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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AFEBC 裁決的覆核 
 

概覽 
 
如果您不同意 WorkSafeBC 對您的申索所作出了的裁決，您可以就該裁決提出上訴。在勞工賠償系統裏

有兩個級別的上訴。對於大部分爭議，第一級別的上訴是覆核部(Review Division)，第二級別的上訴是

勞工賠償上訴審裁處(Workers' Compensation Appeal Tribunal，簡稱 WCAT)。向覆核部提出的上訴稱為

“覆核”(Review)；向 WCAT 提出的上訴稱為“上訴”(Appeal)。 
 
這個一般程序有一些例外情況。舉例來說，關於歧視行為投訴的裁決不能向覆核部上訴，而必須直接向

WCAT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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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覆核部？ 
 
覆核部是 WorkSafeBC 的一部分，但獨立於 WorkSafeBC 的作業部門以外。 
 
覆核部的作用是覆核 WorkSafeBC 的裁決。覆核部只會在以下情況才更改 WorkSafeBC 的裁決： 
 

- 覆核部的作用是覆核 WorkSafeBC 的裁決。覆核部只會在以下情況才更改 WorkSafeBC 的裁決：  
- 證據未得到合理衡量；或 
- 有重大的新證據，支持更改原先的裁決。  

覆核部的裁決是由覆核主任(Review Officer)作出的。 
 
我可否請求覆核任何有關我的申索的裁決？  
 
除了有關重新處理您的福利申索的裁決外(如已正式請求重新處理)，任何有關賠償或復康治療福利的

WorkSafeBC裁決您都可以請求覆核。 
 
如果您反對有關您正式申請的重新處理申索的裁決，您有權就這項裁決直接向勞工賠償上訴審裁處

(WCAT)提出上訴。您也有權就關於針對您和歧視行為的指令的裁決，向WCAT提出上訴，毋須經過覆核

部。向WCAT上訴重新處理申索的裁決的時限為90日。請參閱資料單張《向勞工賠償上訴審裁處(WCAT)
上訴》。 
 
如果我的僱主要求覆核怎麼辦？ 
 
如果覆核或會影響您的 WorkSafeBC 福利，您應該考慮參與。要參與覆核，您必須把填妥的參與通知表

格(Notice of Participation)交到覆核部。 
 
 
什麼裁決是可以覆核的？ 
 
您可以請求覆核WorkSafeBC所作出的大部分裁決，包括： 
 

 您的賠償申索是否得直； 
 您可獲得多少賠償福利(包括職業復康治療及醫療補助)；以及 
 應否重新處理申索(假如您未正式申請重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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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afeBC的某些裁決是不能作為覆核的緣由，而必須直接向稱為“WCAT＂的勞工賠償上訴審裁處上

訴。這些包括： 
 

 關於歧視行為投訴的裁決；或 
 關於應否重新處理申索的裁決(假如您正式申請了重新處理)。 

 
我如何展開覆核？ 
 
想展開覆核，您須填妥覆核請求表格(Request for Review)，交到覆核部。 
 
索取覆核請求表格(Request for Review)，可到 WorkSafeBC 辦事處或工人顧問辦事處。此表格也可以在

網上取得—WorkSafeBC 網址(www.worksafebc.com)或我們的網址(gov.bc.ca/workersadvisers)。您也可以

在網上請求對裁決進行覆核： 
 https://www.worksafebc.com/en/review-appeal/submit-request 
  
如果您對多過一封裁決書提出異議，您必須為您想覆核部進行覆核的每封裁決書，遞交獨立的覆核請求

表格(Request for Review)。 
 
您或您的代表必須簽署覆核請求表格(Request for Review)。假如您的代表以您的名義簽署覆核請求表

格(Request for Review)，除非他或她是工人顧問，否則必須附上經您簽署的授權書。 
 

當您把您的覆核請求表格(Request for Review)交到覆核部時，您也應該附上您想覆核的 WorkSafeBC 裁

決書的副本。  
 
 
最遲應在何時請求覆核？ 
 
您必須在90日內向覆核部遞交覆核請求表格(Request for Review)，由WorkSafeBC作出那個您不同意的裁

決的日期起計。   
 
本辦事處建議您立即要求取得您的申索檔案副本(通過遞交請求披露表格(Request for Disclosure))，但考

慮在 90 日最後期限快到之前才遞交您的覆核請求表格(Request for Review)，這可讓您有一些額外時間

，取得進一步的證據及為覆核做準備，萬一您有此需要。然而，如果您這樣做，一定要確保不會錯過

最後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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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遞交我的覆核請求表格(Request for Review)？ 
 
您可以在網上遞交覆核請求表格(Request for Review)，或者以郵寄或傳真方式(604-232-7747)把覆核請求

表格(Request for Review)交到覆核部。  
 
當您遞交覆核請求表格(Request for Review)時，覆核部自動會把您整個申索檔案的副本寄給您。 
 
 
如果我的請求逾期，情況會怎樣？ 
 
假如覆核部並未在 90 日最後期限內收到您的覆核請求表格(Request for Review)，您的覆核就不會進

行，而您將需要書面請求延長時間。 
 
關於是否給予延長時間的裁決是由總覆核主任(Chief Review Officer)作出。如果您遲交表格是有很充分

的理由，而您又能夠證明不答應您的請求會是不公平的，總覆核主任將會考慮答應您的延長時間請求。

您將須書面解釋您的請求因何逾期，以及為何不對裁決進行覆核會是不公平的。您必須把書面解釋附於

覆核請求表格(Request for Review)，交到覆核部。  
 
即使您有充分理由需要額外時間，並且能夠證明為何拒絕您的請求會是不公平的，這也不保證您會獲給

予延長時間。總覆核主任仍可行使酌情權，不批准您的延長時間申請。對您的延長時間請求所作出的裁

決是不可以再向 WCAT 上訴的。     
 
詳情請參閱標題為《延長時間申請》的資料單張。 
 
 
我把覆核請求表格(Request for Review)交到覆核部之後，情況會怎樣？ 
 
您一旦遞交了覆核請求表格(Request for Review)，覆核部就會定出另一個最後期限。這是您的呈遞最後

期限。覆核部將會要求您，在呈遞最後期限之前，遞交您能夠取得以支持您的論點的額外證據。呈遞最

後期限為 34 日，由覆核部收到您的覆核請求表格(Request for Review)的日期起計。  
 
呈遞最後期限未必讓您有足夠時間去取得所需的證據。如果您需要更多時間，您可以致電覆核部，要求

他們延長您的呈遞最後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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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核是如何處理的？ 
 
在差不多所有情況下，覆核將會通過“審閱及覆核＂來決定。這是一項書面覆核程序。換言之，覆核主

任將會審閱您的檔案，並對您的覆核作出裁決，而不會舉行正式聽證。 
  
您可以去信覆核主任，講出您所知的情況。您可以在信中解釋，您因何認為自己應該得到想要的福利。

這稱為書面陳詞。您也可以把更多書面資料及證據送交覆核主任，以支持您的論點。 
 
在某些情況下，覆核主任可能會用電話聯絡您，以便取得更多資料或安排與您非正式會面。 
 
您向覆核部提供書面陳詞及新證據之後情況會怎樣，取決於您的僱主是否有參與覆核。如果您的僱主沒

有參與，那麼覆核就會分派給將於您的個案中作出裁決的覆核主任。 
 
如果您的僱主有參與，覆核部將會把您的陳詞及證據的副本寄給您的僱主，並邀請作出回應。通常，僱

主也有 34 日時間作出回應。覆核部將會把僱主回應的副本寄給您，而您可以在 14 日內提出您的最終意

見。接著，覆核就會分派給將於您的個案中作出裁決的覆核主任。   
 
我要等多久才會有裁決？  
 
覆核主任必須在覆核部收到您的覆核請求表格(Request for Review)之後的 150 日內作出裁決。覆核主任

將會把裁決書郵寄給您。覆核主任如需要更多時間來作出裁決，可要求總覆核主任延長時限。除非您的

個案是複雜的，否則總覆核主任不會同意。 
 
我收到覆核部的裁決後之後情況會怎樣？ 
 

1) 得直 

覆核主任可能更改 WorkSafeBC 的裁決，或乾脆撤銷裁決，從而判您覆核得直。   
 
覆核主任可能只判您覆核部分得直。若是這樣，您可以就您沒有得到滿意結果的爭議，向WCAT提出上

訴，假如那是WCAT有權考慮的爭議。詳情請參閱標題為《向勞工賠償上訴審裁處(WCAT)上訴》的資

料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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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回/發還 WorkSafeBC 

有時覆核主任可能裁定，需要作進一步調查，之後才可以對爭議作出裁決。若是這樣，他或她可能把爭

議交回 WorkSafeBC 作進一步調查及作出新裁決。覆核主任可能會給予 WorkSafeBC 關於須進行的額外

調查或須考慮的額外因素的指示。交回 WorkSafeBC 處理這項裁決本身是不可以向 WCAT 上訴的，但

所附帶的指示是可以上訴的。此外，在交回處理之後 WorkSafeBC 所作出的新裁決，也受到同樣的覆核

和上訴程序規限，與 WorkSafeBC 的其他裁決無異。   
 

3) 駁回/作出不利的改判 

假如覆核主任與您持不同的意見，那麼他或她將會駁回您的覆核，並確認 WorkSafeBC 的裁決。   
 
此外，覆核主任可以作出裁決，實際上減少那項是覆核緣由的福利。因此，在請求覆核方面，尤其或會

得不償失時，您必須審慎。 
 
在大部分情況下，如果覆核主任作出對您不利的判決，您可以向 WCAT 上訴。請注意，您只有 30日時
間展開向WCAT提出的上訴。  
 
有關向 WCAT 上訴的詳情，請參閱標題為《向勞工賠償上訴審裁處(WCAT)上訴》的資料單張。     
 
查詢詳情，請聯絡最就近的工人顧問辦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