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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nsation Act）和《复康服务及索赔手册，第一卷及第二卷》（Rehabilitation Services and Claims Manual, Volumes I and II）。 
 
 
 

 
                         

            2016 年 4 月更新 
 

WORKSAFEBC 裁决的复核 
  

概览 
 
如果您不同意 WorkSafeBC 对您的索赔所做的裁决，您可以就该裁决提出上诉。在劳工赔偿系统里有

两个级别的上诉。对于大部分争议，第一级别的上诉是复核部（Review Division），第二级别的上诉

是劳工赔偿上诉审裁处（Workers' Compensation Appeal Tribunal，简称 WCAT）。向复核部提出

的上诉称为“复核”（Review）；向 WCAT 提出的上诉称为“上诉”（Appeal）。     
 
这个一般程序有一些例外情况。举例来说，关于歧视行为投诉的裁决不能向复核部上诉，而必须直接

向WCAT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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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核部是怎样的机构？ 
 
复核部是 WorkSafeBC 的一部分，但独立于 WorkSafeBC 的运作部门。 
 
复核部的作用是复核 WorkSafeBC 的裁决。复核部只会在以下情况才更改 WorkSafeBC 的裁决： 
 

- 原先的裁决与法律及 WorkSafeBC 的政策不一致； 
- 证据未得到合理衡量；或 
- 有重大的新证据，支持更改原先的裁决。 

复核部的裁决是由复核主任（Review Officer）做出的。 
 
我是否可以请求复核任何有关我索赔的裁决？  
 
除了有关重新处理您的福利索赔的裁决之外（如已正式请求重新处理），任何有关赔偿或复康治疗福

利的WorkSafeBC裁决您都可以请求复核。 
 
如果您反对有关您正式申请的重新处理索赔的裁决，您有权就这项裁决直接向劳工赔偿上诉审裁处

（WCAT）提出上诉。您也有权就关于针对您指令和歧视行为的裁决，向WCAT提出上诉，无须经过

复核部。向WCAT上诉重新处理索赔的裁决的时限为90天。请参阅说明资料《向劳工赔偿上诉审裁处
（WCAT）上诉》。 
 
如果我的雇主要求复核怎么办？ 
 
如果复核可能会影响您的 WorkSafeBC 福利，您应该考虑参与。要参与复核，您必须把填妥的参与通

知表（Notice of Participation）交到复核部。 
 
哪些裁决是可以复核的？ 
 
您可以请求复核WorkSafeBC所做出的大部分裁决，包括：  
 

• 您的索赔是否应该批准； 
• 您可获得多少赔偿福利（包括职业复康治疗及医疗补助）；以及 
• 是否应该重新处理索赔（如果您未正式申请重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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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afeBC的某些裁决是不能作为复核的缘由，而必须直接向称为“WCAT＂的劳工赔偿上诉审裁

处上诉。这些包括：  
 

• 关于歧视行为投诉的裁决；或 
• 关于是否应该重新处理索赔的裁决（如果您正式申请了重新处理）。 

 
我如何提出复核？ 
 
想进行复核，您须填妥复核请求表（Request for Review），交到复核部。 
 
复核请求表（Request for Review）可到 WorkSafeBC 办事处或工人顾问办事处领取，也可以通过

WorkSafeBC 网址（www.worksafebc.com）或我们的网址（gov.bc.ca/workersadvisers）找到。您也可以

在网上请求对裁决进行复核： 
https://www.worksafebc.com/en/review-appeal/submit-request  
  
如果您对多过一份以上裁决书提出异议，您必须针对您希望复核部进行复核的每份裁决书，递交独立

的复核请求表（Request for Review）。 
 
您或您的代表必须签署复核请求表（Request for Review）。如果您的代表以您的名义签署复核请求表

（Request for Review），除非他或她是工人顾问，否则必须附上经您签署的授权书。 
 
当您把您的复核请求表（Request for Review）交到复核部时，您也应该附上您希望复核的

WorkSafeBC 裁决书的副本。 
 
 
最迟应在什么时候请求复核？ 
 
您必须在90天内向复核部递交复核请求表（Request for Review），从您不同意的那个WorkSafeBC裁
决做出之日起计。   
 
本办事处建议您立即要求取得您的索赔档案副本（通过递交请求披露表，即 Request for Disclosure）
，但考虑在 90 天最后期限快到之前才递交您的复核请求表（Request for Review）。这可使您有一些

额外时间，取得进一步的证据及为复核做准备，以备万一您有此需要。然而，如果您这样做，一定要

确保不会错过最后期限。  
 
 

http://www.worksafebc.com/
http://gov.bc.ca/workersadvisers
https://www.worksafebc.com/en/review-appeal/submit-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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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递交我的复核请求表（Request for Review）？ 
 
您可以在网上递交复核请求（Request for Review），或者以邮寄或传真方式（604-232-7747）把复核

请求表（Request for Review）交到复核部。  
 
当您递交复核请求表（Request for Review）时，复核部会自动把您整个索赔档案的副本寄给您。 
 
 
如果我的请求逾期，情况会怎样？ 
 
 
如果复核部并未在 90 天最后期限内收到您的复核请求表（Request for Review），您的复核就不会进

行，而您将需要书面请求延长时间。 
 
关于是否给予延长时间的裁决由总复核主任（Chief Review Officer）做出。如果您迟交表格是有很充

分理由的，而您又能够证明不同意您的请求会是不公平的，总复核主任将会考虑同意您的延长时间请

求。您将须书面解释您的请求为什么逾期，以及为什么不对裁决进行复核会是不公平的。您必须把书

面解释随复核请求表（Request for Review）一同交到复核部。 
 
即使您有充分理由需要额外时间，并且能够证明为什么拒绝您的请求会是不公平的，这也不保证您会

获给予延长时间。总复核主任仍可行使其酌情权，不批准您的延长时间申请。对您的延长时间请求所

做出的裁决是不可再向 WCAT 上诉的。  
 
详情请参阅标题为《延长时间申请》的说明资料。 
 
 
我把复核请求表（Request for Review）交到复核部之后，情况会怎样？ 
 
您一旦递交了复核请求表（Request for Review），复核部就会定出另一个最后期限。这是您的呈递最

后期限。复核部将会要求您，在呈递最后期限之前，递交您能够取得的以支持您的论点的额外证据。

呈递最后期限为 34 天，由复核部收到您的复核请求表（Request for Review）的日期起计。   
 
呈递最后期限未必让您有足够时间去取得所需的证据。如果您需要更多时间，您可以致电复核部，要

求他们延长您呈递的最后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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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核是如何处理的？ 
 
在差不多所有情况下，复核将会通过“审阅及复核＂来决定。这是一项书面复核程序。换言之，复核

主任将会审阅您的档案，并对您的复核做出裁决，而不会举行正式听证。 
 
您可以致函复核主任，说出您所知道的情况。您可以在信中解释，您因何认为自己应该得到想要的福

利。这称为书面陈词。您也可以把更多书面资料及证据送交给复核主任，以支持您的论点。 
 
在某些情况下，复核主任可能会通过电话联系您，以便取得更多信息或安排与您非正式会面。 
 
您向复核部提供书面陈词及新证据之后情况会怎样，取决于您的雇主是否参与复核。如果您的雇主不

参与，那么复核就会分派给将在您的个案中做出裁决的复核主任。 
 
如果您的雇主参与，复核部将会把您的陈词及证据的副本寄给您的雇主，并邀请做出回应。通常，雇

主也有 34 天时间做出回应。复核部将会把雇主回应的副本寄给您，而您可以在 14 天内提出您的最终

意见。接着，复核就会分派给将在您的个案中做出裁决的复核主任。 
 
我要等多久才会有裁决？  
 
复核主任必须在复核部收到您的复核请求表（Request for Review）之后的 150 天内做出裁决。复核主

任将会把裁决书邮寄给您。复核主任如需要更多时间来做出裁决，可要求复核主任延长时限。除非您

的个案是复杂的，否则复核主任不会同意。 
 
我收到复核部的裁决后之后情况会怎样？  
 

1) 获得批准 

复核主任可能更改WorkSafeBC的裁决，或干脆撤销裁决，从而判您复核获得批准。  
 
复核主任可能批准您的复核的一部分。若是这样，您可以就您没有得到满意结果的争议，向WCAT提
出上诉，如果WCAT有权考虑该争议的话。详情请参阅标题为《向劳工赔偿上诉审裁处上诉》的说明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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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回/发还 WorkSafeBC 

有时复核主任可能裁定需要作进一步调查，之后才可以对争议做出裁决。若是这样，他或她可能把争

议交回 WorkSafeBC 作进一步调查及做出新裁决。复核主任可能会给予 WorkSafeBC 关于须进行的额

外调查或须考虑的额外因素的指示。交回 WorkSafeBC 处理这项裁决本身是不可以向 WCAT 上诉的，

但所附带的指示是可以上诉的。此外，在交回处理之后 WorkSafeBC 所做出的新裁决，也受到同样的

复核和上诉程序规限，与 WorkSafeBC 的其他裁决无异。 
 

3) 驳回/做出不利的改判 

如果复核主任与您持不同的意见，那么他或她将会驳回您的复核，并确认 WorkSafeBC 的裁决。  
 
此外，对于作为复核缘由的福利，复核主任做出的裁决实际上可能使之减少。因此，在请求复核方面，

务必审慎，特别是当可能得不偿失时。 
 
在大部分情况下，如果复核主任做出对您不利的判决，您可以向 WCAT 上诉。请注意，要开始向
WCAT 提出上诉，您只有 30 天的时间。 
 
有关向 WCAT 上诉的详情，请参阅标题为《向劳工赔偿上诉审裁处上诉》的说明资料。  
 
查询详情，请联系离您最近的工人顾问办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