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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IS 工作者筛选检查：NDIS 工作者需要了解什么 
 

这份 NDIS 工作者资料单解释了什么是 NDIS 工作者筛选检查，其运行方式以及如何申请。它还

包括工作者筛选检查机构的联系方式。 

什么是工作者筛选检查？ 

从 2021 年 2 月 1 日起，NDIS 工作者筛选检查（Worker Screening Check）取代了在各个州或领

地的不同安排，制定了所有从事需要风险评估的职务的工作者必须达到的最低全国标准。在某

些情况下，某些州和领地可能仍然有其他要求，比如，从事与儿童有接触的工作的人士可能需

要进行其他检查。 

对于从事或准备从事与残疾人有接触的工作的人士，工作者筛选检查评估他们是否构成风险。

它将确定某个人是否获得通过或被排除出与残疾人有接触的某些工作。 

工作者筛选检查将由申请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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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 

对于 任何“需要风险评估的职位”（risk assessed role），注册的 NDIS 服务商必须只聘用已通

过检查的工作者。 

工作者筛选检查将在什么时候开始？ 

除北领地外，工作者筛选检查将于 2021 年 2 月 1 日开始。北领地将不迟于 2021 年 7 月 1 日

开始进行工作者筛选检查。 

在开始进行工作者筛选检查之前，向 NDIS 参与者提供支持和服务的注册 NDIS 服务商需要确保

担任“需要风险评估的职位”的工作者符合该工作者所在州或领地的筛选检查要求。当一个人

满足过渡和特殊安排（transitional and special arrangements）的要求时，他们就满足可接受的

检查，这些过渡和特别安排适用于服务商向残疾人提供 NDIS 支持和服务所在的州或领地。 

在工作者筛选检查开始后的一段时间内，以前在每个州或领地内签发的可接受的检查将继续得

到认可。 NDIS 质量与保障委员会（NDIS 委员会）网站上提供了有关在开始进行工作者筛选检

查之后每个州和领地认可可接受的检查的时间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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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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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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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筛选通过资格到期之前，可能会被排除在下一个 NDIS 工作筛选检查之外。 

NDIS 工作者筛选检查通过资格每五（5）年到期。 

我需要通过 NDIS 工作者筛选检查吗？ 

在下面的情况下，您可能需要申请工作者筛选检查，获得 NDIS 工作者筛选检查通过资格—如

果您为注册的 NDIS 服务商工作，从事需要风险评估的职务，并且： 

• 在您提供 NDIS 支持和服务所在的州或领地，您的可接受检查不再有效（例如，它已经

过期），或者 

https://www.ndiscommission.gov.au/providers/worker-screening#ide
https://www.ndiscommission.gov.au/providers/worker-screening/interimarrang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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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没有持有可接受的检查或 NDIS 工作者筛选检查的通过资格。 

需要风险评估的职位： 

• 涉及直接向残疾人提供特定的服务和支持（specified services and supports）；或者 

• 作为日常职责的一部分，与残疾人的接触不仅仅是偶尔的。这包括身体接触；面对面

的接触；在各种情况下与残疾人的口头、书面和电子交流；或者 

• 是关键人员的职位—比如，如果您担任注册 NDIS 服务商的执行官、高级管理层或决策

职位，包括担任董事会成员职位。关键人员的完整定义在《 2013 年国家残疾人保险计

划法案》（National Disability Insurance Scheme Act 2013）第 11A 节中。 

注册的 NDIS 服务商负责确定其公司中需要风险评估的职位。 

如果您为注册的 NDIS 服务商工作，但没有担任需要风险评估的职位，则无需有 NDIS 工作者筛

选检查通过资格。但是，雇用您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您的服务的注册 NDIS 服务商可以选择要求

您申请工作者筛选检查，并获得 NDIS 工作者筛选检查通过资格。 

未注册的 NDIS 服务商和自我管理的参与者可以选择要求其工作者申请工作者筛选检查并获得

NDIS 工作者筛选检查通过资格，但这不是强制性的。 

如何申请工作者筛选检查？ 

您将可以通过您所在州或领地的 WSU 申请工作者筛选检查。 

有关如何申请工作者筛选检查的更多信息，包括申请费，请访问您居住或工作的州或领地的

WSU 网页。 

• 澳洲首都领地：访问堪培拉（Access Canberra） 

• 新南威尔士州：儿童监护人办公室 （Office of the Children’s Guardian） 

• 北领地：北领地警察、消防与紧急服务局（NT Police, Fire and Emergency Services） 

• 昆士兰州：老年人事务、残疾人服务以及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伙伴关系局

（Department of Seniors, Disability Services and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Partnerships） 

• 南澳州：民政服务局（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s） 

• 塔斯马尼亚州：消费者、建筑与职业服务局（Consumer, Building and Occupational 

Services） 

• 维多利亚州：司法与社区安全局（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Community Safety） 

• 西澳州：社区局（Department of Communities） 

在获得 NDIS 工作者筛选检查通过之前，我可以在注册服务商的需要风险评估的

职位上工作吗？ 

根据您所在州或领地的法律，一旦您提交了工作者筛选检查的申请，但在获得 NDIS 工作者筛

选检查通过资格之前，您可能可以开始从事需要风险评估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注册的

NDIS 服务商必须确保他们安排了适当的保护措施。 

注册的 NDIS 服务商应了解在他们提供 NDIS 支持和服务所在的每个州和领地的要求，因为某些

州和领地是不允许工作者在通过 NDIS 工作者筛选检查之前开始工作的。 

我如何知道我是否通过了 NDIS 工作者筛选检查或被排除在外？ 

https://www.ndiscommission.gov.au/document/891
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C2020C00392
https://www.accesscanberra.act.gov.au/app/home
http://www.service.nsw.gov.au/ndiswc
https://forms.pfes.nt.gov.au/safent/
http://workerscreening.communities.qld.gov.au/
http://workerscreening.communities.qld.gov.au/
https://screening.sa.gov.au/
https://www.cbos.tas.gov.au/topics/licensing-and-registration/registrations/work-with-vulnerable-people
https://www.cbos.tas.gov.au/topics/licensing-and-registration/registrations/work-with-vulnerable-people
https://www.vic.gov.au/ndis-worker-screening-check
https://www.wa.gov.au/organisation/department-of-communities/ndis-worker-screening-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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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作出申请所在的州或领地的 WSU 会告知您“工作者筛选检查”申请的结果。 

一旦 WSU 确定了您的申请结果，您的雇主将收到有关您的检查通过情况的电子邮件通知。如

果您为其他雇主工作，并且他们已在 NDIS 工作者筛选数据库（NWSD）上与您连接，那么他

们也可以查看您的检查通过情况。 

NDIS 委员会将能够在 NWSD 上查看您的检查通过情况。 

如果我被排除在外怎么办？ 

如果您在“工作者筛选检查”中得到的 NDIS 工作者筛选检查结果是“排除在外”，那么注册

的 NDIS 服务商将不能允许您从事需要风险评估的职务。 

什么是 NDIS 工作者筛选数据库？ 

NWSD 由 NDIS 委员会拥有。 

NWSD: 

• 保存由每个州和领地的 WSU 确定的通过检查和被排除的工作者的登记册 

• 支持对通过 NDIS 工作者筛选检查的工作者的犯罪记录进行全国性的持续监控 

• 意味着全国的 NDIS 服务商可以使用单个在线门户来验证其工作者的“工作者筛选检

查”申请，并查看准工作者的 NDIS 工作者筛选检查通过资格，而无需联系各个州和领

地的 WSU 

• 帮助 NDIS 服务商满足保存记录的要求。 

NWSD 仅保存有关进行了工作者筛选检查的工作者的 NDIS 工作者筛选检查通过情况的信息。

它不会保存有关可接受检查的信息。它不会保存州或领地 WSU 用于评估工作者的“工作者筛

选检查”结果的个人信息。 

NWSD 什么时候运行？ 

NWSD将于2021年2月1日开始运行。 

更多信息 

立法 
• 2018 年 NDIS（实践标准—工作者筛选）规定（NDIS (Practice Standards - Worker 

Screening) Rules 2018） 

• 2013 年全国残疾人保险计划法案（National Disability Insurance Scheme Act 2013 ） 

NDIS 委员会网站 
 

• 本资料单中使用的术语表（Glossary）。 

• 有关工作者要求（worker requirements）的一般信息。 

• 有关已注册 NDIS 服务商的 NDIS 工作者筛选检查（NDIS Worker Screening Check for 

registered NDIS providers）的信息。 

• NDIS 实践标准和质量指标（NDIS Practice Standards and Quality Indicators  ） 

 

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F2020C01138
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F2020C01138
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C2020C00392
https://www.ndiscommission.gov.au/about/ndis-worker-screening-check#gloss
https://www.ndiscommission.gov.au/workers/worker-screening-workers
https://www.ndiscommission.gov.au/providers/worker-screening
https://www.ndiscommission.gov.au/providers/worker-screening
https://www.ndiscommission.gov.au/document/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