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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全国残障保险计划？ 

全国残障保险计划（The National Disability Insurance Scheme，以下简称 NDIS）是澳大

利亚政府为残障人士及其家庭和照护者提供援助的一项全国性计划。NDIS 为 65 岁以下、存

在永久性严重残障的澳大利亚人提供在住房、独立生活及就业方面等所需的援助。 

1. NDIS 已正式立法

NDIS 计划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特别鼓励投资者参与，以便能尽快将 NDIS 的开

发、供应和服务打造成为成熟的产业链，在为残障人士提供专业服务的同时，也为社会提供

新的规模化产业、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点。澳洲政府指出，打造一个有竞争力的市场，才能

保障这一计划的可持续发展，也更有利于保证服务质量与合理价格。因此。2012 年，NDIS

在议会上被正式提出，2013 年则正式立法1，也就意味着政策变化、政府换届并不能影响这

一法案。

2. 政府确保资金来源

据澳大利亚政府人权委员会统计，目前残障人士约占澳大利亚总人口的 20%，接近 400 万人
2。而这一数字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也在不断增长。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全国已申请加

入 NDIS 计划的有 311,774 人3。为了尽早满足需求，填补市场空缺，促动整个产业健康运

行，澳大利亚政府已划出专项款项，并确认资金来源。所有经费将由联邦政府和地区政府共

同负担。

1 澳大利亚政府官方网站 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C2018C00276 

2 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官方网站 https://www.humanrights.gov.au/our-work/national-inquiry-employment-and-
disability-issues-paper-1 

3 NDIS 官方网站 https://data.ndis.gov.au/data-and-insights/data/participant-data 

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C2018C00276
https://www.humanrights.gov.au/our-work/national-inquiry-employment-and-disability-issues-paper-1
https://www.humanrights.gov.au/our-work/national-inquiry-employment-and-disability-issues-paper-1
https://data.ndis.gov.au/data-and-insights/data/participant-data


3. 社会施压，政府加大 NDIS 支出

去年， 澳洲政府财政支出结果比预算低出 138 亿澳元4，这也是自 2007-2008 财年以来澳洲

政府预算第一次出现结余，多位经济学家指出，此情况是由于政府在包括 NDIS 在内的一些

领域严重支出不足，这也意味着澳洲政府将在未来财年中加大在 NDIS 领域的支出。

实际上，近年来，每年 NDIS 的预算经费已经在迅猛增长，2018-2019 财政年度为 133 亿澳

元，2019-2020 年度为 180 亿澳元，而 2020-2021 财年则为 220 亿澳元5。 

NDIS 中 ， 可 申 请 资 助 的 服 务 包 括 六 大 类 ：  专 业 无 障 碍 住 宅 (Specialist Disability 

Accommodation, 以下简称 SDA）、独立生活服务(Supported Independent Living, SIL)、

个 人 居 住 服 务 (Individual Living Options ， ILO) 、 护 理 科 技 (Providing Assistive 

Technology, PAT)、住房改造服务（Providing Home Modifications, PHM）、住房信息

服务(Housing Information,  HI)6。其中，SDA 住房是整个 NDIS 产业的起点。 

二、什么是 SDA？ 

无障碍住房 SDA 是为保障残疾人生活质量而特殊开发、设计、装修和经营的住房。每间住房

都由经政府认证的设计师依据残障人士的特殊需求设计而建造，并由政府委托的慈善机构负

责维护和经营。 

1. SDA 市场缺口巨大

SDA 的市场缺口是 NDIS 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有了安居之所，其它相关服务才能逐步展

开。据《SDA 市场调查》最新报告显示，接受 NDIS 资助的残障人士中，截止 2018 年，有

17,500 人入住 SDA 住宅，而目前 SDA 专项基金可以资助 28,000 人, 而至少有 33,200 人需

要 SDA 住房7。

4 Probono 新闻网 https://probonoaustralia.com.au/news/2019/09/ndis-underspend-helps-return-budget-to-the-
brink-of-surplus/ 

5 澳大利亚自由党官方网站 https://www.liberal.org.au/our-plan-support-people-disability 

6 NDIS 官方网站 https://www.ndis.gov.au/providers/housing-and-living-supports-and-services 

7 SDA 市场报告 Specialist Disability Accommodation Market Insights 
https://www.summerfoundation.org.au/wp-content/uploads/2018/03/SDA-Market-Insights-report-web.pdf 

https://probonoaustralia.com.au/news/2019/09/ndis-underspend-helps-return-budget-to-the-brink-of-surplus/
https://probonoaustralia.com.au/news/2019/09/ndis-underspend-helps-return-budget-to-the-brink-of-surplus/
https://www.liberal.org.au/our-plan-support-people-disability
https://www.ndis.gov.au/providers/housing-and-living-supports-and-services
https://www.summerfoundation.org.au/wp-content/uploads/2018/03/SDA-Market-Insights-report-web.pdf


目前 SDA 住房供应严重不足，目前仍有大批申请人排在等候名单上。而即使在目前已经享受

到 SDA 住房的人群中，相当数量的人是临时居住在医疗场所，甚至大约有 6000 名年轻人居

住在养老中心8，因此，未来他们仍需要迁居，入住交通、设施和其它条件更合适的无障碍住

房。根据 NDIS 规划，未来所有使用者将入住自己熟悉的、基础设施良好的社区，而目前澳

洲仅有很少专门开发建筑的住房，因此，大部分社区都需要就近开发和建设 SDA 住房。 

2. SDA 资金来源

顺应市场需求，澳洲国家残疾保障局每年提供高达 7 亿澳元的资金，专用于兴建符合 SDA 条

件的住房，填补每年 16000 套住房需求9；但是，为了填补目前巨大的市场空缺，目前政府

正极力鼓励投资者进入 SDA 领域。

SDA 住房申请人会得到政府每年的直接资金补助，用以支付无障碍住房的租金，目前申请人

享受的平均值为 65,000 澳元；在享受 NDIS 的同时，申请人原本的残疾人津贴（Disability 

Support Pension， 简称 DSP，由社会保障福利局 Centrelink 发放）不会受到影响10，可以

继续领取，该津贴也有指定的 25%用于支付租金11。 

3. SDA 住户：稳定、长期

成功获得 NDIS 补助的申请者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 SDA 住房，并使用自己获得的补助和残疾

人津贴来支付房租。直到年满 65 岁，申请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是否转为领取老年人津

贴和补助。这也意味着一旦成功申请和入住 SDA, 申请人往往不会再次搬离，一方面是残障

人士更倾向于居住在自己的熟悉的社区和环境中，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房源供应有限，搬离后

很可能需要漫长的等待期才能在找到合适的住处。

4. 市场要求严格

8 澳大利亚 SBS 新闻网 https://www.sbs.com.au/news/why-6000-younger-australians-are-living-in-aged-care 

9 澳大利亚房屋与城市研究所   《了解 SDA 基金报告》 p10 
https://www.ahuri.edu.au/__data/assets/pdf_file/0026/36737/AHURI-Final-Report-310-Understanding-
Specialist-Disability-Accommodation-funding.pdf 

10 澳大利亚 The Conversation 学术网站 http://theconversation.com/understanding-the-ndis-how-does-the-
scheme-work-and-am-i-eligible-for-funding-58726 

11 NDIS 官方网站，NDIS 价格文件 P18， https://www.ndis.gov.au/providers/price-guides-and-pricing 

https://www.sbs.com.au/news/why-6000-younger-australians-are-living-in-aged-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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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无障碍住宅需通过严格的审查和注册，在政府文件中，对于住房的选址、类型、设计和

房内设施都有严格的要求12， 并必须由经政府认证的专业人士设计和核查。建好之后，SDA

住房也必须由政府指定的慈善机构运营和维护。因此，和一般的房地产相较，SDA 住房需要

的法律、财务程序略为复杂。 

但是同时，相比其它房地产，SDA 住房投资的规模要求灵活性很大，可以是大规模投资的一

栋公寓，也可以是几个 Townhouse，甚至一个单元房。 

三、成为 SDA 投资者 

投资 SDA，整体程序对于一般房产投资来说稍微复杂，因为承建和经营必须由政府认证的机

构进行，其中法务程序要求较高，投资者可以选择投资管理公司进行管理，流程如下图所示： 

1. 高回报、易管理

为了让 NDIS 这项保障系统实施到位，政府对于 SDA 户型和租金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13。

NDIS 申请人需将每年获得的 SDA 补助和残疾人津贴中 25%花费在住房租金上，房租将支付

给政府制定的慈善机构，用以支付管理费、维护费用以及支付房主租金。与一般房产中介不

12 联邦政府官方网站 https://www.legislation.gov.au/Series/F2017L00209/Amendments 
13 NDIS 官方网站 https://www.ndis.gov.au/providers/housing-and-living-supports-and-
services/housing/specialist-disability-accommodation/sda-pricing-and-payments#sda-pricing-and-payments-
framework 

https://www.legislation.gov.au/Series/F2017L00209/Amendments
https://www.ndis.gov.au/providers/housing-and-living-supports-and-services/housing/specialist-disability-accommodation/sda-pricing-and-payments#sda-pricing-and-payments-framework
https://www.ndis.gov.au/providers/housing-and-living-supports-and-services/housing/specialist-disability-accommodation/sda-pricing-and-payments#sda-pricing-and-payments-framework
https://www.ndis.gov.au/providers/housing-and-living-supports-and-services/housing/specialist-disability-accommodation/sda-pricing-and-payments#sda-pricing-and-payments-framework


同，慈善机构本身为非营利性组织，每年账目审计严格，不得收取任何盈利性的费用，这保

障了租金回报到房主（投资人）不会出现暗箱操作，保障了投资者的权益。 

由于各州地产价格与租金地区性差异明显，目前并没有官方的的投资回报数据。根据 SDA 的

无障碍等级不同，回报率也会有差异，整体的年回报率预计约为 10%。 

2. 投资实例分析

我们以两处具体的 SDA 住房为例。

实例 1 - 小型投资: 投资者投资一个单元房（Flat Unit），四间卧室（3 间用于租户，一间为

护理者房间 OOA），住房类型为高度支持类（High Physical Support）。租户每年领取的

SDA 补助和残疾人津贴中的 25%用于支付租金，去除保险、管理和维护费用和 SDA 供应者

管理费用，净收益率为每年 10%左右。 

在 Real Estate 网站可查询到，同一地区 4 卧室的单元房，投资回报在 4.5%左右，远远低于

上述 SDA 住房。 

实例 2 – 中大规模投资: 一家公司投资两栋公寓楼，一栋内含 6 间 3 室公寓（2 住户+1 护

理），另一栋含若干间一室、两室、三室不同房型的公寓住宅。均为高度支持（High 

Physical Support）类型的 SDA 住房。据 NDIS 价格目录每年的年收益为 10%左右，同地区

普通投资房收益率为 5.2%。 

3. 高回报率基于高附加值

SDA 优于其它房产的回报率，是建立在房产本身的高附加值基础上的。略览政府规定的租金

表，便可以注意到此类住房租金明显偏高，而 SDA 的无障碍等级越高，租金也越高；同时，

基于市场的高需求，SDA 基本为零空房率，长期稳定的住户为回报的稳定性提供了保障；除

此之外，与其他很多房产投资不同，SDA 住房开发后，会由政府指定的认证慈善机构运营，

专门负责入住问题及房客管理，不需要自己找中介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