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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支持服務 

 隱私保密和同意表格 

本表格的目的是為您提供信息，以幫助您決定是否同意讓

您或您的孩子接受學生支持服務（SSS）或該地區、區域

或學校聘用的輔助醫療專業人員的協助。 

在這表格內所謂的“學生支持服務”，是指學生支持服務

（SSS）或該地區、區域或學校聘用的輔助醫療專業人員

的協助。 

本表格可分四部分： 

1. 背景信息 

2. 隱私保護 

3. 您的同意 

4. 常見提問 

請仔細閱讀本表格的全部內容。 如果您不理解本表格的任

何部分，請與您學校的學生支持服務主要聯繫人員聯繫。 

如果本表格的同意欄未簽署，您或您的孩子將無法獲得學

生支持服務。 

在本表格中雖然用了‘您的孩子’一詞，但是如果您具備

同意接受學生支持服務的授權能力（因為您已被歸類為成

熟未成年人或成年學生）、或者您是孩子的監護人或非正

式照顧者，您也可能會收到本表格。在本表的常見提問部

分有更詳細的解釋。 

1. 背景信息 

教育和培訓部（DET）為維多利亞州政府提供教育服務。

學生支持服務是 DET 的一部分。 學生支持服務的目的是通

過提供一系列策略和專業支持，幫助面臨各種學習障礙的

兒童和青少年實現他們的教育和發展潛力。 

學生支持服務的提供者包括以下： 

• 心理學家和指導專員 

• 言語病理學家 

• 社會工作者 

• 訪問教師 

• 董事會認證行為分析師 

• 其他輔助醫療專業人員 

學校給您提供本表格，是因為您的學校或您孩子的學校認

為您或您的孩子將受益於學生支持服務。 

 

2. 隱私保密 

DET 重視每個人的隱私，並致力於保護我們所收集到所有

的個人和健康信息。 在維多利亞州，制訂隱私保密要求的

法律是‘2001 年健康記錄法’和‘2000 年信息隱私保密

法’。這些法律規範當我們提供如學生支持服務的健康服

務時，所收集、使用、處理和銷毀個人和健康信息時必須

採取的措施。 

健康記錄法與學生支持服務最為相關，內容如下 : 

•    個人信息是指‘信息或意見（包括數據庫中的信息或意

見），無論是否屬實、無論是否以實體形式記錄，關於

身份明顯、或可從信息或意見合理確定的個人身份’。 

• 健康信息是指‘以下的信息或意見 ： 

o 個人的身體、精神或心理健康 

o 個人的殘障 

o 個人所表達他或她接受服務的意願，這也是個人信

息’。 

健康信息包括為提供或在提供如學生支持服務之健康服務

時，所收集的其他個人信息。 

收集個人及健康信息 

SSS 工作人員為了幫助您或您的孩子，通過以下方式收集

個人和健康信息： 

• 為個人或學生群體提供直接支持或干預，以解決學習和

參與活動的障礙 

• 進行各種評估（如認知、言語和語言、社會心理）以確

定額外的學習需求 

• 規劃個人教育需求。 

SSS 工作人員只會在有必要為您或您的孩子提供服務時，

收集個人和健康信息。 

SSS 工作人員在提供服務時，您或您的孩子可能會談論及

您家裡其他成員或他人，因而可能會收集到有關您或您孩

子以外的其他人的個人或健康信息。 

我們也可能會從其他機構、如其他醫療專業人員或其他政

府機構，收集有關您或您孩子的信息。 在我們開始收集前

，我們會徵求您的同意；但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可能會直

接收到這些信息。 

SSS 工作人員可能收集的個人和健康信息包括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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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或您孩子的姓名、地址和聯繫方式 

• 醫療信息 

• 進行各種測試時所需的其他材料 

• 學校所提供的測試結果、學校報告和其他信息 

• 關於您或您的孩子的身體、精神、心理或其他健康信息 

• 關於您或您孩子殘障的細節 

• 您或您的孩子表達希望接受持續醫療保健服務的意願 

• 已經或將會提供的醫療保健服務 

• 關於您或您的孩子的遺傳信息，這些信息是/或可能預

測您或您孩子的健康狀況 

• 提供服務所需的任何信息。 

如果您希望您所提供的信息得到保密處理（即未透露給您

的孩子），即使它與為您的孩子提供學生支持服務直接相

關，您必須告訴 SSS 工作人員。 如果需要提供學生支持服

務，他們只會記錄這些信息。 如果這些信息被記錄下來，

它將被標識為保密，並帶有一個持續保密的備註。 

個人和健康信息的準確性 

我們努力確保所有關於您或您的孩子的信息都是及時和準

確的。 但是，如果您的情況發生變化，如遷移、更換電話

號碼或您提供給我們的其他信息已過時，請告訴我們。 

個人和健康信息的使用 

SSS 工作人員為了給您或您的孩子提供學生支持服務，以

及學校教職員工和其他聘僱人員、DET 的承包商或代理商 

，或學校理事會為您或您的孩子履行照顧責任，SSS 工作人

員可能會與其他聘僱人員、DET 的承包商或代理商，或政

府學校理事會的聘僱人員、承包商或代理商（例如課後照

顧服務提供單位） 討論您或您的孩子個人或健康信息。 

您或您孩子的學校的工作人員可能會使用此信息，以便為您

或您的孩子提供教育計劃並對其進行調整。參與討論的人員

可能包括其他 SSS 工作人員、教師、教學輔助人員 、其他醫

療專業人員或您的孩子參與由學校理事會主辦的教育和照護

服務人員。 

如果向其他 DET 員工、承包商或代理商，或學校理事會僱

員、承包商或代理商披露健康信息，則這些人員必須遵守

‘健康記錄法’和‘信息隱私保密法’（或相關 1988 年聯邦

隱私保密法）。 

只有在法律允許下，才會披露或使用。 在某些情況下，DET

可能會被其他法律強制將有關您或您孩子的信息披露給其他

機構，如監管機構、法院或仲裁庭。 

個人和健康信息的取得 

根據‘1982 年信息自由法’，您可以取得和修正由 DET 所

持有的關於您和您的孩子的個人和健康信息。請聯繫以下您

所在學校確定的 SSS 主要聯繫人以便討論此事。 

 

 

 

 

3. 您的同意 

我授權以下學生支持服務單位為我的孩子提供服務（請打勾）： 

 所有學生支持服務  董事會認證行為分析師 

 心理學家和指導工作人員  言語病理學家 

 社會工作者  訪問教師 

 其他輔助醫療專業人員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確認以下內容： 

• 我已收到並閱讀此學生支持服務隱私保密信息和同意表格。 

• 我了解我或我的孩子的個人和健康信息將如何以紙本和電子格式收集、接收、使用、披露和管理。 

• 我理解並表明，在我或我的孩子在維多利亞州政府學校就讀並繼續提供學生支持服務時，所提供的同意將會持續有效

。 

• 我了解並同意為我或我的孩子所提供學生支持服務可能隨時被撤回。 

• 我了解，如果學生支持服務確認沒必要繼續提供特定服務時，則我或我的孩子的學生支持服務將停止。 如果在未來再

次需要學生支持服務，則需要填寫並簽署新的同意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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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 

第一人 
 

名字第二人 

（可選） 
 

與孩子關係  與孩子關係  

簽名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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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姓名  學校名稱  

出生日期 ____ / ____ / ________ 學校 SSS 主要聯繫人是： 

 

姓名： 

 

電話： 

學生簽名（可

選） 
 

日期 ____ / ____ / ________ 

如果學生在未經他人同意的情況下簽署本表格，請確保他們年滿 18 歲，或根據 DET 政策其為成熟未成年人。有關更多信息，請參閱常見提問。如果本表格的同意欄位未簽署，您或您
的孩子將無法獲得學生支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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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支持服務 

隱私保密和同意表格 

常見提問  

本部分概述了一些一般問題。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相關信息

，您可以參閱 DET 隱私保密政策，該政策鏈結網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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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T 隱私保密政策包含以下我們的處理方式： 

• 管理個人和健康信息 

• 保護數據質量和安全 

• 保留個人和健康信息 

• 傳輸個人和健康信息。 

或者，您可能希望聯繫您學校的 SSS 主要聯繫人。 

誰是學生支持服務人員？ 

學生支持服務人員包括： 

• 心理學家和指導專員 - 為學生及其家庭和學校提供全面

的心理服務，與個人、團體和家庭合作。為學校提供心

理評估、學習和教學建議。支持殘障學生計劃；並在適

當的時候參與學校的重大事件。 

• 言語病理學家 – 提供言語病理學服務、進行言語和語言

評估，以及為校長、學校工作人員和家長提供有關殘障

學生計劃要求和語言支持計劃實施情況的支持。 

• 社會工作者 - 通過參與個人、團體和家庭工作，並在適

當的時候參與學校的關鍵事件，為學生、家庭和學校提

供支持。 

• 董事會認證行為分析師 - 提供直接的行為評估；其中可

能包括行為功能評估和個別學生的輔導。指導學校工作

人員，並開發高效和有效流程，以回應需關注的行為。 

• 訪問教師 - 提供對學生的直接教學和評估，包括監督、

評估和向教師報告進度和建議。 訪問教師可以進行聽

力、視力、健康、身體和其他教育需求評估，並與教

師、助教和家長緊密合作，以支持學生。 

• 其他輔助醫療專業人員 – 由學校、地區或地區僱用 (如

職業治療師或青年工人) 輔助醫療服務提供單位。 

誰可以簽署本表格？ 

如果您或您的孩子未滿 18 歲且未被視為成熟未成年人 - 以

下人員之一可以簽署本表格（以個人情況適用者為準）： 

• 由‘1975 年聯邦家庭法’所定義的‘重大長期問題’

的父母責任人。 

• 根據‘2005 年維多利亞州兒童青少年與家庭法’被任

命為‘監護人’。 

如果上述人員均不在或無法聯繫，則可以通過以下方式獲

得同意。 

1. 法庭指定的監護人 

根據‘1986 年維多利亞州監護和行政管理法’，如果另有

一人被任命為您或您的孩子的‘監護人’，則該監護人可

簽署同意表格。 

2. 非正式的照顧者 

非正式照顧者是與其生活在一起的親屬或其他與孩子同

住，並且每天都照顧孩子的負責任成年人。 有關非正式照

顧者的信息，請參閱學校政策諮詢指南： 

http://www.education.vic.gov.au/school/principals/spag/par
ticipation/Pages/admission.aspx.  

重要的是要注意以下幾點： 

• 非正式照顧者應提供非正式的親屬照顧者法定聲明，以

確認他們作為非正式照顧者的身份。 該法定聲明的範本

可從 http://www.ccyp.vic.gov.au 獲取。 

• 如果之後可以和有長期主要事宜的父母責任人和/或被

授予監護人的人取得聯繫，應徵求他們的同意。 

• 如果有長期主要事宜的父母責任人和/或被授予監護人

的人後來拒絕或撤回同意，則他們的決定將優先被採納

，所有服務將立即停止。 

3. 成熟的未成年學生 

如果您或您的孩子年齡在 18 歲以下，但被認為是成熟未成

年人，他或她可以簽署自己的同意表格。 有關成熟未成年

人的信息，請參閱學校政策諮詢指南：

http://www.education.vic.gov.au  

4. 十八歲及以上的人士 

如果您或您的孩子年滿 18 歲 或以上- 除非孩子受到法院命

令，否則他或她可以簽署自己的同意表格。 

如果父母離婚或分居，怎麼辦？ 

在‘誰可以簽署本表格’一欄內所提供的信息，可以決定

誰可以在父母離婚或分居時簽署同意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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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vic.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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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新伴侶、事實婚姻父母或繼父母想要簽署本表格

，怎麼辦？ 

只有有父母責任的人、法定監護人或非正式照顧者才能簽

署本表格。新伴侶、事實婚姻父母或繼父母不能簽署本表

格。 

如果孩子不與父母同住或無法找到父母，怎麼辦？ 

在‘誰可以簽署本表格’一欄內所提供的信息，可以決定

誰可以在孩子不與父母同住或無法找到父母時簽署同意表

格。 

如果對於“重大長期問題”或有監護人的父母責任的

人員對提供服務不同意，怎麼辦？ 

應該向所有對‘重大長期問題’負有父母責任或對孩子有

‘監護權’的人徵求同意。 

如果獲得對‘重大長期問題’負有父母責任的人或具有監

護權的人其中之一方同意，就可以提供服務。 

. 

但是，如果對‘重大長期問題’ 負有父母責任的人或具有

監護權的人其中任何一方反對，則服務不應繼續提供。 如

果服務已經開始，除非對孩子的生命、健康、安全或福利

有嚴重或立即威脅，則必須停止服務，。 

學校應該與對‘重大長期問題’負有父母責任的人或具有

監護權的人協商，以獲得有關方的同意。 如果通過協商無

法達成協議，則必要時可能需要將當事方轉介至調解、仲

裁庭或法院。 

學校應該如何使用本表格？ 

學校必須保留與父母責任、監護權或非正式照顧者身份有

關的表格原件和書面證據，以證明已經獲得適當的同意。 

同時表格複印件和書面證據副本也必須提供給： 

• 已經同意轉介給學生支持服務的人員; 和 

• SSS 工作人員。 

同意表格也可以上傳到學生在線案例系統（SOCS）中，以

作為案例準備過程的一部分。 有關保留個人和健康信息的

其他信息，請參閱我們的隱私保密政策。 

如何存儲信息？ 

相關信息將被記錄並存儲在 Department Confidential 

Confidential Student File 紙本檔案夾中。 該檔案夾將按照

學生支持服務文件存儲和 DET 記錄管理策略的標準程序保

存在安全的地方。 

信息也可以電子檔和/或學生在線案例系統予以記錄和存

儲，以便作為電子個案管理。 

只有那些為您或您的孩子提供學生支持服務的工作人員才

能獲取信息紙本或電子文件。 

如果孩子轉學到另一所維多利亞州政府學校，怎麼辦

？ 

如果孩子在接受服務期間轉學到另一所維多利亞州政府學

校，則在新學校註冊完成後，檔案夾和電子記錄將被轉移

到相關學校或 SSS。 

所有檔案夾將按照學生支持服務文件存儲和 DET 記錄管理

策略的標準程序保存在安全的地方。有關這些政策的副本

，請發送電子郵件 privacy.enquiries@edumail.vic.gov.au.   

我可以撤回同意嗎？ 

您可以隨時發信件給您孩子的學校撤回同意。 這可能是因

為您或您的孩子不再需要學生支持服務，或者您或您的孩

子不再希望接受學生支持服務。 在撤回學生支持服務的同

意前，我們建議您先與學校工作人員員工和/或 SSS 工作人

員討論。 

撤回同意表示提供給您或您孩子的學生支持服務將停止。 

如果再次需要服務，該怎麼辦？ 

一旦服務停止後，學生支持服務同意不能自動重新激活。 

如果將來需要學生支持服務，則需要成立新的個案並完成

並簽署新的同意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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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