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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態世紀先進技術 - 
ISO 27001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連同網絡安全評估

如今，隨著人口的增加和不同工業流程中數字化程度的提高，資訊安全是一個非常
重要的問題。組織在外部和內部都是相互聯繫的，因此，保護存儲在您的硬件、軟件和
應用程序中的數據至關重要，但您也必須專注於保護實體資產，例如您的門、 入口通
道和建築物。當您建立了強大的安全策略時，您可以在工作環境中提供一種保護和安
全感。

最近，發生了許多重大的安全漏洞，洩露了
數百萬條個人信息。 2020年，僅香港就報告
了近8,400起安全事件，中小企業是主要受
害者。對網絡安全控制的測試和評估將幫助
您定義組織的當前安全狀態，並通過將安全
解決方案映射到業務目標來提供通往理想
未來狀態的路線圖。網絡安全評估包括驗證
公司的Web應用滲透系統、Web應用滲透測
試、移動應用滲透測試、漏洞評估、配置審查等。

為了使安全策略取得成功和全面，許多組織不僅進行了網絡安全評估
，還申請了 ISO 27001 資訊安全管理體系認證。 ISO 27001 資訊安全
管理為任何類型的數字信息提供安全性，並通過其系統化的方法，幫
助識別、管理和降低對您的信息的常規威脅的嚴重性。作為一家 ISO 
27001 公司，可確保保護您的信息資產，從而降低因數據洩露而受到
法律起訴和失去客戶信任的可能性。

如果您對 ISO 27001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和網絡安全評估有任何疑問，請隨時通過電子郵
件與我們聯繫：acics2@aci-limited.com 或電話：3977 8988 或訪問我們的網站：
www.aci-limited.com . 

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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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資訊

為Phronesis Partners - 印度分公司進行以符合 
ISO 20252要求之獨立項目審核

ACI 最近向 Phronesis Partners - 印度分公司進行了根據他們初級研究項目的獨立項目
審核，Phronesis Partner是一家提供初級研究、競爭情報和基準測試的全球市場研究公司。
本次審核是根據 ISO 20252- 市場,民意和社會調查管理體系認證之要求進行。

在全球範圍內，市場和社會研究為大
量私人和公共組織提供關鍵戰略數
據和建議。在過去幾年中，隨著全球經
濟趨勢要求更多地獲取區域信息，該
行業已迅速成長為一支充滿活力的
國際力量。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請通過電子郵件聯繫我們的客戶服務部：acics2@aci-limited.com 或電
話：3977 8988 或瀏覽我們的網站：https://www.aci-limited.com/en/ .

在亞洲，隨著公共和私人組織認識到需要進行嚴格的研究，以此作為影響政策、計劃和戰
略的關鍵決策的基礎，對研究的需求大幅增加。因此，ISO 20252 成為市場研究行業必不
可缺少的，因為它的建立是為了將國際質量標準的原則推廣到市場、輿論和社會研究。

ISO 20252 幫助組織確保及時提供優質服務並減
少錯誤和重覆工作。它還可以改進研究過程的運營
管理和控制。如果您從事市場研究行業，我們非常
建議您申請 ISO 20252 認證，以提高您的公司聲譽
並提升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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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 為順豐速遞（香港）有限公司
進行了獨立檢查和負載測試

ACI最近為順豐速遞（香港）有限公司進行了升降台的獨立檢查和負載測試。本次負載測試服
務主要針對順豐速遞位於亞洲物流樞紐-順豐中心，以及按照《工廠及工業經營(起重機械及
起重裝置)規例》進行一般檢查。 循查、徹底檢查和測試對於確保起重機械及起重裝置的安全
性和可靠性尤為重要。起重設備或起重工具必須經過定期檢查才能保證其安全性和可靠性。

順豐速運（集團）有限公司是一家總部位於廣東深
圳的中國跨國快遞服務和物流公司。它是中國第二
大快遞，提供國內和國際快遞。作為國內領先的綜合
快遞物流服務商，順豐旨在為客戶提供一站式綜合
物流解決方案。

ACI 提供合資格的專家為客戶進行獨立檢查和負載測試，使他們能夠發現其缺陷或弱點，並
評估它們對起重設備的安全和持續使用的重要性。

如果您對我們的獨立檢查和負載測試服務有任何疑問，請隨時通過電子郵件與我們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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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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共同努力，
保護我們的環境！

ACI於2022年9月出席由機電工程署（EMSD）
舉辦的「能源效益及節約網絡研討會－中小企
實現碳中和的途徑」此網絡研討會旨在豐富參
加者對能源效益及節能相關議題的認識。

整個網絡研討會期間，機電工程署邀請了不同的講者
就能源效率和節約能源的不同話題
進行討論。例如，可再生能源—上網
電價計劃；探索基於在線建築的電
力利用指數基準測試工具；重新調

試 (RCX) 編程和案例分享；強制性能源
效益標籤計劃 (MEELS)…等

機電工程署：“能源效益及節約” 
網絡研討會 –中小企業實現碳中和的途徑

為了鼓勵中小企業實現碳中和，推動公司脫碳很重要。鼓

勵我們制定科學的目標，通過開發減碳技術、節約能源消

耗成本、更好地應對資本市場的相關披露要求來激發創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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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已承諾在 2050 年之前實現碳中和，其中包括在 2035 年之前將香港的碳

排放量比 2005 年水平減少 50% 的中期目標。氣候行動計劃提出大幅削減香港電力部

門的化石燃料—這是該市三分之二溫室氣體排放的來源。

實現碳中和不僅是為了避免氣候變化最嚴重後果的

關鍵，而且還為社區和整個社會帶來好處。

他們包括：

▪ 減少環境污染和改善健康

▪ 促進可持續經濟增長和創造綠色就業機會

▪ 通過減輕氣候變化的影響來加強糧食安全

▪ 表明公司對脫碳的承諾以及補償剩餘影響的願望

▪ 提高公司的綠色認證，將其與其他品牌區分開來，
成為對環境負責的品牌。

香港的碳中和之路 

如果您的組織想了解更多資訊關於如何為碳中和做出貢獻，請隨時聯繫我們的客戶服務

部門。我們提供不同類型的服務，例如碳排放驗證、碳排放與能源評估、ISO 50001 能源

管理體系評估、ISO 14064 認證等，這些服務將幫助您的公司實現碳減排。

客人歡迎通過電子郵件: acics2@aci-limited.com 或電話：3977 8988 或到訪網站：
https://www.aci-limited.com/en/ 與我們聯絡。

國際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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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9 月 19 日至 23 日，超過 5,000 名代表參加了由阿聯酋工業發展技術部 (MoIAT) 主辦的國際
標準化組織 (ISO) 2022 年度大會。今年 ISO 大會主題是“合作共贏”。

ISO 年度大會是 ISO 日程中的重要活動，此

活動包括專題會議、交流機會、ISO 大會

和相關治理會議。來自 120 多個國家/地區

的代表於 2022 年 9 月 19 日至 23 日期間在

阿布扎比參加以 “降低貿易障礙和支持氣候

行動”為目的的年度會議。

此週的計劃探討了我們如何通過共同努力使

用國際標準來實現一個更美好、更可持續的

世界，例如: “變革性氣候解決方案的創新” - 

為全球跨學科實踐社區提供分享想法和設計

氣候的空間解決方案; “國際標準體系的一致

性”; “實現全球合作”; “數字化時代的貿易” 等

等。

如果您對 ISO 認證有任何疑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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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 2022年度大會主旨: 
降低國際貿易障礙並支持氣候行動

香港的碳中和之路 

對於與會者來說，這是富有成果的一周，他們探索了當今最重要的全球挑戰和技術發展，並

了解了標準作為永久變革加速器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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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門培訓

國際認可認証有限公司正在為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提供“三跑道系統的北
跑道改建工程”項目的5S培訓。中國建築於1979年在香港開始建築業務，從事建築施
工和土木工程，並獲工務局批准列入公共工程認可承建商名單內（丙組）。

5S管理是一種哲學和方法論，它應用了五項原則：整理（seiri）、 整頓（seiton）、 清掃（
seiso）、 清潔（seiketsu）和素養（shitsuke），以在組織中建立和保持工作環境的質量。
這種方法可以管理空間、 人力、 時間、 質量和資金，使現場成為一個井井有條、紀律嚴
明和乾淨的工作場所。

在此 ACI-5S 培訓計劃中，參與者可
以快速掌握將 5S 工具應用於其現
場安全改進項目的技能。該計劃全
面介紹了開發安全改進項目的關鍵
原則和實踐。它還具有應用和以結果
為導向的重點。這意味著參與者將準備
好識別改進機會並執行改進工作。

參與者將獲得充足的培訓材料，例如清單和模板，以開發他們自己的 5S 安全改進項
目。我們非常建議建築行業的公司申請我們的 5S 培訓課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關於
我 們 5 S 培 訓 的 信 息 ，請 通 過 電 子 郵 件 聯 繫 我 們 的 培 訓 部 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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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 問 我 們 的 網 站：
https://www.aci-limited.com/en/training/。

ACI 為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提供 5S 培訓



ACI delivered ESG Training 
to Jones Lang LaSalle 

(JLL)

任何企業的環境、社會和管治 (ESG) 事務都是相互關聯的，在當前的 COVID-19 全球
大流行中，ESG 在投資者、政策制定者和其他主要利益相關者中變得更加重要，因
為它被視為一種保護企業免受未來風險。

為了幫助組織更多地了解 ESG，ACI 最近
對仲量聯行 (JLL) 進行了 ESG 培訓。仲量
聯行是一家全球商業地產服務公司，成

立於英國，在全球設有多個辦事處。該

公司還在全球範圍內提供投資管理服務

，包括為機構和散戶投資者以及高淨值

個人提供服務。 

在培訓課程中，仲量聯行員工可以對 ESG 有一
個概覽，了解其目標和要素，並進一步討論 ESG 
報告的詳情。我們的導師還詳細闡述了 ESG 將
如何影響物業管理行業以及保持其可持續性的

示例。

如果任何組織想推廣 ESG 或讓您的員工更多地了解 ESG，我們可以為您的公司和行業
量身定制培訓課程。請隨時通過電子郵件聯繫我們的培訓部門了解更多詳情：

training@aci-limited.com 或電話：3977 8983 或訪問我們的網站：
www.aci-limited.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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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 為仲量聯行 (JLL) 提
供 ESG 培訓

ACI 為仲量聯行 (JLL) 提
供 ESG 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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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認可認証有限公司近日為昂坪360有限公司舉辦了關於ISO 9001:2015質量管理
、ISO 45001:2018職業健康與安全管理及ISO 55001:2014資產管理的綜合管理體系培
訓。

昂坪360有限公司為香港鐵路有
限公司之附屬公司，主要業務為
營運昂坪纜車及昂坪巿集。昂坪

360致力發展符合國際標準的環保系統，同時保護自己的資產。例如，纜車的設計降低
了昂坪360系統和電機的噪音，以符合香港建築環境評估方法（HK-BEAM）的要求，並
儘量降低噪音對附近居民的影響。而室外燈光裝置亦維持國際標準以減低燈光污染。

在整個培訓課程中，參與者能夠了解 
ISO 9001:2015、ISO 45001:2018 和 ISO 
55001:2014 標準的目的、結構和關鍵要
求。他們還能了解到內部審計的重要性
和內部審核員的責任；獲得必要的知識
和技能來計劃、準備和進行內部審核；以
簡潔、一致和信息豐富的方式應用和記
錄內部審計活動和輸出……等。  

 ACI 致力於通過不時提供相關和有用的培訓來幫助行業、組織甚至個人實現持續
改進和增長的目標。如果您對我們的培訓或其他服務感興趣，請隨時通過電子
郵件與我們聯繫：training@aci-limited.com 或電話：3977 8983 或訪問我們的網
站：https://www.aci-limited.com/en/training/ 。

ACI 為昂坪360有限公司 (港鐵公司附屬公司)
提供綜合管理系統 (IMS)

ISO 9001:2015、ISO 45001:2018 和 ISO 
55001:2014 培訓

ACI delivered ESG Training 
to Jones Lang LaSalle 

(J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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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 頒發 ISO 19650-2:2018 和 
ISO 19650-5:2020 證書給Build IT Limited

ACI 最近向 Build IT Limited 頒發了 ISO 19650-2:2018 和 ISO 
19650-5:2020 建築信息模型 (BIM) 認證，範圍為 “為建築物和
土木工程提供 BIM 諮詢服務”。  

Build IT 是一家以 BIM 為中心的建築 IT 解決方案提供商。其服務包括 BIM 建模、碰撞分析、
項目調度和施工排序、3D 掃描和設施管理等。

如果您想了解有關 ISO 19650 B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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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88 或訪問我們的網站：
https://www.aci- limited.com/en/ 。

建築信息模型是一種先進的技術，可幫助建
築師、工程師和建築專業人士規劃、設計、建造
和管理基礎設施的開發和建設。 BIM 不僅可
以讓設計和施工團隊更高效地工作，還可以
讓他們捕獲在此過程中創建的數據，從而使
運營和維護活動受益。這就是為什麼 BIM 要
求在全球範圍內不斷增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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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 最近向萬利仕（亞洲）顧問有限公司頒發了 ISO 19650-2:2018 和 ISO 19650-3-2020 認
證。認證範圍為“為土木、土力、交通、結構和測量工程提供BIM顧問服務；提供土木、結構
和測量工程的現場管理和監督”。

萬利仕（亞洲）顧問有限公司是寶燵
控股有限公司（港交所股票代碼：
8601）在香港的工程顧問公司，專注
於基礎設施發展領域的全資子公司。
他們由一群熱情、經驗豐富的專業工
程師組成，目前擁有超過 300 名具有
工程行業不同領域專業知識的員工
隊伍。

ISO 19650，是一系列國際標準。它定義了在使
用建築信息模型 (BIM) 時在整個資產交付和運
營階段有效管理信息的協作流程。使用 BIM 超
越了項目的規劃和設計階段，它支持成本管理

、施工管理、項目管理和設
施運營。它減少了傳統上
在新團隊獲得項目“所有
權”時發生的信息丟失。

ACI 頒發ISO 19650-2:2018 和 ISO 19650-3-2020 認證給
萬利仕（亞洲）顧問有限公司

近年ISO 19650 越來越受歡迎，因此更需要一個國際框架，允許行業跨項目和跨國界
合作。我們非常建議那些建築/結構/樓宇服務顧問和承包公司實施 ISO 19650 BIM。
如果您對我們的認證服務有任何興趣，請通過電子郵件與我們聯繫：
acics2@aci-limited.com 或電話：3977 8988 或訪問我們的網站：
https://www.aci-limited.c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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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向六寶健康產品有限公司頒發了ISO 22000:2018食品安全管理體系和良好生產規範（GMP

）證書，範圍為“健康膠囊食品和健康飲料的生產”。

六寶健康產品有限公司於1985年在香港成立，
生產高品質的專有草本營養食品和保健品，以
促進公眾對社會健康的關注。六寶的產品在香
港製造，符合 ISO 22000 認證。 ISO 22000 認證
讓六寶了解在其行業內應實施那些傳統的質量
保證和預防性食品安全措施。

食品行業可以從 ISO 22000 中受益，因為它有助於提高資源利用率、增加公司利潤、降低食
源性疾病的發生率，並提供更有效的技術、方法和程序文檔。六寶還獲得了食品行業推薦的
GMP認證。這是食品製造和質量控制測試控制和管理的常見做法。它也是世界公認的食品
質量標準。

如果您在食品行業工作，請隨時與我們聯繫以獲取有關 ISO 22000 和 GMP 認證的更
多詳細信息。通過滿足 ISO 22000 和 GMP 規定的要求，您的公司可以獲得很多好處。
我們可以通過電子郵件與我們聯繫：acics2@aci-limited.com 或電話。 3977 8988 或
訪問我們的網站：https://www.aci-limited.com/en/。

ACI 頒發 ISO 22000:2018 和良好生產規範 (GMP) 證書
給六寶健康產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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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 向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旗下半島酒店品牌
頒發 HACCP 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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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很高興向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 (HSH)旗下的太古坊控股有限公司 – The Re�nery 

Club、香港銀行家會所及淺水灣影灣園等半島品牌頒發危害分析和關鍵控制點（HACCP）
證書。

香港上海大酒店於1866年註冊成立，並於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 (00045)。他們是著名半島
酒店品牌持有者兼經營者，以及各項獨特的物業及旅遊景點，包括淺水灣影灣園、山頂凌
霄閣及香港著名的山頂纜車。

這些半島品牌通過獲得HACCP證書，幫助了他們會所或公寓能�減少產品損失來提高對
生產過程的控制並降低成本。此外還增加了他們對食品安全的關注度和所有權，從而增強
了企業責任保護。

如果您涉及食品安全生產和餐飲服務，我們非常建議您的組織獲取 HACCP 證書或 
ISO 22000 食品安全管理體系認證。如欲了解更多詳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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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aci-limited.com/en/ . 



如果您有任何疑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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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aci-limited.com/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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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 向利來藥業有限公司頒發了 ISO 22000:2018 食品安全管理體系和 HACCP - 危害分析和
關鍵控制點認證，範圍為“保健品的供應和生產”。

利來藥業有限公司成立於 1983 年，是一家以香港為生產基
地的優良製藥企業 (GMP)。公司在生產技術上不斷擴大和完
善。通過為其保健品應用 ISO 22000:2018 和 HACCP 認證，它
建立了客戶、供應商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對生產安全和降低健
康風險能力的信心。    

ISO 22000 通過明確責任來幫助提高組織的透明度和問責制。我們十分
建議所有從事醫療保健、酒店和餐飲行業的公司申請 ISO 22000 和 

HACCP 認證。 

ACI 向利來藥業有限公司頒發 ISO 22000:2018 
和 HACCP 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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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I 很高興繼續履行我們對 2022 年節能約章的承諾，這是我們連續第六年參與該計劃。

為鼓勵全社會參與節能減排，我們今年繼續支持政府的《2022年節能約章》
計劃，我們承諾如下：

ACI 繼續我們對
《 2022 年節能約章》的承諾

我們希望我們的小小行動可以保護環境，讓我們的生活環境更美好。 

ACI將繼續關注環境保護，並致力於推動各項環保活動。

▪ 2022 年 6 月至 9 月的夏季，室內平均溫度保持在 24-26oC 
之間;

▪ 在 2022 年 6 月至 2023 年 5 月期間關閉不使用的電器和系
統，並採購節能電器（例如帶有 1 級能源標籤）和系統; 和 

▪ 推動員工一起採用上述節能措施

如果您的組織想了解有關能源評估或 ISO 50001 能源管理體系認證的更多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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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到訪我們
的網站：www.aci-limited.com . 

社會責任及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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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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7,30 Oct 2022 (9:00am-5:30pm)

20-24 Nov 2022 (9:00am-5:30pm) 18-22 D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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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Oct 2022(9:30am-12:30pm)

14 Nov 2022 (9:30am-12:30pm) 13 Dec 2022 (9:30am-12:30pm)

19-20 Oct 2022 (9:00am-5:300pm)
16-17 Nov 2022 (9:00am-5:30pm) 18-19 Dec 2022 (9:00am-5:30pm)

5 Oct 2022 (9:00am-5:300pm)

03 Nov 2022 (9:00am-5:30pm) 5 D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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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MD2 is $2300, TFM4, TNF4, TNEn4, TIS4, TNF4, TMD4 is $4300,

04 Oct 2022 (9:00am-5:300pm)

02 Nov 2022 (9:00am-5:30pm) 04 Dec 2022 (9:00am-5:30pm)

TNF4
Code

10, 11 Oct 2022 (9:30am-5:00pm) Course con�rmed and seats are limited. 

09-10 Nov 2022 (9:30am-5:00pm) 11-12 Dec 2022 (9:30am-5:00pm)

TNEn4
Code

9-10 Oct 2022 (9:00am-5:300pm)
06-07 Nov 2022 (9:00am-5:30pm) 06-07 Dec 2022 (9:00am-5:30pm)

最新課程

TNS4 is $3190, TNS9 is $10600, TMD1 is $1200

10-11 Oct 2022 (9:30am-5:00pm) Course con�rmed and seats are limited. 

13-14 Nov 2022 (9:30am-5:00pm) 11-12 Dec 2022 (9:30am-5: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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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Nov 2022 (9:30am-5:00pm) 07 Dec 2022 (9:30am-5:00pm)

09-10 Oct 2022 (9:30am-5:00pm) Course con�rmed and seats are limited. 

06-07 Nov 2022 (9:30am-5:00pm) 06-07 Dec 2022 (9:30am-5:00pm)

Course con�rmed and seats are limited. 

Course con�rmed and seats are limi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