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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IS 工作者筛选检查：自我管理的 NDIS 参与者需要了解什么 

NDIS 工作者筛选检查（Worker Screening Check）将于 2021 年 2 月 1 日在除北领地以外的所有州和

领地开始。 

工作者筛选检查将不迟于 2021 年 7 月 1 日在北领地开始。 

本资料单解释了什么是工作者筛选检查，以及工作者筛选检查对您有何帮助。 

为了帮助您了解我们使用的某些术语，我们在网站上提供了一个列表（list on our website）。 

什么是工作者筛选检查？ 

工作者筛选是检查 NDIS 工作者的一种方法，以确保他们不会对其工作时所接触的残疾人士构成高

伤害风险。 

什么是工作者筛选检查？ 

从 2021 年 2 月 1 日起，将对所有受雇担任某些较高风险的职位（某些职位）的 NDIS 工作者使用

“工作者筛选检查”。 

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在所有州和领地对 NDIS 工作者进行相同的筛选检查。 

工作者筛选检查将确定是否允许某个人在某些与残疾人有接触的职位上工作或被排除这些职位之

外。 

工作者筛选检查将由某个人提出申请所在的州或领地的工作者筛选检查机构（WSU）进行。 WSU

还决定某个人是否通过检查或将其排除之外。已注册的 NDIS 服务商必须确保它们只雇用已通过某

些职位的筛选检查的工作者。 

注册 NDIS 服务商必须进行的工作者筛选检查只是一系列要求中的一个，以最大程度地降低对残疾

人的伤害风险。 

谁需要工作者筛选检查？ 

从 2021 年 2 月 1 日起，工作者筛选检查将取代 NDIS 工作者所在的所有州和领地的筛选程序。这

意味着，由注册 NDIS 服务商以某些职位（certain roles）雇用的所有澳洲 NDIS 工作者最终都将以

相同的标准来筛选。 

这些职位如下： 

• 与残疾人直接接触 

• 在机构中做出决策 

• 提供某些类型的 NDIS 支持或服务。这并不适用于所有 NDIS 支持和服务。您可以在 NDIS 质

量与保障委员会（NDIS 委员会）网站上找到必须使用筛选工作者的 NDIS 支持和服务

（NDIS supports and services）列表。 

注册的 NDIS 服务商必须确保担任某些职位的工作者已通过 NDIS 工作者筛选检查。 

WSU 将做什么？ 

对于申请工作者筛选检查的人士，WSU 将检查他们的犯罪和工作历史，以查看他们是否犯了某些

罪行或做了其他事情，使得他们不应该从事与 NDIS 参与者有接触的工作。 WSU 将做出有关“工

作者筛选检查”申请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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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某个人可以从事与 NDIS 参与者有接触的工作，则该人将获得 NDIS 工作者筛选检查

通过资格。如果 WSU 决定某个人不应该从事与 NDIS 参与者有接触的某些职务，那么他们将在

NDIS 工作者筛选检查中得到被排除的结果。 

NDIS 工作者筛选检查通过资格有效期多长？ 

借助警察和其他相关信息，通过 NDIS 工作者筛选检查的工作者将受到持续監督。 

这意味着，如果 WSU 或 NDIS 质量与保障委员会（NDIS 委员会）收到新的或更新的信息，显示他

们对残疾人构成危险，则可以重新评估他们的 NDIS 工作者筛选检查通过的情况。如果发生这种情

况，则他们现有的 NDIS 工作者筛选通过资格到期之前，可能会被排除在下一个 NDIS 工作者筛选

检查之外。 

NDIS 工作者筛选检查通过资格每五（5）年到期。 

NDIS 工作者何时需要申请工作者筛选检查？ 

如果工作者在 2021 年 2 月 1 日之前（或在北领地不迟于 2021 年 7 月 1 日）已经通过有效的可接

受的州或领地检查（acceptable state or territory check），则可以使用该检查，直到该检查到期，

或在州或领地政府允许的时间内继续使用。 

这意味着在一段时间内， NDIS 注册服务商所雇用的某些职位的工作者将必须持有可接受的检查或

NDIS 工作者筛选检查通过资格。 

当可接受的检查到期时，或一段可使用的时间结束时，该可接受的检查将不再有效。在此之后，

如果这些工作者想继续为注册的 NDIS 服务商工作，则必须通过 NDIS 工作者筛选检查。 

最终，当所有可接受的检查不再有效时，注册 NDIS 服务商所雇用的担任某些职位的所有工作者必

须通过 NDIS 工作者筛选检查。 

从 2021 年 2 月 1 日开始（或从 2021 年 7 月 1 日，WSU 在北领地准备运行之日开始），在注册

NDIS 服务商的某些职位工作的新工作者必须申请 NDIS 工作者筛选检查（如果他们还没有），或已

通过有效的可接受的检查。 

未注册 NDIS 服务商的 NDIS 工作者是否需要工作者筛选检查？ 

对部分或全部 NDIS 计划，如果您使用未注册的服务商，则可以选择： 

• 要求您的工作者告知您他们是否通过有效的可接受的州或领地检查（acceptable state or 

territory check）或已通过 NDIS 工作者筛选检查 

• 要求您的工作者通过 NDIS 工作者筛选检查 

• 如果未注册的服务商没有有效的可接受的检查或 NDIS 工作者筛选检查通过资格，则不要使

用他们的服务。 

这包括具有澳洲企业编号（ABN）的工作者（独立经营者）。 

您还可以告知未注册的服务商，您希望只由已通过有效的可接受的州或领地检查或 NDIS 工作者筛

选检查的工作者提供 NDIS 支持和服务。 

要记住的重要事项  

• 如果您从注册的 NDIS 服务商获得某些 NDIS 支持或服务（certain NDIS supports or 

services），则其工作者必须已通过可接受的检查或 NDIS 工作者筛选检查。这是法律规定

的。这包括行为支持服务和专为残疾人士提供的住宿。 

• 如果您的 NDIS 工作者是由注册的 NDIS 服务商以某些职位（certain role）雇用的，则他们

必须通过可接受的检查或 NDIS 工作者筛选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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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ndiscommission.gov.au/providers/worker-screening#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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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的 NDIS 工作者已经通过有效的可接受的州或领地检查（acceptable state or territory 

check），那么他们无需在 2021 年 2 月 1 日（或在北领地从 2021 年 7 月 1 日起）立即通过

“工作者筛选检查”。 

• 如果您管理自己的计划，则未注册的 NDIS 服务商及其工作者不需要有可接受的检查或“工

作者筛选检查”，除非您希望他们得到一份这样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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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