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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社區交通？
社區交通的宗旨和理念是，確保社會每一個人都有
公平的機會，獲得平常生活所需的客運服務。

如何提供服務？
在新南威爾士州，社區交通通常由非盈利機構經
營。這些機構獲得政府撥款而經營客運服務。政府
根據按地理情況而分配撥款。

LMCTG獲得撥款，向Marrickville和 Leichhardt市政區
的合資格居民提供社區交通服務。

第一件事
接受社區交通服務的資格並不等同接受其他服務如
Medicare醫療保健服務的資格。

服務受兩方面的影響：

 您要合資格才能獲得服務。

 服務不是絕對有保證的 – 服務必須在項目的資源範圍內提供。

我符合資格嗎？
LMCTG服務由兩個不同的服務項目撥款：

 家居及社區照顧項目

 社區交通項目

LMCTG在這些項目（和其他項目）下申請撥款，但決定是由政客和政府機構決定。撥款
條件規限了接受服務的資格 – 這些條件不是由 LMCTG 決定的。

這兩個撥款來源對接受服務的資格有不同的規定。

家居及社區照顧項目撥款的服務

您行動有困難嗎？能去到獲得所需商品和服務
的所有地方嗎？能夠探訪朋友，走出家門嗎？
不能嗎？

家居及社區照顧項目通過提供各種基本服務，
協助人們在家生活。而社區交通就是協助您去
要去的地方。

家居及社區照顧項目的撥款著重於幫助老年者
及有殘疾者，但不僅如此。如果您做日常事務
有困難，外出行動有困難，那麼您可能具備接
受服務的資格。

如果您已在接受家居及社區照顧項目的其他服
務，例如送餐上門、鄰裏協助或家居維護等服
務，那您差不多是具備接受服務的資格了。

當然最好您有做得好這些事情的能力，但如果
不能的話，請與我們辦公室聯繫，瞭解您是否
具備資格。

社區交通項目撥款的服務

社區交通項目的服務是為“交通不
便”的人士而提供。

這就是說，您使用私人交通受限
制或沒有私人交通工具，無法使
用“常規”的交通工具，如巴士
或火車。這不僅僅在於您附近是否
有常規的交通工具，而且還在於您
能否使用這些交通工具。

與家居及社區照顧項目不同，社區
交通項目向所有交通不便的人士提
供服務，他們可以是任何年齡、有
殘疾或沒有殘疾的人士。

同樣地，如果您不肯定，請與我們
的辦公室聯繫。

我們講您的語言嗎？

這本小冊子以及我們的《簡明
服務指南》單張都有各種不同
社區語言的版本。

我們還歡迎您直接與我們的辦
公室聯繫。若需使用電話傳譯
服務，請撥打筆譯及口譯服務
處的電話：131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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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我現在該怎麼辦？
也許您猜到了。請打電話到我們的辦公室。

我們的工作人員會與您討論您的情況，介紹服務的情況和接
受服務的資格。

如果您符合資格並希望辦理接受服務的手續，我們需要為您
登記入冊。工作人員會安排進行評估。評估很簡單，只需在
電話上談15分鐘左右就可完成。

如果您不符合資格，工作人員會盡最大努力指導您使用其他
交通工具。

登記
整個過程簡單容易。

首先，會問一些基本情況，例如您的姓名、住址等。

下一步是瞭解我們如何最好地為您服務。會問您現在做事情的能力的問題。這樣我們能
確保我們的司機能事前知道您從家門前以及上車是否需要協助等。我們需要知道緊急情
況的聯繫人姓名及其資料、您的照顧者（如果您有的話）等。

為了更好地為您服務，希望您回答我們的問題，但回答與否
是您的決定。

最後一步
回答了這些問題之後，我們還會問是否同意把您的部分資料
提供給其他部門。

如果同意，與您使用服務有關的統計性資料將提供給政府部
門。資料發往政府部門之前會進行加密處理。這些資料作統
籌工作之用，對 LMCTG 和提供撥款的機構都有用。這些資
料還作為 LMCTG 向您提供服務的依據，這些資料也供撥款 部門在作撥款決策之時使
用。

我們也會應要求把這些資料轉交給當地其他機構。這樣可避免您將來重複地向當地機構
提供同樣資料。

如果您不同意把資料轉交其他機構，這些資料將僅限我們自用。有關我們的做法詳情，
請聯繫辦公室。

保密
LMCTG受隱私立法的限制，會遵守有關法律要求。

與乘客有關的所有資料都安全妥當地存放在我們的辦公室。
舊的紙張資料會定期按規定妥當地銷毀，電腦存儲的資料有
密碼保護。 

未經您同意，您的個人資料絕不會向任何人透露。

您對自己的所有資料都有知情權。

我可介紹其他人接
受服務嗎？

當然可以。我們自然
地需要知道那個人是
否有興趣接受我們的
服務，是否願意成為
我們的乘客。

提示
進行登記需要提供您
的家庭醫生資料和緊
急情況聯繫人的資
料。如果您在打電話
之前已準備好電話號
碼和位址的資料，登
記過程就會更快捷。

信息
您出於隱私的原因而不
提供資料不影響您獲得
服務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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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怎麼辦？
您可能要等收到信件通知您的服務計畫（見下文），但不管怎麼樣，您可以預約了！

到此階段，工作人員應已經與您討論過適合您需要的服務類型或者可提供的服務。他們
還可告訴您可提供服務的日期和時間。

您的服務計畫
您對LMCTG能向您提供什麼服務心中有數，這對您是好事，對我們也是好事！

服務計畫是一份書面文件，說明瞭您所選擇的LMCTG的服
務，提供這些服務所附設的條件（例如費用的安排），以
及您會在何時獲得這些服務（例如每兩週一次）。您應在
登記後兩週之內收到這份文件。 

您會通過郵件（或者通過電子郵件，如果您願意的話）收
到計畫、這本小冊子、介紹我們服務的其他宣傳單張、您
要求的其他資料或者工作人員認為對您有用的資料。

如果您覺得服務計畫有不正確之處，請立即與辦公室聯繫。

預約
預約一定要通過辦公室辦理，不能通過司機辦理。

不同服務有不同預約方式。

比如經常性購物服務以及我們的穿梭巴士服務，可按常規做法例如永久性每兩週一次地
預約。或者，您願意的話可在需要乘車之時提前打電話來。

看醫生等需要乘坐交通車，通常在約好了看醫生之後預約乘車。不管如何，儘早預約是
最好的方法。

聯繫辦公室
您可親臨辦公室，發電子郵件（詳見第2頁）或打電話來。

絕大多數乘客都是打電話與我們聯繫的。因為接受我們服務的人很多，有時候我們的電
話會很繁忙，尤其是在上午。

如果您打電話來聽到錄音應答，請等到錄音結束並發出“畢”的一聲之後留言。請說出
您的姓名和電話號碼，並簡短地說明來電的目的，這樣有助於工作人員根據您的需要做
好準備。

所有來電留言都會回復，但請留意，工作人員要按
需求的緩急安排當天交通服務，例如看醫生的交通
要優先安排。工作人員在處理您的要求之時可能會
有延遲，有時候接到的電話很多，忙不過來。如能
耐心等待，我們將非常感激。

郊遊活動（僅限此活動）的預約，不會立即回復，
除非相關活動已全部被預約。到接近活動的日期，
我們會通知在有關活動當天接載您的時間。

提示
如果需外出看醫生，請在
知道看病時間之後儘快聯
繫辦公室，提早通知。

這些個別或靈活安排的交
通服務常常有很多人預約，
因此您可能要等好幾週之
後才能第一次用上車。

信息
辦公室辦公時間：星期一至星期
五，上午9:00至下午4:00。

下午4:00之後可在電話上留言，
但工作人員要到下一個工作日的
上午才會接到留言。



6

與您聯繫
如果服務被取消或服務出現長時間延誤，辦公室一定會設法與您聯繫。如果您家的電話配
有錄音功能會很有幫助。

如果您有手機，請把號碼告訴辦公室。若有事情，可以更快、更直接地通知您。而且對個
別或靈活安排的交通服務，我們可以直接向您通知什麼時候有返程的交通車。請確保您的
手機保持開通，另外手機要接通留言服務。

您取消服務
當LMCTG的服務滿額，我們會徵詢乘客是否願意把他們
列入等候名單，以在其他乘客取消乘車及有空位時讓他
們乘車。

在任何一天的時間內，甚少出現在等候名單只有一位服
務對象的情況，有4到6位是很常見的。

我們取消服務
LMCTG不能也無法保證一定會讓您獲得服務，但一定會
盡最大努力讓您獲得服務。

意外機械故障或司機突然生病的情況可能發生。我們對這些情況有應急計畫，但應急計畫
會在偶爾情況下不能解決問題。如果服務被取消，我們一定會設法與您聯繫。 

費用
收取費用是為了幫助我們收回部分經營成本。

如有經濟困難，請與辦公室在保密的情況下商議。我們可與
您商議較便宜的收費或達成其他協定。

我們不允許由司機商議費用，因此請在乘車之前與辦公室商
議有關事項。

一般性服務協助
所有服務都提供某種程度的協助，司機一定會做一些諸如協
助您上下車的事情（如果您需要的話）。但請仔細留意，協
助的程度會視服務的類型而有所不同。

例如，我們的在Leichhardt提供的購物服務，有隨車工作人員協助處理所購物品。但穿梭
巴士並不用於大批購物，故沒有隨車工作人員協助。為安全起見，穿梭巴士的司機不能離
開汽車協助您把所購物品帶到家門口。

辦公室樂於向您說明不同服務所提供的不同協助程度，但說到底，對服務的選擇是由您自
己決定的。

特定的個人協助
很顯然，不是所有乘客都一樣。有的人需要比較多的協助，有的人需要比較少的協助。

為個別的乘客確定合適程度的協助並非易事。某個乘客認為合適的協助程度，另一個乘客
可能覺得是過分關心，貶低其能力，傷害其自尊。

司機需要瞭解清楚這些情況。協助是我們的服務的一部分，因此若需協助，請告訴司機。

重要事項
如果您不能按預約乘車，
請與辦公室聯繫，這對我
們有極大的幫助。我們可
把您的座位安排給其他有
需求的人，以免他們錯過
乘車機會。

信息
如果您因無法控制的
原因而無力支付，我
們不會因此拒絕為您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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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獲得的資訊
瞭解關於服務的資訊，或者瞭解LMCTG經營服務的任何方面都是很容易的。 

LMCTG的服務
有關服務的更詳細資訊可通過聯繫我們的辦公室或查閱我們的網站瞭解。

服務會隨時間推移而有所改變。以下概要在印刷本資料時準確。

> 為看醫生及參加活動等個別安排的交通服務；

> 靈活安排的交通服務 – 有限的“偏僻地區”、“非上班時間”及有陪同的交通服務；

> 許多為團體和個人安排的購物服務，購買雜貨或特別物品，包括定期去Market Place 和
Marrickville Metro的服務；

> 每月一次去魚市場的交通服務；

> 每月兩次到各種不同地方的郊遊活動，還有半天的郊遊活動；

> 前往各購物中心和商店的每月一次購物活動；

> Jetstream交通服務 – 在全Marrickville範圍內門對門，固定車站交通服務，每週一次；

> TigeRider交通服務 – 在Leichhardt範圍內門對門，固定車站交通服務，每週兩次。

使用服務 – 您的權利與責任
很自然地，您使用 LMCTG 的服務會對自己如何被對待是有要求的。同樣地，為了順利
地提供服務，讓每一個人都得到公平與平等的對待，在向您提供服務中得到您的合作對 
LMCTG 也很重要。這就是“幫助我們就是幫助您自己”。

以下說明瞭對雙方的要求。

這些內容是 LMCTG 的規定的一部分，反映了聯邦政府制定
的《社區照顧權利與責任章程》。在某些情況下，反映了諸
如關於您的隱私權的法律。

這些內容很重要，請好好看一下。

無論在何時，如認為對您的對待沒有尊重您的權利，或者認
為一些基本要素被忽視，請一定要和我們聯繫。 

 

通過辦公室瞭解資訊

可親臨辦公室或來電向工作人員瞭解：

> 接受服務及接受服務的資格；

> 我們所有服務的詳情；

> 如何提供服務。

他們可安排寄以下資料給您：

> 關於我們服務的宣傳單張；

> 方便您進行預約的年曆；

> 我們近期的郊遊活動地點和日期的資 
   料。

在我們的網站

您可看到：

> 介紹我們服務的宣傳單張；

> 郊遊活動地點的最新消息。您可以下 
  載和列印這些資料

還有：

> 所有服務的年曆；

> LMCTG的消息和交通服務的一般性資  
   訊；

> 接通其他相關機構的鏈結；

> 其他資訊；

> 甚至還有些有趣的東西，比如我們的  
  電影！

信息
Leichhardt社區交通服務
不因為種族、民族、宗
教信仰、性別、性取向
或年齡等因素而歧視服
務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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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的權利

您有權要求 LMCTG：

1. 基本要求
a)  作為個人而受到對待和接受，您的個人意願受到尊重；

b) 得到有尊嚴的對待，隱私受到尊重；

c) 得到尊重您、您的家庭和家居的照顧；

d) 得到照顧，而不必有對照顧您的人士感激的義務；

e) 充分而有效地運用您所有的人權、法律權利和消費者權利，包括對您的照顧有關 
   的言論自由權利；

f) 得到不受剝削、虐待、歧視、欺負或忽視的對待。 

2. 參與
a)  參與確定哪些社區照顧服務最適合您的需求；

b) 從現有資源範圍內“社區照顧服務”所能提供的照顧與服務中進行選擇，以便最    
   好地滿足您的（經評估的）需求；

c) 參與對您有影響的決策； 

d) 如果您沒有能力參與，讓您的代理人參與對您的照顧的決策。

3. 照顧與服務
a)  獲得可靠、協調、安全而優質的照顧與服務，以便適當地滿足您的（經評估的） 
   需求；

b) 在照顧開始之前或之後的14天之內，獲得您所接受的照顧與服務的計畫；

c) 獲得的照顧與服務顧及到您的生活方式，其他照顧安排，文化，語言和宗教信仰 
   的意願；

d) 持續地對所獲得的照顧與服務進行復審（定期及針對您個人情況變化而復審）， 
   若有需要調整照顧與服務。 

4. 個人資料
a) 您的個人資料的隱私受到保護，並受到保密對待； 

b) 能獲得您的個人資料。

5. 溝通
a)  獲得幫助去理解您獲得的任何資訊；

b) 獲得《社區照顧權利與責任章程》的文本；

c)  獲得包含所有同意事項的書面協議；

d) 可以選擇（無論出於任何目的）代表您說話的人。

6. 意見與投訴  
a) 獲得如何對您的照顧與服務提出意見與投訴的資訊；

b) 對獲得的照顧與服務提出投訴，而不需擔憂不能再獲得服務、或以任何其他方式 
   處於不利的狀況；

c) 所提出的投訴得到公平而保密的調查，並採取適當的步驟解決擔憂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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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收費
α) 以透明、便利和公平的方式確定向您收取的費用；

b) 獲得格式容易理解，內容清楚的發票；

c) 當您的經濟狀況發生了變化，可應您的要求而復審以及定期復審對您的收費情況；

d) 不因為您無法控制的原因而無力繳付費用，而拒絕向您提供照顧與服務。

您應當：

1. 基本要求
a) 尊重 LMCTG 的工作人員、志願者以及其他乘客的人權、法律權利、工業行動權
利包括在安全的環境中工作的權利；

這包括：

- 使用工作人員制定的安全設施，包括座位安全帶

- 要求工作人員協助拿的購買物品應在合理和有限的範圍內

b) 不會以剝削、虐待、歧視或欺負的行為對待 LMCTG 的工作人員、志願者以及其
他乘客。

2. 照顧與服務
a) 遵守書面協議的條款，包括：

- 接受您所選擇的任何服務的相關條件和限度

b) 承認您的需要有發生變化的可能，在您的照顧之需發生變化之時，對照顧與服務
的調整進行協商；

c) 接受您自己的行動和選擇的責任，即使某些行動和選擇可能有風險因素。

3. 溝通
a) 提供充足的資訊，以協助 LMCTG 制定、實施和復審照顧計畫。這包括：

- 與工作人員合作

- 對您的需要、交通預約或安排、以及可影響接受交通服務的個人或健康狀況 
  的變化與工作人員溝通

- 與工作人員清楚地溝通您需要的實際協助程度

b) 把照顧與服務中的任何問題告訴 LMCTG 及其工作人員。

4. 便利
a) 在您的照顧計畫或其他協議所規定的時間內，為 LMCTG 的工作人員和志願者提
供安全與合理的出入通道；

b) 如果您不需要服務，應提前充足的時間通知。這包括：

- 若取消服務，儘早地提前通知，以便把您位置讓給其他乘客。

5. 收費
a) 按協議的規定、或如果您的經濟狀況發生變化，按與 LMCTG 協商的其他安排繳
付所有相關費用；

b) 充分地向 LMCTG 提供有關情況，以便確定合適的收費。

乘客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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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
照顧者是照看您的人。他們可以是親屬、
鄰居或朋友。

如果您有照顧者，讓 LMCTG 知道是很重
要的。我們可在必要之時與其聯繫，確保
我們的服務滿足您和照顧者的要求。

一些重要事項：

• 您的照顧者需要在我們這裏登記，以便
我們保留其資料。登記過程簡單快捷，只
需問幾個問題；

• 只要照顧者能在您的家中被接載或者與 
您在一起，我們極其歡迎照顧者與您同行；

•  與您同行的照顧者免費乘坐交通車；

• 照顧者有時候他們自己有獲得服務的 
資格。

靈活安排的交通服務
在預約之前，請問一下您要去的地方的接待員，
您在那裏可能逗留多長時間。您需要在打電話給
我們的時候，把這個情況告訴我們。

靈活安排交通服務所去的目的地往往遠離LMCTG
的大本營。為了確定司機能否在接送您的途中接
做其他工作，我們需要知道您在目的地逗留大概
多長時間。 

我只是看醫生……
醫生和醫院若知道您在使用社區交通服務，往往
能相當靈活地安排看病時間。

如果 LMCTG 的服務已被預約滿，安排不下您看
病的時間，請告訴醫生或醫院的接待員，詢問是
否可以改期或改時間。如仍然有困難，我們辦公
室可以幫助您，代您安排看病的預約。 

重新評估
辦公室或 LMCTG 的代表會時不時地與您聯繫並進行重新評估(在適合您的時間內進行)。

重新評估的做法是核對我們所保留的有關您的資料是否需要更新，相關要素是否都有記
錄。如同您原先的評估，都是為了確保我們有準確的資料，為您提供最好的服務。員工還
會核對服務是否仍然能滿足您的需要，說明您可能不知道但對您有用的其他服務。

代言人
代言人是經您授權，代表您的利益的人
士。您可選擇使用獨立的代言人代表您
進行協商。代言人可以是家庭成員、朋
友或代言服務機構的人員。如果您不知
道誰可當您的代言人，辦公室可協助您
尋找代言服務。如果您願意的話，社區
交通服務的工作人員也可以為您代言。

讓我們知道您認為誰有權代表您說話，
這是很重要的。您需要告訴我們如果由
別人或工作人員代言，或者換了您指定
的代言人。

您最好用書面形式通知我們，但如果您
希望用其他形式通知我們，請打電話來
辦公室，我們會想出辦法的。

繞道
我們所有的司機都要按每日的時間
表行車，這就是說他們要在特定的
時間到特定的地點，這樣每天能儘
量多地接載乘客。顯然地，對於乘
車去看醫生，司機按時間表行車很
重要。

因此，我們不允許司機不按行車時
間表繞道而行，因為到下個接載站
可能會晚點。

如果您事先知道需要到兩個地點，
請告訴辦公室，我們會盡最大努力
去滿足您的要求。

如果您的醫生開出緊急處方，請醫
生瞭解您的藥房是否提供送藥上門
的服務。許多藥房提供此類服務。

某些服務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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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意見
乘客的回饋意見對確保服務不斷滿足乘客之需以及適當地計畫好服務很重要。

回饋意見不限於提出投訴。您可建議服務延伸到新的目的地，或建議不同的服務時間，
又或者指出您對服務的某個方面有不明白之處。

您可以採用自己願意的任何方式向我們提出回饋意見，但最好與辦公室直接聯繫，或寫
信給我們，也可用電子郵件寫給我們。

提出投訴
回饋意見的一個重要來源是乘客提出的投訴。如果我們不
知哪里出了毛病，就不知道在哪里改進。

提議您採用的投訴程序
如果對向您提供的服務有任何方面感到不滿意，想提出投訴，建議您按以下步驟而行。

1 如果您覺得自如，可直接對有關工作人員或乘客提出投訴。 

2 如果您對第一個步驟的結果不滿意，或者與有關人士討
論問題感到不自在，則應聯繫社區交通服務主任。

3 如果問題仍未得到滿意解決，應向社區交通服務管理委
員會的成員提出有關問題。辦公室會與您聯繫的。

4 如果接觸了上述人士之後，問題仍未得到解決，可向為
新南威爾士州社區交通服務提供撥款的機構提出投訴。

致電 (02) 8836 3189 或致函：

The Manager
Community Transport
Transport for NSW
Locked Bag 5085
Parramatta 2124

5 有關方面會向您通知投訴的處理結果，並請您對投訴的
程序提出回饋意見。

使用申訴專員的服務
新南威爾士州申訴專員公署設有非常好的網上指南，幫助提出投訴，並在網上
提供投訴表格。

www.ombo.nsw.gov.au/

您還可在星期一至五，上午9:00至下午5:00致電他們，電話號碼：9286 1000。

信息
我們歡迎您以任何方式提
出投訴。如何提出投訴，
完全由您自己定。

提示
您可使用代言人代表您
進行協商。您可在任何
階段採取這種做法。

重要事項
無論提出任何投訴都不
會影響您現在接受的服
務或將來對服務的要求。

LMCTG 應在14天之內作
出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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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服務  
LMCTG 希望以上文所列標準提供優質服務，滿足您的需要。

但是，如果知道您不再使用我們的服務時會怎麼樣，或者知道LMCTG會在什麼情況下終
止為您提供的服務是很重要的。 

以下是 LMCTG 的規定：

您或 LMCTG 都可以作出終止服務的決定。

您可因情況發生變化，服務不再合適或者對服務不滿意而無法繼續使用服務，因此決
定終止服務。

如果您因不滿意或爭議而終止服務，LMCTG 應確保： 

•  您瞭解自己的權利與責任；

•  您獲得關於投訴程序的提醒；

•  您獲得關於有使用代言人權利的提醒，並獲得有關提供代言服務機構的資訊；

•  工作人員小心謹慎地處理情況，因此不會因為爭議而妨礙在將來公平而合理地獲得 
 服務。

LMCTG 可根據以下其中一項原因而撤銷服務：

•  因為有關服務不再經營；

•  您不再符合接受服務的資格；

•  根據 LMCTG 的意見，您不再有接受服務之需；

•  您的行為令服務機構覺得難以對付；

•  您的照顧之需超過服務機構提供服務的能力；

•  LMCTG 確定另一位服務對象需優先於您獲得相關服務；

•  對您、LMCTG 的工作人員或其他服務對象的健康與安全感到擔憂

LMCTG
服務是由非盈利性社區機構Leichhardt Community 
Transport Group Inc. 組織和經營。這個服務項目是
由社區獨立經營，為社區提供服務。

LMCTG 設立於 1978 年，自 1983 年以來就一直
提供服務，並為 Marrickville 和 Leichhardt 市政區
服務。

LMCTG 部分資金來源于新南威爾士州社區交通項目， 
以及家居與社區照顧項目。

家居與社區照顧項目是由新南威爾士州政府與聯邦
政府共同撥款。新南威爾士州交通部代表老年、殘
疾及家居照顧服務項目管理對家居與社區照顧項目
的交通服務撥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