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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IS指南助您： 

自行管理

在本手册中：

•  什麽是自行管理？

• 我的援助經費是什麽？

• 我可以購買什麽？

• 我可以從何處購買援助？

• 我如何為我的援助付款？

•  關於我的計劃檢討，我需要知道
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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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指南 
自行管理您的國家殘障保險計劃（NDIS）的資金可讓您有創造性地使用
資金，以更好地滿足您的需要。

本指南可與國家殘障保險計劃參與者手册一同使用 —— 手册 2：計劃和手册 3：使用您的
NDIS計劃。

本指南為誰而設？
•   自行管理 NDIS 資金的 NDIS 參與者、計劃的指定人士，或兒童代表。

• 希望了解自行管理 NDIS 資金的相關信息的人。

本指南將幫助您：
•   了解自行管理，並決定這是否適合您。

• 了解您作為自行管理人的權利和責任。

• 了解您可以如何根據 NDIS 計劃使用自行管理的資金。

• 安排您自行管理的援助。

• 管理您自行管理的付款。

• 作為自行管理的參與者，做好檢討您的計劃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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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麽是自行管理？

自行管理是指您管理 NDIS資金，它給您靈活性和選擇去决定購買什麽援助來實
現您的計劃目標。 

如果您自行管理 NDIS資金，您將獲得：

您無需自行管理所有資金。您可以選擇自行管理援助經費的一部分，並讓計劃經理或國家殘障保險局
（NDIA）管理其餘部分。

我能够用哪三種方式管理我的 NDIS計劃？
自行管理：NDIA 為您提供資金，以便您可以購買最能幫助您實現計劃中的目標的援助。您的援助服務提
供者可能經過或未經過 NDIS 注册。您可以協商為某一項援助支付的價格，前提是以這個價格支付時，您
的計劃資金在整個計劃期間都够用。您不需要為自行管理的援助進行服務預訂，因為您直接向服務提供者
付款。

計劃管理：NDIA 向您的計劃經理付款，他將幫您向服務提供者付款。您的計劃經理必須在 NDIS 注册。注
册的服務提供者符合 NDIS 品質和安全標準。如果您决定使用未注册的服務提供者，請確保他們具有恰當
的資格，培訓和安全檢查。您的其他援助服務提供者可能經過或未經 NDIS 注册。對於特定的援助，您的
計劃經理無法支付高於 NDIA 設定的收費上限。 

NDIA 管理的資金：NDIA 代表您向您的服務提供者付款。NDIA 只能對 NDIS 注册的服務提供者付款且支
付金額不能超過 NDIA 設定的收費上限。 

在計劃聚會期間，您將被問及希望如何管理您的 NDIS 資金。請事先諮詢您的當地協調員（LAC）或 NDIA

來了解您的選擇。與自行管理的同伴援助小組聯繫也很有幫助。許多非常助人為樂的人可以為您提供建議，
告訴您他們是如何自行管理的。

選擇
根據您的計劃中
包含的內容，决定
您購買什麽援助，
由誰提供這些援
助，以及這些援
助如何提供。 

靈活性
使用最能幫助您
實現計劃目標的
任何服務提供者。

自主
直接聘用員工或
承包員工，或讓
他人代表您招聘
員工。

能力
協商援助的收費，
以便您獲得物超
所值的服務，並
使用省下的錢購
買更多或更高品
質的援助。

掌控
掌控您的 NDIS 資
金並對它負責，
以便您能够在整
個計劃期間管理
自己的經費。

注册的服務提供者符合 NDIS品質和安全標準。如果您决定使用未注册的服務提供者，
請確保他們獲得恰當的資格、培訓和安全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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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適合自行管理嗎？
如果您正在考慮自行管理您的 NDIA 計劃，您需要了解作為自行管理者的職責。

自行管理者的職責包括： 

•  購買與您的 NDIS 計劃中的目標有關的援助

•  與您的服務提供者就您將獲得的援助達成清晰協議，包括如何提供這些援助以及如何付款

•  管理您的資金，使援助的收費是物有所值的，並且在您的經費範圍內

•  為您的援助申請付款和支付，藉由提出付款申請和按時支付您的援助服務

•  保留帳單和收據的記錄，以證明您已將 NDIS 資金用於支付您的援助

•  如果您選擇直接雇用員工，則履行您作為雇主的義務 

•  在檢討您的計劃時，展示您如何使用自行管理的資金努力實現您的目標

•  若有任何重大情况變化可能導致您無法履行作為自行管理者的職責，請通知 NDIA

•  參與任何付款審計，届時您需要提供發票、收據或其他證據，以證明您已經根據NDIS計劃使用您的資金。

即使您需要一些幫助來履行這些職責，您仍然可以自行管理您的資金。

我可以獲得哪些援助來幫助我自行管理？
如果您想要自行管理，但不確定您是否準備就緒，可以向您的 LAC 或 NDIA 規劃人員尋求額外援助，以培
養您所需的技能。您從自行管理 NDIS資金所省下的任何資金也可用於購買幫助您更有效管理資金的援助。
一些可以幫助您自行管理的援助包括：

•  簿記和會計服務

• 就業服務

• 軟件應用程序

• 援助協調和計劃管理協助

• 同伴援助組織

FRANK
自 2015 年初以來，Frank 一直自行管理他的 NDIS 資金。Frank 專注的目標是留在自己的家中，
並培養他的獨立性，以便他能在不需要全職援助人員的情况下做事情。

根據他的 NDIS 計劃，Frank 已經將他的一些資金用來支付協助，以幫助他選擇和安排援助，並學
習如何使用網上 myplace 門戶來管理他的資金。Frank 還支付了簿記員的援助。Frank 作為自行管
理者的經歷意味著他已經對他的日常生活獲得了選擇和掌控。透過花費一些資金購買在家中使用
的創新技術設備，Frank 目前在他有需要時才獲得
援助，而不是全職的援助。他的生活變得更獨立，
更快樂和更自信。 

「自行管理是我所遇到的最好的
事情，它改變了我的生活。」

FRANK是自行管理的 NDIS參與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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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您的 NDIS 計劃獲批後，您就能使用 NDIS myplace 參與者門戶在線查看您的計劃和援助經費。您還
將收到一份計劃的副本。您的計劃將會說明您的目標和可用的援助類型，以幫助您實現這些目標。

在您的計劃中，援助經費將顯示您的 NDIS 資金可用於什麽以及如何管理這筆資金。您計劃中的資金基於
對您的需要而言什麽是合理且必要的。

如果您自行管理資金，「如何支付援助？」章節將會描述成「NDIA 將直接向我或我的 NDIS 計劃的指定人
付款」。

您的 NDIS計劃中，可能會有三種類型的援助經費獲得資助：
1. 核心經費

2. 能力提升經費

3. 資本性經費

1. 核心經費
核心援助為您的日常活動及當前與殘障相關的需要提供協助，並幫您朝著目標努力。

您的核心經費是最靈活的。您可以將您所有的核心經費的資金用於任何這些類型的援助。這意味著如果您
在以下某個類別中的資金不足時，您可以使用另一類別中的資金，前提是在核心經費內，您的需要可以得
到滿足。

在您的計劃中 在myplace 
門戶中

描述

日常生活的援助 日常活動 例如，日需要、家居清潔和 / 或打理庭院的協助。

消耗品 消耗品 您可能需要的日常用品。例如，節制産品或低成本輔助技術和
設備，以提高您的獨立性和 / 或活動能力。

社會和社區參
與的援助

社交、社區和
公民參與

例如，幫助您參與社交和社區活動的援助工作者。

交通 交通 這種援助能幫助您前往工作場所，或前往能幫助您實現計劃中
的目標的其他場所。

您如何花費交通資助以及它如何支付給您（無論是預付款還是
定期付款）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不同的。您的 LAC 將向您解釋此
經費能够如何使用。

我的援助經費是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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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OTTE
Charlotte 的目標是學習在日常生活中變
得更加獨立並結交朋友。她在核心援助經
費中獲得資金，以幫助她完成穿衣和做飯
等任務。

隨著時間的推移，Charlotte 有信心减少她
在早上所需的穿衣和做早飯方面的援助。
由於 Charlotte的核心援助經費是靈活的，
她决定减少早上接受的一對一援助的次
數，並將資金用於每週一次的游泳。

2. 能力提升經費
能力提升（有時也稱為 CB）幫助您培養獨立性和技能，以幫助您實現目標。與核心經費不同的是，您的能
力提升經費不能在不同援助類別之間調動。

能力提升援助類別為：

在您的計劃中 在myplace 
門戶中

描述

援助協調 援助協調 這是給援助協調員的固定金額，用於讓幫助您使用您的計劃。

改善了生活安排 家居生活能力 
提升

幫助您找到並維持適當的住所的援助。

增加了社交和社
區參與

社交社區和公民
參與能力提升

技能發展和培訓，以提高您的技能，使您可以參與社區、社交和
文娛活動。

尋找及保住工作 就業能力提升 這可能包括與就業有關的援助、培訓和評估，幫助您找到並保住
工作，例如高中畢業生就業援助（SLES）。

改善了關係 人際關係能力 
提升

這種援助將幫助您與他人互動。

改善了健康和 
福祉

健康和福祉能力
提升

包括運動或飲食建議，以管理殘障對您的影響。

改善了學習 終身學習能力 
提升

例子包括培訓、建議和幫助，使您從中學升讀高等教育，如大學
或 TAFE。

改善了生活選擇 選擇和控制能力
提升

計劃管理幫助您管理您的計劃、資金和為服務付款。

改善了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能力 
提升

評估、培訓或治療，以幫助提升您的技能、獨立性和社區參與度。
這些服務可以按小組或個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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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本性經費
資本性援助包括較高成本的輔助技術、設備、家居或車輛改裝，以及您一次性購買産品所需的資金（包括
殘障人士專用住宿——專門為殘障人士設計的房屋）。

重要的是要記住，資本性經費中的資金只能用於其特定目的，不能用於支付任何其他事情。資本性經費有
兩個援助類別：

在您的計劃中 在myplace 
門戶中

描述

輔助技術 輔助技術 這包括用於移動、個人護理、通信和包含文娛的設備，例如輪椅
或車輛改裝。

家居改裝 家居改裝 家居改裝，如在浴室安裝扶手，或者，針對因殘障而需要特殊住
房的參與者提供殘障人士專用住宿。

指定援助（Stated supports）
如果您的援助列為「指定援助」，這意味著該資金已分配給特定的援助，且不能用於其他任何事項。您不
能將指定援助換成任何其他援助。

實物援助（in-kind supports）
如果您的計劃中有被列為「實物」的援助，這表明該援助已由州、領地或澳洲政府支付。這意味著您必須
使用所列出的服務提供者，因為他們已經為這些服務付款。NDIS 在澳洲逐漸推行時，實物援助只會是短
暫性。 

注册的服務提供者的援助
這些援助必須由 NDIS 注册的服務提供者來提供：

•  殘障人士專用住宿

• 特殊行為援助服務提供行為援助評估或制定行為援助計劃

• 服務提供者可能需要使用限制性的做法的任何援助。 

如果您需要這些援助，您的 LAC 或 NDIA 規劃人員將與您就此進行討論。

BEN
Ben 和最好的朋友 Charlie 在城市郊外度過了一個愉快的週末，他們在一套公寓裡度過了四晚，打
迷你高爾夫球，到市區逛街，做了同齡男性通常會做的事情。

Ben 的援助工作人員 Clarrie 與他們一起前去，並
向他們展示了如何在遠離家人時安全地享受時光。

「Clarrie 和我們一起做飯，我們洗碗並收拾東
西」，Ben 解釋說，「我們學會了乘火車前往啤
酒和燒烤節。」

Ben 用 NDIS 計劃的資金支付了他若使用暫息服務
時可能已經包括的事情。這筆資金支付了四晚的
公寓住宿以及 Clarrie 的援助，以學習新技能。它
比週六一晚的短期住宿更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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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購買什麽？

您可以選擇購買哪些援助來實現您的目標。
在您了解 NDIS 計劃和援助經費之後，您可以選擇要購買的援助。作為一名自行管理者，您可以非常有創
意地制定出如何運用您的資金最好地滿足您的需要，並實現計劃目標。

我們編寫了以下指南，以幫助您决定能用 NDIS 資金購買什麽。

我可以用我的 NDIS資金來購買它嗎 ?

這項援助是否能幫助您實現
NDIS計劃中的目標？

您購買的援助必須與您當前 NDIS 計劃中的援助經費和目標相關，並
且與您的殘障相關。

這項援助是否定價合理且物
有所值？

這項援助與其他選擇相比，應該是物有所值的。請記住，您可以選擇
支付更低價格並獲得更多援助，或者支付更高的價格，購買更高品質
的援助來滿足您的需要。

您能否在援助經費範圍內為
這項援助付款？

您的 NDIS資金需要在整個計劃期間都够用。請及早規劃經費的使用，
以便了解自己能够承擔什麽。這將幫助您留意資金，並在您的計劃期
間决定是否對您的援助做出任何更改。

這項援助是否能幫助您與社
區建立聯繫，並改善您與家
人和朋友的人際關係？

您購買的援助應該能幫助您與朋友和社區的其他成員一起參與活動，
或者幫助您找到一份工作或保住工作。

這項援助是否應該由 NDIS
資助，而不是由其他政府服
務機構資助？

在您的 NDIS 計劃中，資助的援助將不包括由其他政府服務機構提供
的援助。例如，牙科、健康或醫院服務、教育、住房和公共交通都由
其他政府服務機構提供。

這項援助是否安全？ 您購買的援助必須合法。它不應該造成傷害或使自己或其他人處於危
險之中。

如果您能够對這些問題的每一個回答為「是」，那麽這項援助很可能符合您的 NDIS 計劃和目標。如果您
不確定，可以隨時諮詢您的 LAC 或 NDIA 規劃人員。

您透過自行管理資金購買的援助能與您一樣具有個性。

您不能用 NDIS的資金支付家庭成員來為您提供援助。這對您和您的家人來說非常重要，
以便您們可以保持良好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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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提供者是為您提供援助的個人、企業或組織。 

服務提供者包括大型公司、慈善機構、小型非營利組織、個體經營者或任何其他類型的企業。服務提供者
擁有不同領域的經驗和專業知識，因此找出您想要什麽，並為自己找尋合適的服務提供者是非常重要的。

在您决定了購買什麽之後，就應開始了解您所在地區的服務提供者。對服務提供者進行搜索、查看評論，
並從家人、朋友和同伴那裡獲得建議是一個好方法。在决定由誰為您提供援助之前，您可以與不同的服務
提供者會面。您的幼兒早期干預（ECEI）協調員、LAC 或援助協調員也可以為您提供幫助。如需查找 NDIS

注册的服務提供者，您可以在 myplace 門戶上搜索 Provider Finder（服務提供者搜尋器）。

請記住，如果您對所獲得的援助感到不滿意，或者認為您可以用另一服務提供者，以獲得更物有所值的服
務，那麽您可以很輕鬆地更改服務提供者。

作為自行管理者，您可以透過不同的方式購買援助。 您可以：
1. 從企業或組織購買援助

2. 使用自雇的承包商 

3. 直接聘用員工

1. 企業和組織
企業和組織可能是 NDIS 注册的服務提供者，也可能未經注册，但只要他們以安全和專業的方式幫助您實
現 NDIS 計劃的目標即可。

通常，企業和組織會代表您為您的援助進行安排，並對援助工作人員承擔責任。在您與 NDIS 注册的服務
提供者安排援助時，重要的是讓他們知道他們需要向您提供付款的帳單。

2. 自雇的承包商
自雇承包商是持有澳洲商業登記編號（ABN）的個人，且通常負責自己管理保險、稅收和退休金。自雇承
包商可能經過 NDIS 注册，或未經注册。

許多園丁、清潔工和技術工人都是自雇承包商。 

由您來確保承包商持有：

•  相關的安全檢查

• ABN

• 適當的保險

• 恰當的資歷和技能。

承包商可以按每次工作收費或按小時收費，並會給您帳單，從而為他們的援助付款，或一張收據以表明您
已付款。發票和收據需要顯示援助類型、數量、收費和 ABN。



10

3. 直接聘用員工
您自己選擇、招募和管理為您提供援助的人員。 

作為員工的雇主，您將需要：

•  確保您的員工持有合適的技能、資格、培訓及任何相關的安全檢查

• 您能够以計劃經費中計算的援助費率招聘員工、為他們支付工資、退休金和任何保險的費用

• 在需要時，從會計師、財務顧問、職業介紹所或律師等專業人士處尋求建議或援助。這些人可以幫助您
設立支付適當的工資、退休金和保險所需的系統。

如果您適當地管理您的經費，就很容易能在資金範圍內直接雇傭員工。您可以使用任何儲蓄來幫助您管理
直接雇人方面的安排，或購買更多援助。

創新思考，以實現您的目標
自行管理的一個好處是能够在滿足您的需要和尋找幫助您實現目標的援助方面獲得創造性。您可能會發
現，您選擇的某些援助並不是以援助人員或服務提供者的形式，這沒什麽問題。他們仍然需要與您的計劃
中包含的援助以及您的計劃目標相關。

我要為援助支付多少錢？
就像您可以靈活地使用最能幫您實現目標的任何服務提供者一樣，作為自行管理者，您還可以與服務提供
者協商援助的價格。

最好對不同服務提供者的相似援助進行比價，以確保您獲得最高性價比的服務。  

在决定為某一項援助支付多少費用時，請考慮以下方面：

•  物有所值：考慮到您獲得的好處，這項援助的收費是否合理？

•  品質：這項援助是否具有高品質，它是否能幫助您實現目標？

•  數量：在您的整個計劃期間，您需要多少援助？

•  經費：您的 NDIS 計劃中有多少資金可用，您是否可以在經費範圍內負擔起您所需的援助？ 

「自行管理使我能够更有效地使
用資金，並選擇為我的特定需要

提供援助的人員。」

LIN是自行管理 NDIS的參與者  

LIN
Lin是一位充滿熱誠的藝術家，她决定自行管理所有 NDIS資金，以便她可以選擇援助她的人員。

Lin 直接聘用了一些服務提供者，並建立了一個最符合她需要的獨特而靈活的團隊。Lin 聘用了一
名學生作為藝術老師，她不僅為她提供援助，還幫助她發展藝術家的才能。她還向學生職業治療
師購買了援助，這位治療師了解她的需要，並在 TAFE 給她提供援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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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在計算好願意為某一項援助支付費用時，NDIA 的價格指南也可能會有幫助。它設定了 NDIS 注册的服
務提供者可以針對特定援助收取的最高價格。價格指南可在 NDIS 網站上獲取，並於每年 7 月 1 日更新。

達成服務協議
我們鼓勵您與每個服務提供者簽訂服務協議，清楚說明將向您提供什麽服務、如何提供援助，以及如何為
援助付款。您的服務提供者可能有其自身的標準服務協議，或者您可以自己創建服務協議。NDIS 網站提
供了有關創建服務協議的更多信息。您將要負責按時向服務提供者付款，並履行與他們商定的職責。

Better bang for your buck – Judy and Sarah

JUDY和 SARAH
Judy 住在西澳偏遠地區，她决定自行管理她女兒 Sarah 的 NDIS 資金，這樣她就可以在服務提供
者上有更多的選擇。 

Judy 表示，在加入 NDIS 之前，她們確實得到了不同機構的援助，但對他們感到失望，因為他們
往往不可靠。

「我記得很多時候援助人員沒有出現，這意味著我不得不取消我的計劃，」她說。 「我也覺得與
援助工作人員建立聯繫很重要，但服務提供者只會隨便派一個人來。工作人員也不是當地人，因
此，住得遠意味著如果有人生病了，就沒有任何增援的人手。」

自行管理 Sarah 的 NDIS 資金使 Judy 有機會聘請承包商來為 Sarah 提供援助。

「這進行得很順利，因為 Sarah 喜歡讓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技能提供援助，」她說。「例如，如果
Sarah 要參加一場流行音樂會，她就會讓 Sam — 一位年輕的音樂迷參與其中。如果她正在進行藝
術創作，就會讓 Alba — 一位經驗豐富的畫家前來援助她。」

Judy 說整個承包商團隊為她們提供了靈活性。

「他們融入了 Sarah 的生活方式，並且物超所
值，提供很大的經濟好處，」她說。Judy 和
Sarah 獲得了高品質的援助，並且能够購買更
多服務，因為比起在社區中提供援助的組織，
承包商的收費更低。 

https://www.ndis.gov.au/providers/pricing-and-payment.html
https://www.ndis.gov.au/document/service-agreements-providers.html


一旦您已經安排了援助和服務提供者之後，您將負責使用 NDIS 資金向他們支付費用。  

使用您的 NDIS資金支付援助的方式有兩種：

1. 提出付款申請，再向您的服務提供者付款：
收到服務提供者提供的帳戶、發票或工時表後，請提出付款申請。這可以使用網上 myplace 門戶完成。資
金將在 24 至 48 小時內從您的 NDIS 計劃經費支付到您指定的銀行賬戶中。然後，您就可以向服務提供者
付款。

2. 向您的服務提供者付款，然後提出付款申請：
您獲得援助後，使用自己的錢向服務提供者付款，並獲得一張收據。提出付款申請，將您的 NDIS 計劃經
費中的資金支付到您指定的銀行帳戶中。您將在 24 至 48 小時內獲得報銷。  

如果您在自行管理的援助經費範圍內負擔得起，您可以選擇使用一些 NDIS 資金來獲得專業建議和協助，
以設立和管理您的 NDIS 計劃經費，並向您的服務提供者付款。如果您無法使用 myplace 門戶，則可以使
用付款申請表。

設置銀行賬戶
如果您自行管理 NDIS 資金，您應該開設一個單獨的銀行賬戶。

這將使您更容易看到資金和款項的出入。

NDIS 資金僅會支付到由負責自行管理援助的人員所管理的帳戶中。負責自行管理援助的人員將會是您，
您的角色是參與者、NDIS 計劃被提名人或 18 歲以下參與者的兒童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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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為我的援助付款？

提供援助 收到發票 提出付款申請 接收款項 向您的服務提供
者付款

24至 48小時

24至 48小時

提供援助 向您的服務提供
者付款

收到收據 提出付款申請 接收款項

https://www.ndis.gov.au/participant/self-managing-budge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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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提出付款申請？
使用網上myplace門戶提出付款申請是最簡單、最快捷的方式。如需提出付款申請，請登入myplace門戶，
並選擇付款申請（Payment Request）選項。然後您可以輸入：

•  這項援助的開始日期和結束日期

• 支付金額

• 援助類別（您想要從 NDIS 計劃中取出資金的自行管理援助經費）

付款申請需要與您的服務提供者的帳單或收據一致，或者，如果您直接雇用員工，則需要與您的工資單記
錄一致。它應該與您提出申請的援助類別一致。

提交付款申請後，款項將在 24 至 48 小時內支付到您的銀行帳戶中。NDIS 網站上有關於如何使用
myplace 門戶和付款申請表的信息。 

我需要保留什麽記錄？
任何發票、收據、工資單和銀行賬單都需要保留五年，作為您已負責地自行管理援助經費和付款請求的證
據。NDIA 進行隨機審計，以確保自行管理的資金被適當地使用和管理。您可能隨時會被要求提供與您所
提交的付款請求一致的付款證據。有條理地保存記錄非常重要，這樣您就可以向 NDIA 您如何使用資金。

付款記錄需要有：

•  服務提供者的名稱

• 他們的 ABN

• 援助的日期

• 簡要描述所提供的援助以及它與您計劃中的援助類別和目標有什麽關係

• 所提供的援助數量

• 這項援助的收費。

Better bang for your buck – Judy and Sarah

NICKI
Nicki 每兩週花半小時管理她的款項。

Nicki 與服務提供者協定每天獲得兩小時的個人護理服務。她還聘請了一名援助工作人員 Claire 來
幫助她加入和參與當地社區。

她與兩家服務提供者的協議是在28天內支付發票。
Nicki 每兩週登入她的 myplace 門戶，為她收到的
發票提交付款請求，並支付任何需付款的發票。

她在每張新帳單上寫下付款申請的編號，並在接下
來的兩週內付款。然後，她在自己的銀行帳戶中查
看最近兩週申請的NDIS付款，以便支付到期帳單。

在 Nicki 的文件中，每張發票上都寫有付款申請編
號和付款收據編號，以表明它們已被支付。 

欲了解有關使用myplace的詳細說明，請參閱 NDIS 網站上的 NDIS myplace 
participant portal: Step-by-step guide（NDIS myplace參與者門戶：步驟指南）

https://www.ndis.gov.au/participant-portal-user-guid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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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情况和援助需要發生變化
將任何可能影響您的計劃的事件或情况變化告知您的 LAC 或 NDIA 規劃人員是非常重要的。這包括超過六
週的出國旅行計劃。如果您的援助需要或情况有任何變化，您需要填寫一份情况變更表格。

最好是從一開始就設置好您的NDIS計劃，這樣您就可以按最符合您需要的方式管理NDIS資金。如果需要，
您可以要求進行檢討，以更改您的資金的管理方式。 

計劃結束時的檢討  
在您的計劃結束之前，我們會與您聯繫，以討論您的計劃檢討。這為您和 NDIA 提供了以下機會：

•  檢查您購買的援助是否正在幫助您實現目標

• 在已經實現過去的目標的情况下，設定新目標

• 解釋您如何更改任何效果不佳的援助

• 提供有效援助的相關信息

• 討論如何提高您的獨立性，以及如何持續培養您自行管理的能力。

如果您能够購買所需的援助並且在計劃結束時仍有資金結餘，那就太棒了。這不會影響您下一份計劃中的
資金數額。每份計劃的資金都基於對您當前的需要而言什麽是合理且必要的。

在計劃結束時，自行管理的資金有結餘則表明您在自行管理資金上做得非常好。它表明了自行管理的好處
和 NDIS 的成功。

「我們自行管理女兒的NDIS資金。
對我們來說，這就像管理和支付我

們的家庭賬單一樣簡單」

TENISHA是一位 NDIS參與者的母親   

關於我的計劃檢討，我需要知道什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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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筆記和問題

關於我的計劃檢討，我需要知道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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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ndis.gov.au
國家殘障保險局

電話 1800 800 110

在臉書上關注我們 / NDISAus

在推特上關注我們 @NDIS

需要英語幫助的人士
翻譯及傳譯服務處（TIS）：131 450

聽障或語障人士
文本電話：1800 555 677

旁聽助講電話：1800 555 727

互聯網中繼：國家中繼服務
www.relayservice.gov.au

欲了解有關本手冊的更多資訊，請聯繫：

繁體中文 | Traditional Chinese

http://www.ndis.gov.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