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认为儿童、青少年和家庭应该拥有安全的环境，能够茁壮成长，并对生活充满希望。

客户服务章程
我们对您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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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章程

本服务章程概述了 Berry Street 对您——我们的客户的服务承诺。我们致力于提供优质服务，而不带歧视。我
们力求与您携手努力，取得良好成果。我们可以从您那里了解我们做得好的方面，以及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
欢迎建议和反馈，并认真对待任何投诉。

我们的发展历程——背景介绍

作为维多利亚州婴儿庇护所，Berry Street 成立于 1877 年，我们的核心活动始终是保护有需要的儿童，并巩固
家庭，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照顾孩子。在早期，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高婴儿死亡率和贫困。我们的主要目标
是支持未婚、孤立或被拒绝的母亲以及她们的孩子，并为被遗弃的婴儿和儿童寻找新的家园。

我们承认，我们曾经是一个更广泛的儿童福利体系的一部分，该体系试图通过带走土著家庭的孩子，破坏了土
著家庭和社区，我们也曾经是一个照料机构体系，在其中，许多儿童遭受了进一步虐待并且缺乏照料。我们的
理事会在 2006 年对以往的这些做法正式作出了道歉，并将儿童的利益置于组织治理的所有其他考虑之上。

我们的现状——我们目前的情况

今天，Berry Street 是维多利亚州最大的独立儿童和家庭福利组织。我们在维多利亚州的大都市、地区和农村区
域为儿童、青少年、妇女和家庭提供各种服务。在童年压力增大的背景下，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挑战是：
• 帮助儿童和青少年从虐待、忽视和暴力的破坏性影响中康复
• 帮助妇女保护自己和子女免遭家庭暴力
• 帮助陷入困境的父母们，使他们成为自己理想中的父母
• 提倡更公平和更包容的社区，并为其作出贡献。

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动力来源

Berry Street 的五个核心价值观是勇气、诚信、尊重、问责和携手合作。这些
价值观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指引方向：
• 勇气：永不放弃，保持希望，并提倡 “ 公平对待 ”
• 诚信：忠于我们的诺言
• 尊重：承认每个人的文化、传统、身份、权利和愿望
• 问责：不断 审视我们能够如何改进，利用有用的知识和经验，并确保以最

佳方式使用我们的所有资源和资产
• 携手合作：我们与客户和同事彼此合作，分享知识、理念、资源和技能。

隐私

Berry Street 的计划是自愿参加的。我们对您的情况掌握越多的信息，我们越能为您的需求提供匹配的服务和支
持。但是，您始终有权决定告诉我们什么信息。

您提供的信息还可用于帮助您转介其他服务。不可识别身份的信息还可用于向资助机构报告与我们合作的客户
数量，以及用于质量保证、研究和评估目的。

获取信息

根据《隐私和数据保护法》（2014 年），您可以查看 Berry Street 持有的任何关于您的信息。您可以通过联系
工作人员来索取 Berry Street 持有的关于您的记录。如果您不再使用某项服务，则可以联系为您提供这项服务
计划的高级经理。或者，您可以致电 03 9429 9266 与 Berry Street 隐私官联系。

信息共享规定 *

根据儿童信息共享计划（CISS）和家庭暴力信息共享计划（FVISS），如果某一信息能够促进儿童的福祉与安全，
或与评估和管理儿童的家庭暴力风险有关，则批准的组织（例如 Berry Street）可以与其他批准的组织共享此信息，
而无需事先征得同意。如果是成年的家庭暴力受害幸存者，则必须征得其同意，除非该信息与评估或管理儿童
受害幸存者的风险有关。



我们会尽可能在共享信息之前征求您的同意，但是，在紧急和高风险的情况下，这可能并不总是可行的。

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什么时候可以与其他人讨论我的信息？
• 在对您或您孩子的安全有严重担忧时；
• 在我们被要求为法院诉讼提供信息时；
• 如果我们认为对公共健康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我们将尽我们所能向您告知我们共享了哪些关于您的信息，以及我们与哪些组织共享了您的信息。
*另请参阅“与其他服务提供商共享信息的同意书，以获取更多信息 ”

以往的客户和其家庭

我们提供历史信息和支持服务（Heritage Information and Support Service），以帮助 Berry Street、
Sutherland Homes 或 Lisa Lodge 以往的客户查找并获取他们的个人记录。如需联系历史客户信息和支持服
务部门，请拨打 (03) 9429 9266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heritage@berrystreet.org.au

我们对您的承诺

 我们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专业服务

 我们力求了解客户的需求，以及对他们而言至关重要的东西

 我们将提供满足客户需求，并以他们的优势为基础的服务

我可以从 Berry Street 得到什么

作为 Berry Street 的客户，我们请求您：

• 让我们知情并与我们合作，从而为您提供最好的照顾、支持和帮助
• 尊重其他客户和 Berry Street 的工作人员，因为我们都有权利获得尊重
• 给我们提供反馈，这样我们就能知道我们在什么方面做得好，以及我们可以改进哪些方面。

这样做有助于我们实现对您的承诺。

反馈 - 您对于 Berry Street 的看法

您的反馈将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将来如何与他人合作。 您可以在网上填写反馈表： 
www.berrystreet.org.au/feedbackform

我的权利 这意味着什么

安全
我有权在 Berry Street 服务机构获得并感受到安全

您应该会从我们这里获得安全且无伤害的服务

尊重
我有权受到尊重，获得尊严和体谅。

（无论您是谁或您来自哪里，您都应得到公平对待）

沟通
我有权了解我能获得的服务和选择

您能够获得关于您所接受的服务的相关信息，并且
我们会以您能理解的方式向您解释您所拥有的选择

参与
我有权参与 Berry Street 为了支持我而作出的决定

在作出将会影响您的决定之前，您应该会被纳入讨
论当中

隐私
我有权对自己的个人信息保密

您的信息将仅被用于您已同意的事宜，并会被保密

被聆听
我有权提出任何疑虑，并让它们得到解决。我有权
选择获得一位辩护律师和一位口译员

我们将以尊重且及时的方式回复您的问题。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

您有权对我们所提供的服务给予反馈或提出投诉。您可以通过给予我们建议、赞扬或向我们投诉来给予
反馈。让我们知道什么事做得好，或什么事做得不怎么样。

您的反馈有助于我们了解我们在什么方面做得好。对于您可能遇到的情况和问题的反馈有助于我们改善
支持和服务质量。

您可以放心进行投诉或提供负面反馈，并且这不会影响您获得服务的资格，也不会对我们目前正在提供
的服务造成负面影响。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给我们提供投诉、建议或反馈：

• 与负责为您服务的 Berry Street 工作人员交谈
• 致电并要求与该服务的团队负责人或高级经理沟通
• 填写反馈和投诉表单，并将其留在 Berry Street 任何一家办事处
• 在我们的网站 www.berrystreet.org.au/feedbackform 上填写反馈表
• 发电子邮件给我们：feedback@berrystreet.org.au
• 与您距离最近的地区主管进行书面或口头沟通

投诉：

我们会尽力、尽快解决投诉。我们将在两个工作日内联系您，给您一个初步回应，并概括说明我们将如
何处理这次投诉。如果您对您的投诉处理方式或结果不满意，您有权进行申诉。

如何联系我们

欲了解更多关于 Berry Street 的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www.berrystreet.org.au 

中央办公室 吉普斯兰地区 Hume 地区
1 Salisbury Street 37 Elgin Street 110 Wyndham Street 
Richmond VIC 3121 Morwell VIC 3840 Shepparton VIC 3630 
电话：(03) 9429 9266 电话：(03) 5134 5971 电话：(03) 5822 8100

北部地区 东南地区 西部地区
677 The Boulevard Level 1, 500 Princes Hwy 23 Wetlands Drive 
Eaglemont VIC 3084 Noble Park VIC 3174 Mt Helen VIC 3350 
电话：(03) 9450 4700 电话：(03) 9239 1400 电话：(03) 533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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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照片中使用的是模特，以保护我们客户的身份。Berry Street 恪守
社会公正原则。我们谨此对澳大利亚土地和水域的传统所有者表示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