為企業、非政府組織、社區、政
府和名人提供了一個主題和論壇，以
倡導環境事業。讓我們共同努力，拯救
我們的地球，使其免受一切危害它的
影響。

只有一個地球—
2022年世界環境日

ACI 提供不同類型的 ISO 管理體系認證。如果您想在環境方面做出貢獻，我們非常建議您申請
我們的 ISO 14001 環境管理體系 (EMS)、ISO 14064 溫室氣體管理體系 (GHGMS) 和 ISO 
50001 能源管理體系 (ENMS)。在申請 ISO 認證之前，您還可以註冊我們的 ISO 培訓課程，以了
解有關該標準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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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 通過參加 2022 年 6 月 9 日由International 
Accreditation Service (IAS) 主辦的在線活動來慶祝
世界認證日 (WAD)。今年的主題是“認證：經濟增長和
環境的可持續性”。

世 界 認 證 日 是 由 國 際 實 驗 室 認 證 聯 盟 
(ILAC) 和國際認可論壇 (IAF) 發起的一項全
球倡議，旨在紀念和慶祝通過認可和認證提
供的合規服務的重要性。

提供安全的食品、清潔的飲用水、可持續能源、
消費者安全、患者護理或保持未受污染的環
境是認證的眾多成果中的一部分。為了認可
這些價值觀，ACI 會繼續支持 2022 WAD 的“
經濟增長和環境的可持續性”使命。

ACI 是一個充滿活力和以客為本的認證機構。我們提供不同種類的國際認證。憑藉我
們高標準的服務，我們為商業客戶、政府和國際機構提供服務。如果您想了解我們的 
ISO 認證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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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認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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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門培訓

ACI被委任為港基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安全培訓課程，旨在幫助員工透過課
程了解各項預防措施，以降低工作中受傷或死亡的風險。

港基為全港最具規模物業管理公司之
一。 港基以專業及豐富的經驗，透過
創新和體貼的服務，竭盡所能為業
戶提供全方位優質管理，締造舒
適的生活居停及安全營商環境，
從而滿足業戶的需求。 他們目前管
理的物業包括大型住宅物業、商業
大廈、高檔別墅、工業樓宇、商場和會所
等。

港基的安全培訓課程主要集中在物業管理
行業。 本季度的培訓主題包括預防中暑和化學品 處
理，下個季度將舉辦密閉空間和高空作業的培訓主題。 我 們 的
導師在公共和私營部門進行安全審核方面具有豐富經驗，因此，他們能夠在課程中分
享到有用的信息，包括行業的良好做法、最新的法律要求、危險和安全措施、應急準備、事
故案例分析和有效監控、溝通和檢查安排等。

安全培訓可以提高員工意識並減少工作場所意外。如果您想更好地了解工作
環境的設置以及工作時的良好做法，我們非常建議您參加我們的安全培訓課
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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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ci-limited.com

ACI 為港基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安全
培訓課程

第54期資訊通 - 第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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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 為機電工程署 (EMSD) 提供了 ISO 37001:2016 反賄賂管理系統培訓。

ISO 37001 的設計旨在幫助組織解決貪污問題。它為建立、實施、維護、審查和
改進反賄賂管理體系提供了指導和要求。 ISO 37001 詳細說明了一些具體
措施和檢查，敦促組織實施以防止貪污敗或至
少及時識別貪污行為。

在整個培訓課程中，它讓機電工程署同事了解 
ISO 37001:2016 的要求以及反賄賂管理體系的
目的。此外，了解反賄賂管理體系的要素和運作及
其 主 要 流 程 。它 適 用 於 負 責 其 公 司 I S O 
37001:2016 管理體系的人員，包括項目經理和
團隊成員，或尋求了解反賄賂管理體系主要流程
的人士。 

如果您對我們的意識培訓或其他課程感興趣，請隨時通過電子郵件與我們聯繫：
t r a i n i n g @ a c i - l i m i t e d . c o m 或 電 話：3 9 7 7 8 9 8 3 或 瀏 覽 我 們 的 網 站：
https://www.aci-limited.com/en/training/ 

ACI向機電工程署提供 ISO 37001:2016
反賄賂管理體系培訓 



ACI 為物業管理公司提供安全培訓

ACI 明白到物業管理公司在建築翻新和維護方面有多項職責。 它不僅以僱主的身份確保其
員工的工作安全，而且以“佔用者”的身份對非公司直接僱用的工人的安全和健康負責。

因此，ACI 現在為物業管理公司提供安全
培訓，這些課程專為在物業管理行業工作
的人員而設計，如物業經理、設施經理、測量
師、工程人員等。 我們的課程內容集中於管
理健康和安全並涵蓋物業管理行業常見
的安全問題，其中課程主題包括:中暑、化學
品處理、密閉空間操作和高空工作等。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關於我們的安全培訓的信息，請隨時通過 acics2@aci-limited.com 
或電話：3977 8988 或訪問我們的網站：www.aci-limited.com 聯繫我們的客戶服務部。

我們可以定制任何培訓課程以滿足您組織的需求。通過為您的員工定制培訓，使他們能夠
充分理解課程內容，並能夠將所學知識應用於實際情況。讓我們將他們的經驗轉化為貴公
司的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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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 為致力於可持續發展的公司提供 ESG 培訓

如 果 您 對 我 們 的 E S G 培 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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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88 了解更多詳情。

ESG 已成為影響業務和投資者成功的所有非
財務問題的基本要素。 它代表“環境、社會和管
治”，代表了公司用來幫助自己負責任地經營
的一系列標準—並向投資者和其他人報告其 
ESG 實踐的結果。

ACI 現在正在為那些可持續發展的公司提
供 ESG 培訓。 ESG 培訓旨在為公司的可持續
發展之旅提供支持和指導，並幫助他們實施
變革以產生真正的影響。培訓將涵蓋ESG的
介紹及其目的、ESG的原則及其要素、討論機
會和策略……等。



第54期資訊通 - 第12頁

Accredited Cert
ific

at
io

n 
In

ter
na

tional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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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最近向香港寬頻有限公司 (HKBN) 頒發 
ISO 45001:2018 證書，包括其下的香港寬頻
科技有限公司、香港寬頻企業方案香港有限公
司和香港寬頻企業方案有限公司。

作為一家業務遍及亞洲的綜合電信和技
術解決方案提供商，香港寬頻由來自各
行各業和背景的人才組成。雖然多元化是
他們的優勢，但他們也一致認為，無論香
港寬頻在哪裡運營，他們的工作都應該
產生持久的積極影響—或激勵其他人也
這樣做。香港寬頻的核心宗旨是“讓我們
的家成為更宜居的地方”。

通過獲得 ISO 45001:2018 認證，香港寬頻能
夠根據 ISO 45001:2018 的要求管理運營風險
並提高績效。 ISO 45001 認證旨在讓公司控制
和了解正常運營和異常情況導致的所有相關
風險。同時它亦減少和預防事故以及與事故相
關的生命、設備、時間損失和環境破壞。

ACI 向香港寬頻有限公司頒發 ISO 45001:2018 證書

如果您的組織對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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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訪問我們的網站 
www.aci-limit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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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 最近向九龍東聯合醫院餐飲服務部 – 基
督教聯合醫院、將軍澳醫院和靈實醫院頒發 
ISO 14001:2015、ISO 22000:2018 和 ISO 
45001:2018 證書。認證範圍為「在基督教聯合
醫院 (UCH)、將軍澳醫院 (TKOH) 及靈實醫院 
(HHH) 提供病人膳食服務」。

考獲綜合管理系統認證對於九龍東聯合醫院（KECH）的餐飲部門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通過獲得 
ISO 14001:2015 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它為 KECH 餐飲部門提供了有關如何更有效地管理活動、
產品和服務的環境方面的指導，同時考慮到環境保護、污染預防和社會經濟需求。

ISO 22000 食品安全管理體系幫助他們證明符合適用的法律法規食品安全要求，有效地將食
品安全問題傳達給他們的供應商、客戶和食品鏈中的相關利益方。 另外，ISO 45001 職業健康
和安全管理體系能夠防止與工作有關的傷害和健康不良，並提供安全和健康的工作場所給僱
員們。

我們非常建議在食品行業的組織申請這些 ISO 認證。它將為您的公司在業務流程中帶
來競爭優勢。如果您想了解有關我們 ISO 認證服務的更多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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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訪問我們的網站
：www.aci-limited.com

ACI 為醫院管理局九龍東聯網餐飲部
頒發 ISO 14001:2015、ISO 22000:2018、

ISO 45001:2018 證書

靈 實 醫 院
Haven of Hope Hospital



ACI 最近向職業訓練局 (VTC) — 資訊科技服務科頒發了 
ISO 27001:2013 證書，其認證範圍為“為內部組織提供 

IT 戰略制定、系統管理和服務提供”。

VTC 是香港最大的職業教育、培訓和專業發
展的團體，而資訊科技服務科（ITSD）是

職業訓練局的營運單位（OU）之一。
ITSD 旨在為職業訓練局各單位提供
優質及具成本效益的資訊科技服務
，協助局方達成願景、使命及策略目
標，並創造一個使所有職業訓練局
學生及職員均能享用便捷服務，取得

所需資訊，並建構支援局方發展的資
訊科技平台。

我們為 VTC 提供的 ISO 27001:2013 認證服
務，包括文件審查以評估任何不符合項，並確
保不符合項得到解決、修訂或重新評估，直到
滿足其認證要求，另外，亦會根據抽樣方法作
出重新評估審核，以確定樣本足夠覆蓋其認
證範圍並能夠通過審核，從而獲得證書。通過
獲得 ISO 27001:2013 認證，它可以幫助 VTC 
確保選擇適當和相稱的安全控制措施，以保
護信息資產並讓公司（包括其客戶）充滿信心。

ACI 已為多間公司頒發 ISO 27001 認證，例
如西門子股份有限公司其下的 Siemens 
Limited、Siemens Mobility Limited、Yutraffic 
Limited 和 Siemens Logistics Limited，另外
還有PTS Managed Services Limited、IPSOS 
PTE Limited、理信金融風險顧問有限公司、卓
科數碼系統通訊有限公司、 退休基金會 (澳
門) 、夢網國際通信(香港)有限公司、齊合綠色
環保有限公司, 卓德萊坊測計師行有限公司
等。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關於我們的 ISO 認證服務的信息，請隨時通過電子郵件與我們聯繫：
acics2@aci-limited.com 或電話：3977 8938 或訪問我們的網站：www.aci-limited.com

ACI 頒發 ISO 27001:2013 資訊安全管理體系證書予
職業訓練局 (V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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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今年繼續履行 《節能約章2022》  和  《4T約章》  ，
並於2022年6月17日參加了“全民節能減碳2022”
活動的啟動儀式。該儀式旨在推動各界攜手節能
減碳，實現低碳轉型。 啓動禮是香港特別行政區
成立二十五周年的慶祝活動之一 。

啓動禮期間舉行了 《節能約章2022》  和 
 《4T約章》  簽署儀式和  《慳神重新校驗大
比拼》  啟動儀式。 同時機電工程署在啟動
禮宣布推出建築物電力使用指數網上
基準工具，提供清晰數據和基準，有助
動員社會參與和配合節能 。

ACI參加  “全民節能減碳2022”
運動啟動禮

我們將信守承諾，樹立企業社會責任的榜樣，以幫助拯救地球。

社會責任及持續發展



Today’s Learning for Tomorrow’s Challenge

Course fee 

Venue:
ACI Training Centre 
(O): 3977 8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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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QI & IRCA Cer�ficated IRCA 45001:2018  內部審核員

18-22 Jul 2022 (9:00am-5:30pm)

19-23 Sep 2022 (9:00am-5:30pm)
15-19 A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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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部審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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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Jul 2022(9:30am-12:30pm)

14 Sep 2022 (9:30am-12:30pm) 11 Aug 2022 (9:30am-12:30pm)

18-19 Jul 2022 (9:00am-5:300pm)
19-20 Sep 2022 (9:00am-5:30pm) 15-16 Aug 2022 (9:00am-5:30pm)

13 Jul 2022 (9:00am-5:300pm)

07 Sep 2022 (9:00am-5:30pm) 10 A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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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Jul 2022 (9:00am-5:300pm)

06 Sep 2022 (9:00am-5:30pm) 09 Aug 2022 (9:00am-5:30pm)

TNF4
Code

19, 25 Jul 2022 (9:30am-5:00pm) Course con�rmed and seats are limited. 

08-09 Sep 2022 (9:30am-5:00pm) 09-10 Aug 2022 (9:30am-5:00pm)

TNEn4
Code

14-15 Jul 2022 (9:00am-5:300pm)
08-09 Sep 2022 (9:00am-5:30pm) 11-12 Aug 2022 (9:00am-5:30pm)

最新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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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8 Jul 2022 (9:30am-5:00pm) Course con�rmed and seats are limited. 

08-09 Sep 2022 (9:30am-5:00pm) 09-10 Aug2022 (9:30am-5:00pm)

06 Jul 2022 (9:30am-5:00pm) Course con�rmed and seats are limited. 

07 Sep 2022 (9:30am-5:00pm) 08 Aug 2022 (9:30am-5:00pm)

07-08 Jul 2022 (9:30am-5:00pm) Course con�rmed and seats are limited. 

08-09 Sep 2022 (9:30am-5:00pm) 11-12 Aug 2022 (9:30am-5:00pm)

Course con�rmed and seats are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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