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始我的NDIS 計畫

為參與者、照顧者和家庭提供的資源 
新州聖文森特德保羅協會 (St Vincent de Paul Society NSW)本地協調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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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nies本地協調員或LAC將 :

歡 迎

•	 與您會面，根據您的需求 
和目標編制未來12個月的 
《參與者聲明》

•	 將這些資訊發送給全國殘疾 
保險局 (NDIA)，以便制定您 
的NDIS計畫

•	 告訴您如何開始您的計畫， 
並讓您瞭解撥款套餐

•	 向您展示如何開設MyGov 
帳戶、查找支援服務及制定 
服務協議

•	 幫助您在社區中找到其他支援 
服務 

•	 當計畫即將結束時與您會面， 
幫助您準備計畫重審

•	 如果您對您的NDIS計畫不滿意，
會告訴您該怎麼做

本地協調員不能 :
•	 代您聯繫服務提供者或為您進行

服務預約



VINNIES LAC

我的名字是 :

我的電話是 :  

我的電郵地址是 :   

我的辦公室地址是 : 

本地協調員計畫還有直撥號碼和電郵地址。如果您無法與我聯繫或想要知道 

您的本地協調員是誰，可以通過以下方式與我們聯繫 : 

電話:   1800 794 934 
電郵:   LAC@vinnies.org.au
網站:   https://lac.vinnies.org.au
Facebook:  在Facebook群組中搜索 ‘Vinnies LAC’

VINNIES本地協調員

mailto:LAC%40vinnies.org.au?subject=
https://lac.vinnies.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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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感謝 : 
感謝新州聖文森特德保羅協會本地協調計畫的所有工作

人員，他們為開發此資源貢獻了他們的時間和技能。

全國殘疾保險計畫 (NDIS)本地協調計畫

(NDIS Local Area Coordination Program)
St Vincent de Paul Society NSW
2C West St Lewisham NSW 2049
PO Box 5 Petersham NSW 2049
©2018 St Vincent de Paul Society NSW

免責聲明:
除《版權法》許可的任何用途外，未經新州聖文森特德保

羅協會許可，任何人不得複製本資源的任何部分。本資源

中的資訊在印刷時被認為是準確的，並且可能會有變化。

我們承認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是這片

土地的傳統保管人，並對此深表敬意。願過

去和現在的長老們幸福且受敬重。願我們團

結一心，以同情、正義、希望、信仰和和解 

為基礎創建未來。

致 謝VINNIES 本地協調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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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VINNIES LAC

1 // 用您的語言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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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您有權利使用口譯員。每當需要與本地協調員通話或致電我們計畫時， 

都可以免費保密地使用口譯員。本地協調員使用翻譯服務電話 (TIS)，這是一項專業 

口譯服務。

電話口譯員

以下是通過口譯員聯繫本地協調員的步驟 :

1. 撥打131 450聯繫翻譯服務處 (TIS National)
2 說出您需要的語言

3. 告訴接線員本地協調員的電話號碼

4. 接線員將接通一名講您的語言的口譯員

5. 然後他們會接通本地協調員與您和口譯員通話 

用您的語言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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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口譯員

我們還可以安排現場口譯員出席會議。現場意味著口譯員與本地協調員親自見面。 

如果您想讓口譯員出席會議，請告訴本地協調員。我們使用的都是專業口譯員，而且

他們要受保密原則的約束。

會講其他語言的本地協調員 :
我們有些本地協調員還會講其他語言。我們會盡可能確保您有一位會講您語言的本地

協調員，如果這是您想要的話。如果不可行，我們會確保提供口譯員。請向本地協調

員詢問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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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VINNIES LAC

2 // 全國殘疾保險計畫 (NDIS) 與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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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殘疾保險計畫是向在澳大利亞生活的殘疾人提供支援的方式，目的是幫助殘疾人

對他們所獲得的支援有更多的選擇和控制，以便他們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生活。

全國殘疾保險計畫將給您撥款提供“合理必要”的支援，幫助您的日常生活並提高獨 

立性。

生活中的其他支援可能包括 :

•	 家人和朋友提供的支援

•	 其他澳大利亞政府服務提供的支援，如醫療或教育

•	 幫助您融入並參與社區的支援，如禮拜場所、體育俱樂部或文化團體

每個人的計畫都將是不一樣的，因為計畫是為滿足您的需求而制定的。沒有兩個計畫

看起來是一樣的 !

欲瞭解更多資訊，請訪問全國殘疾保險計畫網站 : www.ndis.gov.au。有些資訊以社區

語言提供。

全國殘疾保險計畫 (NDIS)

http://www.ndis.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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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州聖文森特德保羅協會與全國殘疾保險計畫 (NDIS)合作，在新州下列地區提供本地 

協調(LAC)計畫：悉尼、悉尼東南區、悉尼西南區、中央海岸和獵人谷和新英格蘭地區。

本地協調員的角色是幫助您開始使用全國殘疾保險計畫，並幫助您瞭解全國殘疾保險

計畫是如何運作的，以便您有更多的選擇和對撥款的控制。本地協調員還可以幫助您

與本地社區聯繫。

欲瞭解我們如何在全國殘疾保險計畫旅程中為您提供支援，您可以 : 

•	 訪問我們的網站 : https://lac.vinnies.org.au 
•	 加入我們的Facebook群組：在Facebook群組中搜索 ‘Vinnies LAC’

關於聖文森特德保羅協會本地協調

https://lac.vinnies.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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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來自 
全國殘疾 

保險計畫的 
加入通知書

與本地協調員 
開一次 

計畫會議

收到來自 
全國殘疾 

保險計畫的 
核准計畫

6 至10 周加入 1 至 2 個月開始

開設 
MyGov帳戶 
和myplace 

訪問權

尋找您所在 
地區的 
提供者

與提供者制定 
服務協議

全國殘疾保險計畫1年時間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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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使用您的
撥款支援

如果想要更改
支援，請確保
給出適當的通

知時間

查看還剩下 
 多少撥款。 

    確保用完撥款，

但不要超支!

9 至10 個月使用您的計畫 4 至 8 周重審您的計畫

全國殘疾保險
計畫 (NDIS) 
給您發信或 
打電話討論 

您的計畫重審

與本地 
協調員 

開重审会议

收到您的 
下一個核准 
 NDIS 計畫。 

與提供者制定
新的服務協議

可以向本地協調員 
尋求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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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協調員會問您 :

•	 您現在都有哪些支援

•	 您未來的目標是什麼

•	 您可能需要哪些新支援來實現這些目標

•	 這些資訊將包含在您的參與者聲明中。

您的計畫和撥款將以這些資訊為基礎。

在計畫會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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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協調員還會詢問您希望如何管理撥款。有4個選擇 :

1. 機構管理

•	 由全國殘疾保險計畫向您的服務提供者支付費用

•	 您需要選擇經全國殘疾保險計畫註冊的提供者

2. 計畫管理

•	 個人或公司 (計畫經理)從您的撥款中向您的服務提供者支付費用

•	 您可以使用任何適合您需求的提供者，不論是否經全國殘疾保險計畫註冊

•	 計畫經理保存所有收據，以防全國殘疾保險計畫想要查看您撥款的使用情況 

3. 自我管理

•	 您從全國殘疾保險計畫撥款中自行向提供者支付費用

•	 您可以使用適合您需求的提供者，不論是否經全國殘疾保險計畫註冊

•	 您必須保存收據，以防全國殘疾保險計畫想要查看您撥款的使用情況

4. 組合管理

可以選擇這些方法的組合。請與本地協調員商討哪個選擇最適合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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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撥款分以下3類 :

•	 核心 – 用於日常支援，如個人護理和社交支援

•	 资产 – 用於購買可能需要的物品，例如輪椅、適應性技術或對家居和/或車輛的改裝

•	 能力建设 – 提高技能和獨立性，例如訓練使用交通工具以及言語或職業治療

您的計畫可能不包含所有這些類別，因為計畫的設計旨在滿足您的特定需求。

向本地協調員諮詢有關您的計畫和這些支援類別的更多資訊。

理解您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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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無法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例如公共汽車或火車，全國殘疾保險計畫為成年人撥款

支付交通費用。這筆撥款可用於其他形式的交通工具，如計程車或社區公車。如果符

合條件，學齡兒童可以獲得校車撥款。請向本地協調員諮詢。

如果符合條件，此交通撥款將顯示在您的NDIS計畫的核心支援類別中。與其他支援

撥款不同，交通費每兩周直接支付到您的銀行帳戶中。

欲瞭解有關交通費的更多資訊，請諮詢本地協調員。

交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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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者是您選擇的在NDIS計畫中為您提供支援的人或公司。例如，支援工作者、 

言語病理學家或家居改裝服務。您的提供者是誰始終由您自己選擇。

可在以下網址查看經全國殘疾保險計畫註冊的提供者名錄 :
•	 www.mycarespace.com.au 
•	 參與者門戶上的提供者查找器 

•	 在全國殘疾保險計畫網站上

如何查找提供者

http://www.mycarespace.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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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以下人員可以獲得幫助來查找您所在地區的提供者 :

•	 同伴輔導小組

•	 其他全國殘疾保險計畫參與者

•	 本地協調員

•	 您社區中的人

•	 朋友和家人 

經全國殘疾保險計畫註冊的提供者不得收取高於《全國殘疾保險計畫價格指南》 

中的金額。請參閱 :  https://www.ndis.gov.au/providers/pricing-and-payment 

未經全國殘疾保險計畫註冊的提供者不必遵循《全國殘疾保險計畫價格指南》。 

您可以詢問他們的價格並獲得其他提供者的報價，以便於可以得到所獲服務的 

最大價值。這意味著，您將有更多的錢可以用於其他服務。

https://www.ndis.gov.au/providers/pricing-and-pa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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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需要開設一個MyGov帳戶以獲取有關您的NDIS計畫的資訊。 

通過MyGov帳戶可以安全地訪問互聯網上的myplace和您的 

NDIS門戶。

以下是開設MyGov帳戶的步驟 :

•	 找會使用電腦的可信任的朋友、家人或社區工作者

•	 找本地協調員 

•	 致電MyGov熱線

•	 前往Centrelink辦公室 

如果沒有電腦， 

可以嘗試到您本地 

  的圖書館、 

 Centrelink辦公室、

安家服務提供機構 

或社區中心，這些 

地方通常都有 

 電腦可供公眾使用。

記得在用完後 

一定要登出，並將 

個人資訊保存在 

  安全的地方。

如何開設MyGov 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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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您可能已經有了一個MyGov帳戶。 

如果沒有，以下是開設MyGov帳戶的步驟

前往my.gov.au，然後選擇 

“Create a MyGov account  
(創建MyGov帳戶)”。

接下來，需要同意MyGov的 

使用條款。

可以先閱讀這些條款。 

然後選擇“I agree (我同意)”。

在提供的空白處輸入您的電郵 

地址。

如果您已經有了自己的MyGov
帳戶，正在為您照顧的人開設

此帳戶，要為他們使用一個不

同的電郵地址。

http://my.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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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第四步 第五步

一組數字 (代碼)會發送至您

的電郵地址。此代碼是為了

您的安全，以確保只有您有

權訪問您的MyGov帳戶。

在提供的空白處輸入此代

碼。選擇“Next (下一步)”。

如果沒有手機，請選 

“Skip this step (跳過此步驟)”。
為MyGov帳戶創建一 

個密碼。

密碼必須至少包含7個 

字元，並且至少包含1 
個數字和1個字母。

輸入密碼並選擇“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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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步

接下來，需要從清單中選擇3個保密問題， 

或者創建自己的保密問題。

這也是為了確保您的帳戶安全。

記得寫下答案，並安全存放。

現在您的帳戶已創建，可以開始 
連接服務了。

為了保護隱私和安全，用完MyGov 
帳戶時，請一定要點擊螢幕右上角
的“Sign out (登出)”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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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place參與者門戶是一個安全的網站，可以看到您的NDIS計畫，並查看使用了

多少撥款。

可以使用該門戶來管理提供者的服務，如果是自我管理計畫，可以要求付款。

通過mygov或全國殘疾保險計畫網站可以訪問myplace門戶。第一次訪問該門戶

時需要一個啟動碼。全國殘疾保險計畫或本地協調員可以為您提供此碼。

本地協調員可以解釋如何 :

•	 使用myplace門戶

•	 更新個人資料

•	 將銀行帳戶添加到myplace
•	 查看全國殘疾保險計畫撥款

如果使用myplace需要幫助，請聯繫本地協調員。

如何訪問MYPLACE 參與者門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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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place門戶在電腦螢幕上 
看起來是像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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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協議是您與所選擇的提供者之間的書面協議，說明了在何處、以何種方式、 

以何種價格 (成本)、由誰來交付服務。

服務協議與您的NDIS計畫不同。您的NDIS計畫列出了您的全國殘疾保險計畫支援 

服務。服務協議是關於提供這些支援以及如何選擇花費您的撥款。

服務協議應該簡明易懂，包括小時費率和服務總費用。小時費率在《全國殘疾保險 

計畫價格指南》中有說明。本地協調員將向您說明如何使用該指南。

服務協議還應包括您決定結束服務時需要做些什麼。一般來說，需要提前4周發出 

通知，但可以要求更短的時間。如果提供者不能再向您提供服務，也需要提供相同 

時間的通知。 

如何制定服務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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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要求提供者將服務協議翻譯成您的首選語言，或由口譯員給您閱讀。

如果您不理解或不滿意，請勿簽署服務協議。沒有服務協議請不要開始服務。

提供者可能會要求看您的NDIS計畫。您不必與提供者或任何其他人分享您的完整 

計畫。但是您確實需要給提供者看您計畫中的目標，以便他們瞭解您需要哪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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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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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您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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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詐是指某人或公司不誠實地獲得金錢。例如，提供者可能會向您收取您未獲得或同

意的服務費用。

全國殘疾保險計畫有一個專門的欺詐小組，負責調查不誠實行為，以保障殘疾人士及

其家人的安全。

如果您懷疑全國殘疾保險計畫的參與者、提供者或員工有任何欺詐行為，應聯繫全國

殘疾保險計畫進行舉報。

對於所有針對全國殘疾保險計畫的可疑欺詐活動的舉報都將得到認真對待和調查。

NDIS 欺詐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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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過以下方式舉報欺詐 :

•	 電郵: fraudreporting@ndis.gov.au 
•	 電話: 1800 650 717 (可以使用TIS口譯服務撥打此電話號碼來講您的語言)
•	 與本地協調員交談

保證人員安全

如果本地協調員擔心兒童、老人或殘疾人士的安全或照顧，他們必須將此資訊提供給

相關政府服務部門，因為這是法律規定。

mailto:fraudreporting%40ndis.gov.au?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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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識到保護您的隱私和個人資訊的重要性。

新州聖文森特德保羅協會必須遵守保護個人隱私的法律，包括《1988年隱私法 

(聯邦)》中的澳大利亞隱私原則。

本協會在處理個人資訊時也受《2013年全國殘疾保險計畫法》要求的約束。

本協會有時會根據這些法律的豁免情況處理個人資訊，包括《隱私法》中適用于 

非營利性組織的豁免情況。

我們必須遵守這些法律，以便您的隱私在任何時候都能保證安全。除非您同意， 

否則我們不會分享您的資訊。您可以隨時致電或發電郵給我們討論 :

•	 我們如何使用和分享您的個人資訊

•	 我們如何安全地存儲您的個人資訊

•	 誰有權訪問所收集的資訊

保護您的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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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報告有關隱私的任何事宜，請聯絡新州聖文森特德保羅協會的隱私幹事 : 

郵寄地址: PO Box 5, Petersham NSW 2049
電話: (02) 9568 0262
電郵: privacy@vinnies.org.au

還可以聯繫全國殘疾保險計畫 : 

電話: 1800 800 110
電郵: privacy@ndis.gov.au

mailto:privacy%40vinnies.org.au?subject=
mailto:privacy%40ndis.gov.au?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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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您是使用全國殘疾保險計畫產品和服務的一位客戶，因此受到《澳大利亞 

消費者法》的保護。這意味著您有一定的權利、擔保和責任。

澳大利亞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 (ACCC)將您的權利概括為 :

•	 公平待遇的權利。

•	 購買前獲得準確資訊的權利。

•	 取消有問題服務的權利。

•	 出現問題時獲得維修、更換或退款的權利。

您的消费者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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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如下內容 : 

•	 普通產品 (例如雜貨、衣物和家居用品)
•	 殘疾相關用品 (例如助聽器或行動輔助器，如助步器、輪椅或機動踏板車)
•	 一般性服務 (例如住宿、清潔、煮食、個人護理、園藝服務或個案管理支援等)。

如果對產品或不服務滿意，可以向新州公平交易部投訴，電話是13 3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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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列情況下，您有權提出投訴 :
•	 您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	 您的權利未得到維護

•	 您正在遭受虐待或不當對待

•	 您對產品或服務不滿意

可以通過幾種方式提出投訴 :
有關本地協調計畫的投訴

•	 親自 : 找本地協調員或其他聯絡人

•	 電郵 : LACcomplaints@vinnies.org.au
•	 郵寄 : PO Box 5 Petersham NSW 2049 
•	 電話 : 1800 795 626

您的權利提出投訴

mailto:LACcomplaints%40vinnies.org.au?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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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全國殘疾保險計畫或服務提供者的投訴

•	 親臨本地全國殘疾保險計畫辦公室

•	 電郵 : feedback@ndis.gov.au
•	 電話 : 1800 800 110

有關進一步建議，請諮詢 :
•	 投訴解決和轉介服務 – 1800 880 052
•	 新州監察員 – 電話 : 02 9286 1000 或 www.ombo.nsw.gov.au 
•	 全國殘疾虐待和忽視熱線 – 1800 880 052

mailto:feedback%40ndis.gov.au?subject=
http://www.ombo.nsw.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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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聯繫誰 聯繫方式
我想諮詢一下有關本地協調 (LAC) 
的事情

新州聖文森特德保羅協會本地協調
計畫

電話: 1800 794 934 
電郵: LAC@vinnies.org.au
網址: https://lac.vinnies.org.au

我需要口譯員 翻譯服務處 (TIS National) 電話: 131 450
網址: www.tisnational.gov.au

我想諮詢一下全國殘疾保險計畫
(NDIS)

全國殘疾保險計畫 電話: 1800 800 110 
網址: www.ndis.gov.au

我對殘疾支援服務提供者不滿意 新州監察官 電話: 1800 451 524 
電郵: nswombo@ombo.nsw.gov.au
網址: www.ombo.nsw.gov.au

我對澳大利亞政府的一個殘疾機構或
計畫不滿意

聯邦監察官 電話: 1300 362 072 
電郵: ombudsman@ombudsman.gov.au
網址: www.ombudsman.gov.au

我對購買的產品或服務不滿意 新州公平交易部 電話: 13 32 30
網址: www.fairtrading.nsw.gov.au

我需要幫助查找一個代言服務機構 新州聖文森特德保羅協會本地協調
計畫

電話: 1800 794 934 
電郵: LAC@vinnies.org.au 
網址: https://lac.vinnies.org.au

主要聯繫方式

mailto:LAC%40vinnies.org.au?subject=
https://lac.vinnies.org.au
http://www.tisnational.gov.au
http://www.ndis.gov.au
mailto:nswombo%40ombo.nsw.gov.au?subject=
http://www.ombo.nsw.gov.au
mailto:ombudsman%40ombudsman.gov.au?subject=
http://www.ombudsman.gov.au
http://www.fairtrading.nsw.gov.au
mailto:LAC%40vinnies.org.au?subject=
https://lac.vinnies.org.au


問題 聯繫誰 聯繫方式
我想要組織一場我的語言的全國殘疾保
險計畫說明會

新州聖文森特德保羅協會本地協調計畫 電話: 1800 794 934 
電郵: LAC@vinnies.org.au
網址: https://lac.vinnies.org.au

我想與其他身有殘疾的人聯繫 多元化與殘疾聯合會 電話: 0431 430 871
電郵: info@ddalliance.org.au
網址: www.ddalliance.org.au

我想與我的社區聯繫或獲得幫助使用其
他政府服務

新州能力連接服務 電話: (02) 9572 9684 (悉尼)
 (02) 4905 0700 (纽卡斯尔)

電郵: Ability.Links@vinnies.org.au 
網址: www.abilitylinksnsw.org.au

我想與其他支援殘疾人士的多元文化
服務聯繫

民族社區服務合作社 (ECSC) 電話: 02 9569 1288
電郵: admin@ecsc.org.au 
網址: www.ecsc.org.au

我想與該協會的人談談隱私事宜 新州聖文森特德保羅協會本地協調計畫 電話: 1800 794 934 
電郵: LAC@vinnies.org.au 
網址: https://lac.vinnies.org.au

我想與全國殘疾保險計畫的人談談隱
私事宜

全國殘疾保險計畫 電話: 03 5224 8348
手機: 0472 827 784
電郵: privacy@ndis.gov.au 

mailto:LAC%40vinnies.org.au?subject=
https://lac.vinnies.org.au
mailto:info%40ddalliance.org.au?subject=
http://www.ddalliance.org.au
mailto:Ability.Links%40vinnies.org.au?subject=
http://www.abilitylinksnsw.org.au
mailto:admin%40ecsc.org.au?subject=
http://www.ecsc.org.au
mailto:LAC%40vinnies.org.au?subject=
https://lac.vinnies.org.au
mailto:privacy%40ndis.gov.au?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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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獲得Vinnies本地協調辦公室的完整清單 
並瞭解有關本地協調活動的資訊，您可以 :

訪問我們的網站 :  https://lac.vinnies.org.au

訪問我們的Facebook頁面 :  在Facebook裡，在群組中搜索 ‘Vinnies LAC’

致電 : 1800 794 934 (欲獲得口譯服務，請撥打131 450，然後請他們幫忙撥打1800 794 934)

電郵 : LAC@vinnies.org.au

www

我的VINNIES 本地協調員辦公室地址

https://lac.vinnies.org.au
mailto:LAC%40vinnies.org.au?subj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