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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支持服务处 

隐私信息及同意表 

本表格的目的，旨在为你提供信息，以便决定是否通过学

生支持服务处（SSS），或区域、地区或学校延请的另一

位加盟的健康专业人士，为你或你的孩子提供协助。 

本表中，“学生支持服务处”是学生支持服务（SSS）机

构，或区域、地区或学校延请的另一位加盟的健康专业人

士。 

本表有四个部分： 

1. 背景信息 

2. 隐私保护 

3. 您的同意 

4. 常见问题解答 

请仔细阅读本表每个部分。如果你看不懂本表的某一部分，

请跟你校学生支持服务处关键联络官讲。如果本表的同意

部分不签字，你或你的孩子就不可能获得学生支持服务。 

 

本表使用了“你的孩子”这个说法。不过，如果你同意得

到学生支持服务（因为你被归类为成熟未成年人或已经是

成年学生），或你是孩子的监护人或非正式护理人，你就

可能会收到这份表格。本表的“常见问题解答”部分中，

对此有更详细的解释。 

1. 背景信息 

教育和培训部(DET)为维多利亚政府提供教育服务。学生支

持服务系该部的一个组成部分。学生支持服务的目的，旨

在协助面临一系列障碍的儿童和青年人，学习如何通过所

提供的一系列策略和专业化的支持，实现其教育和发育的

潜力。 

学生支持服务处所含的服务，由下列人士提供： 

 心理医生及指导官员 

 言语治疗医生 

 社工 

 访问教师 

 董事会颁证的行为分析师 

 其他加盟的健康专业人士 

本表之所以提供给你，是因为你的学校或你孩子的学校相

信，你或你的孩子能得益于来自学生支持服务处的支持。 

2. 隐私保护 

DET 重视每位个人的隐私并致力于保护我们搜集的所有个

人信息和健康信息。在维多利亚，制定隐私要求的法律是

《2001 健康记录法》和《2000 信息隐私法》。这些法律规

定，我们向学生支持服务处这样的健康服务机构提供信息

时，搜集、使用、处理和销毁个人信息和健康信息应该做

些什么。 

《2001 健康记录法》与学生支持服务最相关，根据其说法： 

所谓个人信息，即“无论是否真实、是否以材料形式记录

下来的关于个人的信息或意见，而该个人的身份是明显的，

或可根据该信息或意见而查明的（包括数据库中所存的信

息或意见）。” 

 健康信息是“有关下列问题的信息或意见”： 

o 个人的身体、精神或心理健康问题 

o 个人的残疾问题 

o 个人关于对其提供的服务所表达的意愿，这也是个

人信息” 

健康信息包含其他个人信息，其搜集是为了提供诸如学生

支持服务这样的健康服务或在提供时搜集该信息。 

搜集个人信息和健康信息 

SSS 的职员通过下列方式，搜集个人信息和健康信息，以

便协助你或你的孩子： 

 向个人或各组学生，提供直接支持或干预，以解决学习

和学习参与度等方面的障碍问题 

 开展各种评估（如认知、言语、语言、心理等评估），

以查明是否有额外的学习需要 

 为个人的教育需要进行规划 

SSS 的职员只有在有必要向你或你孩子提供服务时，才搜

集个人信息和健康信息。  

你或你孩子偶尔也会谈及你家其他成员或其他人。因此，

SSS 的职员在提供服务时，可能会搜集你或你孩子之外其

他人的信息。 

我们有时还会从其他组织机构搜集关于你或你孩子的信息，

如健康专业人士或其他政府机构。我们开始搜集信息时，

会提前征得你的同意。不过，在某些情况下，这个信息可

能会直接向我们提供。 

SSS 的职员可能搜集的个人信息和健康信息的例子如下： 

 你或你孩子的名字、地址、联系细节 

 医疗信息 

 进行适当检查时需要的其他材料 

 检查结果、学校报告，以及学校产生的其他信息 

 关于你或你孩子身体、精神或其他方面的健康信息 

 关于你或你孩子残疾情况的细节 

 你或你孩子关于未来提供健康服务所表示的意愿 

 已提供或将提供的健康服务 

 你或你孩子的基因信息，因为它可以或可能可以预测你

或你孩子的健康 

 提供服务有必要的任何信息。 

如果你希望提供的信息能以保密方式处理（如不能透露给

你孩子），尽管它跟向你孩子提供学生支持服务直接相关，

你还是必须告诉 SSS 的职员。如果有必要提供学生支持服

务，他们可能只记录那个信息。如果信息记录下来，会标

定为保密，从而使之处于保密状态。 

个人信息和健康信息的准确性 

我们努力保证，持有的有关你和你孩子的信息都是刷新的

和准确的。不过，如果你的处境发生变化，搬了家，改变

了电话号码，或你提供给我们的其他信息已经过期，请告

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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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个人信息和健康信息 

SSS 的职员可能与 DET 的其他雇员、承包商或代理人，以

及政府学校理事会的雇员、承包商或代理人（如在学校放

学后专门提供服务的单位），讨论与你或你孩子相关的个

人信息或健康信息，以便向你或你孩子提供学生支持服务，

并为了让教学人员和 DET 或学校理事会的其他雇员、承包

商或代理人，向你或你孩子履行他们的谨慎责任。 

本信息可能被你或你孩子学校的员工用于向你或你孩子提

供教育计划和进行调整等目的。可能参与讨论的几种人是

其他 SSS 职员、教师、教育支持职员、其他健康专业人士，

或学校理事会执掌、你孩子参与的教育护理服务职员。 

如果健康信息披露给 DET 的其他雇员、承包商或代理人，

或学校理事会的雇员、承包商或代理人，那么就要求这些

人遵守《2001 健康记录法》和《2000 信息隐私法》（或

《1988 隐私法》（联邦），如果相关的话）。 

否则，只有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才能披露或使用。在某些

情况下，DET 可能根据其他法律的要求，向其他机构，如管

理机构、法院或仲裁庭等披露有关你或你孩子的信息。 

检索个人信息和健康信息 

根据《1982 信息自由法》规定，你可检索并修改 DET 持有

的有关你和你孩子的个人信息和健康信息。请联系你校 SSS

的关键联络官，下面有识别，来讨论这个问题。

3. 你的同意 

我授权下列学生支持服务处向我孩子提供服务（请打钩）： 

 所有的学生支持服务处  董事会颁证的行为分析师 

 心理医生和指导官员  言语治疗医生 

 社工  访问教师 

 其他加盟的健康官员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对下列情况表示确认： 

 我已收到并阅读了这份《学生支持服务隐私信息及同意表》。 

 我明白，我或我孩子的个人信息和健康信息，将以硬拷贝和电子格式的方式搜集、接收、使用、披露并加以管理。 

 我明白并认可，我或我孩子报名入学维省公立学校期间，提供的同意仍将继续，学生支持服务仍将继续提供。 

 我明白，任何时候都可撤除向我或我孩子提供学生支持服务的同意。 

 我明白，如果学生支持服务处决定，已查明的服务不再需要，对我或我孩子提供的学生支持服务就会停止。如果在未

来的某个日期，又需要学生支持服务了，那就需要填写并签署另一份新的同意表了。 

第 1 人的姓名  
第 2 人的姓名

（可填可不填） 
 

跟孩子的关系  跟孩子的关系  

签名  签名  

日期 ____ / ____ / ________ 日期 ____ / ____ / ________ 
    

学生姓名  学校名称  

出生日期 ____ / ____ / ________ 该校 SSS 关键联络官是： 

 

姓名： 

 

电话： 

学生签名 

（可填可不填） 
 

Date ____ / ____ / ________ 

如果学生在这份表格上签字，但没有得到另一人的同意，那就请保证该学生已年逾十八周岁，或根据 DET 政策，属于成熟未成年人。欲知详情，请参见《常见问题解答》。如果这份
表格未签字，你或你孩子是不可能得到学生支持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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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支持服务处 

隐私信息及同意表 

常见问题解答 

本表这个部分概述了一些常见问题。如果你需要更多一般

信息，你可能会想参阅 DET 隐私政策，其网址在此： 

http://www.education.vic.gov.au/Pages/privacypolicy.aspx. 

DET 隐私政策含有关于如何进行下列工作的方式： 

 如何管理个人信息和健康信息 

 如何保护数据质量和安全 

 如何保有个人信息和健康信息 

 如何转移个人信息和健康信息。 

另外，你还可以希望联系你校 SSS 关键联络官。 

学生支持服务处有哪些工作人员？ 

学生服务处的工作人员如下： 

 心理医生和指导官员 – 向学生、学生家庭和学校提供全

面的心理服务，配合个人、小组和家庭工作；向学校提

供心理评估、教学咨询；支持残障学生计划；并在合适

的情况下，参与学校的关键事件。 

 言语治疗医生 – 提供言语治疗服务，进行言语和语言评

估，并就残障学生计划的要求和语言支持计划的实施，

向校长、学校员工和家长提供支持。 

 社工 – 通过参与个人、小组和家庭工作，并在合适情况

下，参与学校的关键事件，向学生、家庭和学校提供支

持。 

 董事会颁证的行为分析师 – 提供直接的行为评估，其中

可能含有向个人学生提供功能性行为评估和干预。向学

校员工提供训练并发展出如何对令人担忧行为作出有效

反应的过程来。  

 访问教师 – 提供直接教学和对学生的评估，其中包括提

供监测、评价和报告进度向教师提供咨询。访问教师进

行听力、视力、体力和其他教育需要评估，并紧密配合

教师、整合助手和家长工作，以支持学生。 

 其他加盟的健康官员(如职业治疗师或青年工作者)，他

们由学校、地区或区域雇用，提供加盟的健康服务。 

谁能在这份表格上签字？ 

如果你或你孩子年龄不足 18 岁并不被认为是成熟未成年人

– 下面两种人之间的一种人，是可以在本表上签字的（根据

个人情况具体看）： 

 根据《1975 家庭法》（联邦），负有“长期重大问题”

家长责任者 

 根据《2005 儿童、青年和家庭法》（维省）指定为

“监护人”者 

如果找不到上述二者或联系不到，可通过下列方式来获得

同意。 

1. 法院指定监护人 

如果根据《1986 监护权和行政管理法》（维省），为你或

你孩子指定了一位“监护人”，该监护人应该在同意表上

签字。 

2. 非正式护理人 

非正式护理人是跟孩子住在一起的亲戚或其他负责的成人，

其对孩子进行日常护理。欲知关于非正式护理人的信息，

请参见学校政策咨询指南：
http://www.education.vic.gov.au/school/principals/spag/par
ticipation/Pages/admission.aspx 

很重要的是注意下列情况： 

 非正式护理人应提供《非正式亲戚护理人法定宣誓书》，

以确认其非正式护理人的身份。可在下列网站获取一份

这样的宣誓书：http://www.ccyp.vic.gov.au  

 如能联系到对长期重大问题负有家长责任者和或获准监

护权者，就应该力求得到他们同意。 

 如果对长期重大问题负有家长责任者和或获准监护权者

接下来拒绝同意或收回同意，他们的决定占了上风，服

务就会立刻停止。 

3. 成熟未成年人的学生 

如果你或你孩子年龄不足 18 岁但被认为是成熟未成年人，

他或她就能在他们自己的同意表上签字。欲知关于成熟未

成年人的信息，请参见学校政策咨询指南：
http://www.education.vic.gov.au  

4. 年满十八或超过十八者 

如果你或你孩子年满 18 岁或超 18 –他或她就能在他们自己

的同意表上签字，除非该孩子受制于庭令。 

如果家长离婚/分居怎么办？ 

可根据“谁能在本表上签字”问题解答中提供的信息，来

确定在家长离婚或分居情况下，谁能在同意表上签字。 

如果新伴侣、事实家长或继父（母）要在本表上签字

怎么办？ 

只有具有家长责任者、法定监护人或非正式护理人，才能

在本表上签字。新伴侣、事实家长或继父（母）是不能在

本表上签字的。 

如果孩子没跟家长住或没法找到家长怎么办？ 

可根据“谁能在本表上签字”问题解答中提供的信息，来

确定孩子没跟家长住或没法找到家长时，谁能在同意表上

签字。 

http://www.education.vic.gov.au/Pages/privacypolicy.aspx
http://www.education.vic.gov.au/school/principals/spag/participation/Pages/admission.aspx
http://www.education.vic.gov.au/school/principals/spag/participation/Pages/admission.aspx
http://www.ccyp.vic.gov.au/
http://www.education.vic.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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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长期重大问题”负有家长责任者或获准监护

权者不同意提供服务怎么办？ 

凡对“长期重大问题”负有家长责任者或获准对孩子的监

护权者，都需要向他们征求同意。 

如果从至少一位对“长期重大问题”负有家长责任者或获

准监护权者那儿征求到了同意，那就可以提供服务了。 

然而，如果另一位对“长期重大问题”负有家长责任者或

获准监护权者拒绝同意服务，那就不能提供服务。如果服

务已经开始，就必须停止，除非对孩子的生命、健康、安

全或福利会造成严重或立刻的威胁。 

学校应该会见对“长期重大问题”负有家长责任者或获准

监护权者，以便从相关各方得到相应的同意。如果不能通

过见面达到这一点，各方便需要根据是否有必要，转介去

接受调解、上仲裁庭或法院。 

学校应如何处理本表？ 

学校必须保留与家长责任、监护权或非正式护理人身份相

关的文件证据，以证明已经适当地给予了同意。 

一份同意表和文件证据还必须提供给下列人士： 

 同意转介给学生支持服务处的人，以及 

 SSS 的职员。 

同意表必须作为个案准备过程的一个部分，上传到学生线

上个案系统（SOCS）。欲知有关如何保留个人信息和健康

信息的其他信息，请参见我们的隐私政策。 

信息是如何储存的？ 

相关信息将以硬拷贝方式，记录并储存在系保密学生档案

中。该档案将按照学生支持服务档案储存和 DET 记录管理

政策的协定，保存在一个妥善的区位。 

 

信息还可以电子格式并（或）在学生线上个案系统中记录

和储存，该系统提供个案管理的电子机制。 

 

只有配合你或你孩子工作的学生支持服务处的职员，才能

检索硬拷贝或电子档案。 

如果孩子转学到另一所维省学校怎么办？ 

如果孩子在接受服务过程中，转学到另一所维省学校，那

么，一旦在新校完成注册入学，档案和电子记录就会转到

相关的学校或 SSS。 

根据要求，所有档案都将按学生支持服务档案储存和 DET

记录管理政策的协定，安全地保存起来。欲想获得一份有

关政策，请电邮：privacy.enquiries@edumail.vic.gov.au  

我能收回同意吗？ 

任何时候都可收回同意，只要书面写信给你孩子学校即可。 

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你或你孩子不再需要学生支

持服务，或因为你或你孩子不再想接受学生支持服务了。

在你收回同意，不再接受学生支持服务之前，我们建议先

跟学生职员和（或）SSS 职员谈一谈。 

一旦收回同意，就意味着，将正式停止对你提供学生支持

服务了。 

如果又需要服务了怎么办？ 

一旦服务停止，不能自动地重新启动同意，接受学生支持

服务。如果将来需要学生支持服务，就需要准备新的立案，

填写新的同意表并签字。 

mailto:privacy.enquiries@edumail.vic.gov.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