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CAT

Workers’ Compensation
Appeal Tribunal

书面陈词指南 WRITTEN SUBMISSION GUIDE
什么是书面陈词？

我要为书面陈词准备多长时间？

书面陈词是您的一次机会，如果您是上诉人，

WorkSafeBC把档案的披露资料提供给您之

您可以以书面形式告诉我们为什么您认为您

后，我们首先会向上诉人索取书面证据及陈词，

应该胜诉，以及您认为您应该得到什么赔偿。

我们必须在21天内收到。如果您的材料不是英

如果您是答辩人，这是您以书面形式告诉我们

文的，请先把书面证据及陈词翻译好，然后再

上诉人为什么不应该胜诉的一个机会。作为答

提交给我们，因为我们不提供翻译文件的服务。

辩人，您也可以支持上诉人的立场。

如需更多时间，最多可向我们申请另外延长45

通过书面陈词，您将有机会向副主席提供新的

天。如果您想要求更多时间，请致函向我们解

资料或证据，副主席的责任是对您的上诉作出

释原因。如果我们给上诉人更多的时间，答辩

公平的裁决。以书面陈词进行上诉的这种方法，

人也将能够得到相同的时间。

通常适用于处理医学、法律或政策争议的上诉。

我们会把上诉人的证据及陈词的副本提供给

由于向WCAT提出上诉是您最后的上诉机会，

参与答辩人，并给他们21天时间回应。他们如

尽力把准备工夫做到最好应为上策。本指南将

果回应，我们会把他们的资料提供给上诉人。

向您说明应该如何进行书面陈词。

之后上诉人有14天时间回复他们的意见。

注意：对于WorkSafeBC或复核部裁决之外的
争议或问题，我们不能作出裁决。如果想要得
到对新情况的裁决，您必须向WorkSafeBC提
出要求。
书面陈词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我没有什么可提交怎么办？
如果您是上诉人，在提交Notice of Appeal(上
诉通知)之后，您无需再送交其他材料给我们。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您来电通知我们您不会再
送交其他材料，您也许能更快得到我们的裁决。

书面陈词的目的是说服WCAT以有利于您上

如果我们在21天限期前没有从您那里收到其

诉立场的方式来看待您所提供的证据，这称为

他证据及陈词，通常我们不会再接受您提交的

您的论点。在做出书面陈词时，请查考您的证

任何材料。我们将把您的Notice of Appeal(上

据。在书面陈词里提出论点时，请提及您的证

诉通知)视为您的全部陈词。

据。如果愿意，您可用要点形式作出陈词。设
法使您所列的要点尽可能清晰。您必须在上诉
被裁决之前提供所有书面陈词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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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答辩人提交了更多证据及陈词，WCAT
会把它们送交给上诉人，以作回复。

2

书面陈词指南 WRITTEN SUBMISSION GUIDE
如果我的书面证据或陈词迟交了怎 么办？
我们一般不会接受迟交的书面证据或陈词，除
非您在提交之前要求我们给予更多时间而我
们予以同意。
副主席将怎样为上诉做准备？
副主席将会审阅WorkSafeBC档案，知道适用
于此案的WorkSafeBC政策、涉及类似的其他
WCAT裁决，以及WCAT规章、做法和程序。
如果您想准备书面陈词，以下是您可以做的一
些相关事情。
我们建议您为准备书面陈词而做的事情

阅读档案
首先，您应该阅读在WorkSafeBC档案中的全
部材料，一旦通知您这些材料可在线阅读你就
应该开始阅读。这样您就会知道，对于您要上
诉的裁决，WorkSafeBC或复核部是依照什么
证据和政策作出的。然后，您可以确定在口头
听证会上您可能想随书面陈词一起提出什么
新证据。

带以及数码录制品。如果包括有照片，请在背
面写下照片显示的内容。
附上一切可能协助副主席作出裁决的证据，在
最后期限之前随书面陈词一并提交。有关取得
医学证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我们网站上
WCAT的《医学证据指南》(Medical Evidence
Guide)。您也可以来电索取。

好的书面陈词具备哪些内容？
如果您是上诉人，首先应简要指明上诉的裁决
以及您想我们考虑的确切争议或问题。清楚地
说明您想从上诉中得到什么(例如：赔偿金额)，
以及我们为什么应判您胜诉。
好的陈词指出上诉里的重要证据。要决定某项
证据是否重要，您应该问自己它是否有助于您
证明某一特定事实。
按日期顺序来组织您的书面陈词，这样我们就
不会有任何遗漏。告诉我们在哪里找到每项证
据。例如，它是在WorkSafeBC案里还是在您
随陈词一并提供的新证据里？解释您为什么
认为每项证据都支持您在上诉中的立场。例如，
如果您从证人那里取得了一份支持您上诉的

您不必把WorkSafeBC档案里的任何材料送

新证词，请告诉我们是哪一份，以及它怎样支

交我们，因为我们已有副本。

持您的立场。

收集证据

好的陈词点出支持与反对您的立场的证据。它
表明您明白您个案的长处和短处。解释为什么

我们不提供翻译文件的服务。如果您收集的证

支持您立场的证据比不支持的更为有力。例如，

据不是英文的，请找人翻译，之后再随已签署

目睹事发经过的人所提供的证据要比只是从

的翻译人员声明一起提交给我们。您不能找朋

别人那里听说经过的人所提供的证据更为有

友或亲戚翻译。如果您须支付翻译费用，您可

力。

以要求我们责令WorkSafeBC为您报销。有关
上诉费用的进一步资料，请参阅本指南第7页
上的“WCAT会责令WorkSafeBC支付哪些上
诉费用？”

许多上诉都是单靠证据就作出裁决的。有时，
法律和政策变得格外重要。在这种情况下，
WorkSafeBC 或复核部通常会指明裁决里的
法律或政策议题。在您的陈词里，引证适用

您的证据可以包括证人证词、医学报告、财务

于这宗上诉的 WorkSafeBC 政策，并解释它

记录或专家意见。证据也可以包括照片、录像

怎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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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您自然会坚信自己的上诉有理，但您应避
免使用强烈情绪化的措词，例如：讥讽他人的
观点。语气平淡是最有效的。
以下是一些实际的“禁忌”：
•

•

我们有权收集诸如雇佣、收入以及医疗记录等
资料。我们也可要求WorkSafeBC对事情展开
调查，包括进行人体工程学及可受雇性的评估。

在您的书面陈词里，不要提及其他人的姓

如果某人不愿意提供证据，而且没有其他途径

名或申索编号。这会侵犯他人的隐私。

可验证证据，我们可下令提供与上诉有关的现

在您的书面陈词里，不要用荧光笔突出某
一观点，因为它不会在WorkSafeBC的电
子档案里显现出来。您应在您想突出的那
一观点下面划线。

•

WCAT是否能获得多些证据？

不要把WorkSafeBC档案里的任何材料送
交给我们。我们已有副本。

有证据。有关法令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我们网
站上“MRPP”选项卡下的“Manual of Rules of
Practice and Procedure”(《常规工作与办事程

序规章手册》)中的第11.7条。
我们可向工人自己的医生索取资料或征询意
见。我们也可向不是受雇于WorkSafeBC的医
生或其它医疗专业人员征询独立医学意见或

阅读我们对类似上诉所作出的值得注意的
裁决

请求协助。医生或其他医疗专业人员可要求工

通过浏览与您议题类似的WCAT裁决，了解怎

如果副主席取得了其他证据，我们会把副本寄

样为您的立场提供最佳理据。在我们网站上

给上诉人及参与答辩人，以征求意见。

“Preparing an Appeal”(准备上诉)这个选项
卡下，您会找到这些裁决。然后您可以引证
适用于您的上诉并且可能支持您的上诉立场
的政策。

阅读WorkSafeBC政策
您 可 阅 读 WorkSafeBC 的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and Claims Manual(《康复服务及申

索手册》) ， 从而找到哪些WorkSafeBC 政策
适用这宗上诉。这本手册可以在网站

人接受检查。

虽然我们有权寻求其他资料，但请不要假定副
主席一定会作进一步调查。
WCAT会 责 令 WorkSafeBC 支 付 哪 些 上 诉
费用？
我们可责令WorkSafeBC向您支付与上诉有
关的费用，例如取得医生信或报告的费用、取
得新的书面证据的费用、或把文件翻译成英文
的费用。

www.worksafebc.com 上 “Regulation and
Policy”(条例与政策)选项卡下找到。
您也可以用WorkSafeBC的非约束性常规工
作指示来帮助您证明自己有理。
请 参 阅 网 站 www.worksafebc.com 上
“Regulation and Policy”(条例与政策)选项
卡下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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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这样的费用，请将账单副本随书面陈
词一同提交。

我可以在哪里找到更多的信息？
有关我们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我们的网站

即使您的上诉没有成功，但如果证据对上诉的

(www.wcat.bc.ca)。这包括WCAT的Manual of

裁决有用或有帮助；或您有理由获得这项证据

Rules of Practice and Procedure (《常规工作

以支持上诉，我们一般也会责令WorkSafeBC

与办事程序规章手册》)，可在“MRPP”选项

向您偿还取得书面证据(例如医疗报告)的费

卡 下 找 到 这 本 手 册 。 在 “Search Our

用。报销金额是有限额的，在我们网站上

Decisions”(搜索我们的裁决)选项卡下，可找

“MRPP” 选 项 卡 下 的 “Manual of Rules of

到以前的 WCAT裁决。然后您可以引证适用

Practice and Procedure”(《常规工作与办事程

于您的立场并且可能支持您的立场的政策。在

序规章手册》)中，您会找到这方面的资料，
也可以在Appeal Expenses( 上诉费用 )选项

“Preparing for an Appeal”(为上诉做准备)

卡下找到。如果您的帐单金额高过限额，而您

信息。

又希望得到全额报销，请您说明您认为我们应
责令全额报销的理由。
如果副主席责令WorkSafeBC向您支付上诉
的费用，请向WorkSafeBC提供您的全部账单
及收据。

选项卡下，也可找到有关证据基本原则的详细

有关WorkSafeBC申索或复核部处理的复核
的详细信息，请联系：
WorkSafeBC: 1 888 967-5377
Review Division: 1 888 922-8804

我们不会责令WorkSafeBC支付您的复印费

我可以从哪里获得更多帮助？

用、您的代表的费用或雇主的工资损失。

您可从工人顾问或雇主顾问那里获得有关上
诉方面的免费帮助：

WCAT怎样作出裁决？
审理上诉的副主席将会考虑WorkSafeBC档
案中的证据，以及上诉人和任何答辩人提供的

工人顾问办公室

证据和陈词。

网站： www.labour.gov.bc.ca/wao

副主席必须执行WorkSafeBC的董事会与上

免费长途电话：1 800 663-4261

诉有关的政策。在关于赔偿的问题上，如果证
据是旗鼓相当，副主席必须作出有利于工人的
裁决。在其他问题上，副主席将均衡地作出裁
决。
副主席将撰写附有理由的裁决，我们会把裁决

雇主顾问办公室
网站：www.labour.gov.bc.ca/eao
免费长途电话：1 800 925-2233

邮寄给上诉人和答辩人。我们也会把书面裁决
的副本送交WorkSafeBC，然后由他们执行我
们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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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AT 信息指南
•

对复核部裁决提出上诉–工人指南*

•

对复核部裁决提出上诉–雇主指南*

•

答辩人指南*

•

口头听证会指南*

•

书面陈词指南*

•

医学证据指南*

•

裁决后指南*

•

司法复核指南

•

法律行动指南(第257节 证书)

•

工人直接上诉指南

•

雇主直接上诉指南

* 这些指南也有旁遮普语、繁体中文和简体中
文版本。
WCAT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
Workers’ Compensation Appeal Tribunal
150 - 4600 Jacombs Road
Richmond, BC V6V 3B1
电话：604 664-7800
传真：604 664-7898
卑诗省内免费长途电话：1 800 663-2782
网站：www.wcat.bc.ca

如果您有智能手机，可扫描
此代码以访问我们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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