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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IS 工作者篩選檢查：自我管理的 NDIS 參與者需要瞭解什麼 

NDIS 工作者篩選檢查（Worker Screening Check）將於 2021 年 2 月 1 日在除北領地以外的所有州和

領地開始。 

工作者篩選檢查將不遲於 2021 年 7 月 1 日在北領地開始。 

本資料單解釋了什麼是工作者篩選檢查，以及工作者篩選檢查對您有何幫助。 

為了幫助您瞭解我們使用的某些術語，我們在網站上提供了一個列表（list on our website）。 

什麼是工作者篩選檢查？ 

工作者篩選是檢查 NDIS 工作者的一種方法，以確保他們不會對其工作時所接觸的殘疾人士構成高

傷害風險。 

什麼是工作者篩選檢查？ 

從 2021 年 2 月 1 日起，將對所有受雇擔任某些較高風險的職位（某些職位）的 NDIS 工作者使用

“工作者篩選檢查”。 

這意味著隨著時間的推移，將在所有州和領地對 NDIS 工作者進行相同的篩選檢查。 

工作者篩選檢查將確定是否允許某個人在某些與殘疾人有接觸的職位上工作或被排除這些職位之

外。 

工作者篩選檢查將由某個人提出申請所在的州或領地的工作者篩選檢查機構（WSU）進行。 WSU

還決定某個人是否通過檢查或將其排除之外。已註冊的 NDIS 服務商必須確保它們只雇用已通過某

些職位的篩選檢查的工作者。 

註冊 NDIS 服務商必須進行的工作者篩選檢查只是一系列要求中的一個，以最大程度地降低對殘疾

人的傷害風險。 

誰需要工作者篩選檢查？ 

從 2021 年 2 月 1 日起，工作者篩選檢查將取代 NDIS 工作者所在的所有州和領地的篩選程式。這

意味著，由註冊 NDIS 服務商以某些職位（certain roles）雇用的所有澳洲 NDIS 工作者最終都將以

相同的標準來篩選。 

這些職位如下： 

• 與殘疾人直接接觸 

• 在機構中做出決策 

• 提供某些類型的 NDIS 支援或服務。這並不適用於所有 NDIS 支援和服務。您可以在 NDIS 品

質與保障委員會（NDIS 委員會）網站上找到必須使用篩選工作者的 NDIS 支援和服務

（NDIS supports and services）列表。 

註冊的 NDIS 服務商必須確保擔任某些職位的工作者已通過 NDIS 工作者篩選檢查。 

WSU 將做什麼？ 

對於申請工作者篩選檢查的人士，WSU 將檢查他們的犯罪和工作歷史，以查看他們是否犯了某些

罪行或做了其他事情，使得他們不應該從事與 NDIS 參與者有接觸的工作。 WSU 將做出有關“工

作者篩選檢查”申請的決定。 

https://www.ndiscommission.gov.au/about/ndis-worker-screening-check#gloss
https://www.ndiscommission.gov.au/providers/worker-screening#ide
https://www.ndiscommission.gov.au/document/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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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WSU 決定某個人可以從事與 NDIS 參與者有接觸的工作，則該人將獲得 NDIS 工作者篩選檢查

通過資格。如果 WSU 決定某個人不應該從事與 NDIS 參與者有接觸的某些職務，那麼他們將在

NDIS 工作者篩選檢查中得到被排除的結果。 

NDIS 工作者篩選檢查通過資格有效期多長？ 

借助員警和其他相關資訊，通過 NDIS 工作者篩選檢查的工作者將受到持續監督。 

這意味著，如果 WSU 或 NDIS 品質與保障委員會（NDIS 委員會）收到新的或更新的資訊，顯示他

們對殘疾人構成危險，則可以重新評估他們的 NDIS 工作者篩選檢查通過的情況。如果發生這種情

況，則他們現有的 NDIS 工作者篩選通過資格到期之前，可能會被排除在下一個 NDIS 工作者篩選

檢查之外。 

NDIS 工作者篩選檢查通過資格每五（5）年到期。 

NDIS 工作者何時需要申請工作者篩選檢查？ 

如果工作者在 2021 年 2 月 1 日之前（或在北領地不遲於 2021 年 7 月 1 日）已經通過有效的可接

受的州或領地檢查（acceptable state or territory check），則可以使用該檢查，直到該檢查到期，

或在州或領地政府允許的時間內繼續使用。 

這意味著在一段時間內， NDIS 註冊服務商所雇用的某些職位的工作者將必須持有可接受的檢查或

NDIS 工作者篩選檢查通過資格。 

當可接受的檢查到期時，或一段可使用的時間結束時，該可接受的檢查將不再有效。在此之後，

如果這些工作者想繼續為註冊的 NDIS 服務商工作，則必須通過 NDIS 工作者篩選檢查。 

最終，當所有可接受的檢查不再有效時，註冊 NDIS 服務商所雇用的擔任某些職位的所有工作者必

須通過 NDIS 工作者篩選檢查。 

從 2021 年 2 月 1 日開始（或從 2021 年 7 月 1 日，WSU 在北領地準備運行之日開始），在註冊

NDIS 服務商的某些職位工作的新工作者必須申請 NDIS 工作者篩選檢查（如果他們還沒有），或已

通過有效的可接受的檢查。 

未註冊 NDIS 服務商的 NDIS 工作者是否需要工作者篩選檢查？ 

對部分或全部 NDIS 計畫，如果您使用未註冊的服務商，則可以選擇： 

• 要求您的工作者告知您他們是否通過有效的可接受的州或領地檢查（acceptable state or 

territory check）或已通過 NDIS 工作者篩選檢查 

• 要求您的工作者通過 NDIS 工作者篩選檢查 

• 如果未註冊的服務商沒有有效的可接受的檢查或 NDIS 工作者篩選檢查通過資格，則不要使

用他們的服務。 

這包括具有澳洲企業編號（ABN）的工作者（獨立經營者）。 

您還可以告知未註冊的服務商，您希望只由已通過有效的可接受的州或領地檢查或 NDIS 工作者篩

選檢查的工作者提供 NDIS 支援和服務。 

 

要記住的重要事項  

• 如果您從註冊的 NDIS 服務商獲得某些 NDIS 支援或服務（certain NDIS supports or 

services），則其工作者必須已通過可接受的檢查或 NDIS 工作者篩選檢查。這是法律規定

的。這包括行為支援服務和專為殘疾人士提供的住宿。 

https://www.ndiscommission.gov.au/providers/worker-screening/interimarrangements
https://www.ndiscommission.gov.au/providers/worker-screening/interimarrangements
https://www.ndiscommission.gov.au/providers/worker-screening/interimarrangements
https://www.ndiscommission.gov.au/document/891
https://www.ndiscommission.gov.au/document/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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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的 NDIS 工作者是由註冊的 NDIS 服務商以某些職位（certain role）雇用的，則他們

必須通過可接受的檢查或 NDIS 工作者篩選檢查。 

• 如果您的 NDIS 工作者已經通過有效的可接受的州或領地檢查（acceptable state or territory 

check），則他們無需在 2021 年 2 月 1 日（或在北領地從 2021 年 7 月 1 日起）立即通過

“工作者篩選檢查”。 

• 如果您管理自己的計畫，則未註冊的 NDIS 服務商及其工作者不需要有可接受的檢查或“工

作者篩選檢查”，除非您希望他們得到一份這樣的檢查。 

https://www.ndiscommission.gov.au/providers/worker-screening#ide
https://www.ndiscommission.gov.au/providers/worker-screening/interimarrangements
https://www.ndiscommission.gov.au/providers/worker-screening/interimarrangem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