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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政听证会上代表自己 

❖ 仅当您居住在华盛顿州时才阅读此文本。  

❖ 您可以在网站 WashingtonLawHelp.org 找到我们链接到的所有情况说明书。  

❖ 在本指南中，我们引用了每个机构在听证会过程的不同部分必须遵守的华盛

顿州法规（缩写为 WAC）。 

我应该阅读这个文本吗？  

应该. 如果您通过社会与健康服务部 (DSHS) 获得或者已经在申请福利, 或者通过医保管

理局 (HCA) 获得或者已经申请了医疗补助(苹果医疗保险), 但是您不同意其口头或书面

就您福利作出的决定，则应阅读此内容。我们在此向您解释, 您如何通过要求参加行政

听证会来对该决定提出上诉. WAC 388-02-0085 (DSHS); WAC 182-526-0085 (HCA)。  

❖ 社会与健康服务部（DSHS）：例如，如果 DSHS 拒绝（拒绝）您的申请，减

少或停止您的现金福利或食品券，说他们正在惩罚（制裁）您不遵守他们的

规则, 或者声称您多付了钱, 则可以要求一个行政听证. 

❖ 医保管理局（HCA）：例如，如果 HCA 拒绝（拒绝）您的苹果医疗保险申

请，减少或停止您的苹果医疗保险福利，则可以要求一个行政听证。  

我将学到什么？  

您将了解到： 

https://www.washingtonlawhelp.org/
https://apps.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388-02-0085
https://app.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182-526-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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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时要求一个听证会。  

• 如何为您的听证会做好准备。  

• 听证会和之后会发生什么。  

❖ 在本情况说明书中，我们说“该机构”是指您要反对（上诉）其决定的两个机

构中的任何一个。 

如果我需要口译员怎么办？ 

如果您说或理解英语有困难, 或者不能用口语交流, 您有权免费获得合格且公正的口译

员. 请参阅 WAC 388-02-0120 (DSHS); WAC 182-526-0120 (HCA). 家人和朋友不能在听

证会上担任您的口译员。  

社会与健康服务部(DSHS)案例：如果要求有口译员, 请与您当地 DSHS 办公室的行政

协调员交谈, 或致电行政听证会办公室 (OAH) (360) 664-2700 或 1-800-583-8271。请

告诉他们您需要一个口译员。  

医保管理局（HCA） 案例：请填写信函附带的所有表格，并将其传真至 1-360-586-

9080。或者您可以致电 1-855-923-4633 或 1-800-562-3022，通过电话提出请求。  

❖ 您有权以您在家中使用的语言收到有关听证的通知. 请参阅 WAC 388-02-

0130 (DSHS); WAC 182-526-0130 (HCA) 

❖  如果在听证会期间的任何时候，您觉得口译员做得不好，您可以向行政法

官（ALJ）索要另一位口译员。  

http://apps.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388-02-0120
https://app.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182-526-0120
https://apps.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388-02-0130
https://apps.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388-02-0130
https://app.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182-526-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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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是我要求进行行政听证会的截止日期？  

社会与健康服务部 (DSHS) 和医保管理局 (HCA) 的案件: 如果该机构计划要拒绝 (否

定 ), 要降低或要停止 (终止) 您的福利, 要制裁 (惩罚) 您, 或者决定其机构支付了过多福

利 (多付给您) 或给了您福利, 他们必须给您一份书面通知, 这些机构将确定您实际上有

没有资格接受福利. 请参阅 WAC 388-458-0002 (DSHS); WAC 182-518-0005 (HCA). 您

可以在该机构发出通知之日起 90 天内随时提出要求一个行政听证会。  

该机构给您的通知必须说明以下两个: 

• 该机构正在采取什么行动。  

•  该机构所依据的某个规则或多个规则。  

如果您获得福利，并且您在通知日期后的十天内或在该机构表示将停止或降低您的福

利之日之前要求举行听证会，则该机构 必须继续为您提供福利，直到行政听证法官

(ATJ) 对您的案件做出决定。 如果该机构在没有给您书面通知的情况下停止您的福

利，请要求举行行政听证会以要求继续提供福利。  

❖ 持续福利规则有两个例外. 1. 如果您的认证期已经结束, 即使您要求听证会,

社会与健康服务部 (DSHS) 也可以停止 给您发食品券. WAC 388-458-

0040(5)(c). 2. 如果您获得医疗需要的医疗补助, 即使您要求听证会, 如果您的

认证期已经结束, 医保管理局 (HCA) 也可以停止您的承保 WAC 182-504-0130. 

如果该机构停止或向您支付更少的福利,且您失去了听证机会,您获得的任何持续福利

都可能成为多付 - 即, 您欠了该机构的债务,您可能需要偿还最多达 60 天的福利.请参

阅如何对抗多付现金或医疗援助和对抗粮食援助超额支付, 以了解有关各机构如何收集

超额支付的更多信息. 

https://apps.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388-458-0002
https://app.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182-518-0005
https://apps.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388-458-0040
https://apps.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388-458-0040
https://apps.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388-458-0040
https://apps.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388-458-0040
https://apps.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182-504-0130
https://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how-to-fight-an-overpayment-of-cash-assistanc
https://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fighting-a-food-assistance-overpayment
https://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fighting-a-food-assistance-overpa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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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要求行政听证会? - WAC 388-02-0100 (社会与健康服务部); WAC 

182-526-0095 (医保管理局) 

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提出行政听证的要求。  

书面形式： 写信给行政听证会办公室（OAH），邮寄地址是邮政信箱 42488，奥林匹

亚，华盛顿州邮政编码 98504（P.O. Box 42488, Olympia, WA 98504）。  

❖ 如果是紧急情况, 您应该致电联系行政听证办公室 (OAH), 其电话号码是

(360) 664-8717 或 1-800-583-8271, 要求他们尽快举行听证会(“加急”听证

会). 

❖ 您有权要求免费口译员。 

口头联系：您可以致电行政听证办公室（OAH）或告诉该机构代表您想要举行听证

会 。 该机构会让您跟进书面请求。  

我如何知道我的听证会日期？  

在您提出听证会要求后，行政听证办公室（OAH）将 向您发送“听证会通知”，说明听

证会时间、日期和地点。  

我收到了听证会的通知，说听证会将通过电话进行。我可以要求面对面的

听证吗？ 

请尽快按通知上的电话号码致电行政听证办公室（OAH），要求进行面对面的听证

会。 面对面的听证通常更好。  

https://apps.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388-02-0100
https://apps.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182-526-0095
https://apps.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182-526-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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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健康服务部（DSHS）案例：您有权在您当地的 DSHS 社区服务办公室（CSO）

举行听证会。您可以浏览网站 dshs.wa.gov/office-locations 以搜索离您最近的社区服

务办公室 (CSO). 

医保管理局（HCA）案例: 您可以要求面对面的听证会。您需要有充分的理由提出您的

请求。请参阅 WAC 182-526-0360 ，了解一些充分的理由。  

什么是听证会前会议？  WAC 388-02-0175 - WAC 388-02-185 （社会与健康

服务部）;  WAC 182-526-175 – 195 （医保管理局） 

您可以预约与机构代表会面. 该代表通常不是律师, 其将在您的听证会上代表该机构。  

您可以询问该机构的代表： 

• 请解释为什么该机构拒绝，更改或停止您的福利，或对您采取的其他行动。  

• 请其为您提供该机构用于作出其移动的所有规则的副本。  

• 请询问该机构是否会在听证会上有证人。如果是这样，请询问是谁，以及该机

构代表将询问他们什么问题。  

• 请从您的电子案例文件中查看和获取相关文件的副本。  

这是一个让双方更好地了解问题所在并帮助您为听证会做好准备的机会。您甚至可以

和解这个案子。如果您不和解，您仍将举行听证会。机构代表不应向您施加压力，要

求您取消（撤回）您听证会的请求。  

❖ 根据您的案例内容，您的电子案例文件中的文件可能包括信件、通知、案例

笔记、案例叙述、医疗报告和评估、现金和基本食品计算、工作第一

（WorkFirst ）笔记和文件、申请或资格审查。  

https://www.dshs.wa.gov/office-locations
https://app.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182-526-0360
https://app.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388-02-0175
https://app.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388-02-0175
https://app.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388-02-0175
https://app.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388-02-0175
https://app.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388-02-0175
https://app.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388-02-0175
https://app.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388-02-0175
https://apps.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182-526-0175
https://app.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182-526-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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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如何为听证会做准备？  

在您的听证会之前，该机构应该给您一袋他们将在听证会上使用的所有文件。如果您

在听证会前一周仍未收到包裹，请致电该机构代表。如果您认为该机构给您的包裹太

迟了，您无法查看和理解，请要求行政听证法官（ALJ）重新安排听证会或采取其他一

些对您公平的措施，因为您没有及时拿到文件包裹以做好准备。  

在您的听证会之前，您应该向行政听证办公室（OAH）的法官和该机构的机构代表发

送您将在听证会上使用的所有文件、图片和其他文件的相同副本，以表明您认为该机

构错误的原因。 大多数听证会通过电话进行。法官和机构代表需要及时拿到您的文

件，以便进行您的听证会。即使您的听证会是面对面进行的，您也应该提前将文件副

本发送。请询问行政听证办公室（OAH）和社会与健康服务部（DSHS）的代表， 他

们希望您如何发送文件。请始终为自己保留原件。  

什么是听证会前会议? WAC 388-02-195 - WAC 388-02-0205 （DSHS）;  

WAC 182-526-0195 （HCA） 

这就像一次听证会前的会议，但其是记录在案的。这意味着行政听证法官（ALJ）会在

场，并记录下来。  

❖ 如果有听证会前的会议， 您必须去参加。  

我应该带什么参加听证会？ 

• 您要向行政听证法官（ALJ）解释的要点的书面清单。  

• 任何显示您认为社会与健康服务部 (DSHS) 错误原因的文档，图片或其他文件. 

• 代表您作证的证人。  

• 支持您的朋友或亲戚。他们不必作证。  

https://apps.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388-02-0195
https://apps.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388-02-0205
https://apps.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182-526-0195
https://apps.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182-526-0195


 

7910CHS “Administrative hearing” (Chinese 

Simplified) |七月 2022 

 

 
p. 7 

 

• 在听证会上代表您的朋友、亲戚或其他人员。他们不必是律师。 

❖ 大多数人在听证会上代表他们自己。了解这一点会帮助您有能力自己代表自

己的感觉更好。  

听证会上会发生什么? WAC 388-02-0375 (DSHS) ; 182-526-0375 (HCA) 

行政听证法官主持听证会。行政听证法官（ALJ）为行政听证办公室（OAH）工作。  

这些听证会的规则 (不那么正式) 比法庭程序少. 行政听证法官 (ALJ) 记录下来并做笔

记. 

在听证会开始时, 行政听证法官 (ALJ) 将解释说行政听证法官 (ALJ) 不为社会与健康服

务部 (DSHS) 工作, 从未见过您的文件, 并且除了您的听证会请求之外, 对您或案件一无

所知. 

行政听证法官（ALJ）会解释说，在判定您的案件时，他们只考虑： 

• 您和该机构向行政听证法官提供（提交）的文档。  

• 宣誓证词。  

行政听证法官（ALJ）要每个将要作证的人进行宣誓。  

通常，机构代表会接下来发言。他们告诉行政听证法官（ALJ）为什么该机构认为其决

定是正确的，并解释该机构向 ALJ 提供的证明其案件的文件（其证据）。当机构代表

说完后，您可以就他们所说的提问题。如果机构代表有证人，您可以在他们完成作证

后向他们提问。行政听证法官（ALJ）可能会向机构代表和/或证人提问，以澄清他们

所说的内容 。  

http://apps.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388-02-0375
https://app.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182-526-0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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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轮到您讲述您的故事。请记住：行政听证法官对您或案件的所有了解都是您听证

请求中所说的。您必须告诉行政听证法官您想让他知道的所有一切。 查阅你的笔记。 

从您的角度准确地告诉行政听证法官究竟发生了什么。您说完后，机构代表和行政听

证法官可能会向您提问题。然后，您的任何证人都可以作证。机构代表和行政听证法

官可能会询问您的证人。  

我在听证会上应该如何表现自己？  

您的表现很重要。行政听证法官只在这次听证中听到或看到您。  

一些提示： 

• 要有礼貌。不要打断任何人。 

• 要坚定，但不要大喊大叫。 

• 不要咒骂或使用其他冒犯性语言。 

•  在您说话的时候看着行政听证法官。  

• 不要翻白眼或使用其他不尊重别人或冒犯性的手势。  

• 穿着整齐。  

有关更多提示，请参阅冠状病毒（COVID-19): 电话和视频听证会提示。那里的建议也

适用于面对面的听证会。  

我能知道法官的裁定是什么吗？  

行政听证法官不在听证会上做出决定。大约一个月后，他们会给您邮寄一份书面决

定。其要么是初部裁定，要么是最终裁定。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区别。请参阅 下一个问

题，“我收到了初部裁定。如果我不同意，我可以上诉吗？” 

https://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coronavirus-covid-19-tips-for-phone-and-video-hearings


 

7910CHS “Administrative hearing” (Chinese 

Simplified) |七月 2022 

 

 
p. 9 

 

我得到一个初部裁定。如果我不同意，我可以上诉吗？WAC 388-02-

0217（DSHS）;  WAC 182-526-0530 （HCA） 

如果您或该机构不同意初部裁定，您可以向上诉委员会（BOA）的复审法官提出上

诉，这个法官是为该机构上诉委员会工作的。本上诉是复审请愿书。有关申请审查的

说明和截止日期随初部裁定一起提供。  

此上诉仅以书面形式提出。你不用在审查法官面前进行。复审法官只考虑听证会的文

件和证词。 您无法添加任何内容。 如果您向上诉委员会（BOA）呈送书面上诉，社会

与健康服务部（DSHS）可以以书面形式回复。如果社会与健康服务部（DSHS ）向 上

诉委员会（BOA) 提出上诉，您可以做出回应。  

复审法官将向您和该机构发送复审决定. 如果您不同意, 州法律允许您向您所在县的高

等法院或向瑟斯顿县高等法院提交行政决定复审请愿书 . 如果您的听证会是关于政府

援助的, 则无需向高等法院提交任何费用. 您必须在复审决定之日起 30 天内提交行政

决定请愿书。如果您无法得到律师，请参阅如何申请高等法院复审以了解更多信息。  

我收到了最终裁定。如果我不同意，我可以上诉吗？WAC 388-02-0217 

（DSHS）; WAC 182-526-0605 （HCA） 

如果您的听证会通知在案卷编号中有字母“B”, 您将得到的是最终裁定. 如果您或该机构

不同意行政听证法官的最终裁定, 则无法向上诉委员会(BOA) 提出上诉. 您可以要求行

政听证法官 (ALJ) 重新考虑他们的决定. 这与要求不同人士的审查决定（上诉）不同。  

行政听证法官（ALJ）关于重新考虑的决定是最终的机构决定。该机构无法进一步提出

上诉。如果您不同意复议决定，您可以通过提交行政决定复审申请，提出上诉。  

您可以跳过重新考虑请求，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并提出复审行政决定的请愿书。请

参阅 如何申请高等法院审查 以了解更多信息。  

https://apps.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388-02-0217
https://apps.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388-02-0217
https://app.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182-526-0530
https://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how-to-petition-for-superior-court-review
http://apps.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388-02-0215
https://app.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182-526-0605
https://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how-to-petition-for-superior-court-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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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法律帮助 

•  使用 CLEAR*在线申请 - nwjustice.org/apply-online 

• 面临金县的法律问题 （驱逐或取消抵押品赎回权除外）？ 致电 2-1-1（或免费

电话 1-877-211-9274）工作日上午 8 时至下午 6 时。他们会将您转介给法律

援助提供者。  

• 面临金县以外的法律问题（驱逐或取消抵押品赎回权除外）？ 在工作日上午 9

时 15 分至下午 12 时 15 分之间拨打 CLEAR 热线 1-888-201-1014，或上网站 

nwjustice.org/apply-online 在线申请。  

• 面临驱逐？请致电 1-855-657-8387。  

• 面临丧失抵押品赎回权？请致电 1-800-606-4819。  

• 在 金县以外有法律问题的老年人（60 岁及以上）也可以致电 1-888-387-7111

联系 CLEAR*Sr。  

• 失聪、听力障碍或言语障碍的呼叫者可以使用您选择的中继服务拨打这些号码

中的任何一个。  

CLEAR 和 2-1-1 将提供口译员。  

本出版物提供有关您的权利和责任的一般信息。其不能替代特定的法律咨询。  

© 2022 西北司法项目 — 1-888-201-1014。 

（复制和分发的许可仅授予用于非商业目的平等正义联盟和个人）。 

https://nwjustice.org/apply-online
https://nwjustice.org/apply-online
https://nwjustice.org/apply-online
https://nwjustice.org/apply-onl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