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機構將一視同仁地僱傭殘
障人士並為其服務。

賠償放棄協議 - 工傷賠償法（WCL）第 32 節
WCB 案件編號

事故發生日期

申領人姓名（請用正楷填寫）

申領人電話（電話區號）

申領人地址（請用正楷填寫）
保險公司案件編號

保險公司代碼

雇主（請用正楷填寫）

保險公司（請用正楷填寫）

要求使用電話（如果需要聽訊）

醫療結果公開

用於電話聽訊的聯繫電話號碼（包括電話區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需要口語翻譯
需要的口語翻譯和語言種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利益相關方（請明示是否有其他簽署方）：
包括 DB 在內的其他保險公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未受保雇主的專項基金
死亡受益人聲明
「未成年人」監護人聲明
專項基金
賠償放棄協議管理辦事處（Waiver Agreement Management Office, WAMO）

第 32 節 賠償放棄協議條件 [請說明賠償放棄協議解決的是索賠申請中的所有問題還是部分問題]：
解決上述 WCB 索賠編號標識的索賠申請中的所有問題和事項

解決上述 WCB 索賠編號標識的索賠申請中的部分（而非全部）問題和事項

留置權（請勾選相應的方框，並提供說明該問題的頁碼）：
子女撫養費留置權——見頁碼：_____________（需要來自管轄處的支援文件）
傷殘福利留置權——見頁碼： _____________

醫療（請勾選相應的方框，並提供說明該問題的頁碼）：
醫療結果公開——見頁碼：_____________
需要的 CMS 信函——見頁碼：_____________（需要來自 CMS 的支援文件）
需要的 WTCHP 信函——見頁碼：_____________（需要來自 WTCHP 管理員的支援文件）
未解決的 C-8.1 B 部分異議——見頁碼：_____________

補償（請勾選相應的方框，並提供說明該問題的頁碼）：
暫停繼續支付——見頁碼：_____________
再保險協議——見頁碼：_____________
合格分配——見頁碼：_____________（所需文件）

其他：
撤回委員會的未處理上訴——見頁碼：_____________；或者參見 CIS 中的文件 ID#：_____________
列出未在上表中提及但您希望委員會考慮的所有問題，並指出說明該問題的頁碼。

本協定根據工傷賠償法第 32 節來制定和提交。請在下方簽名，證實他/她已閱讀並理解其中條款，同時理解此協議一經工傷賠償委員會批准將具有最終效力且不可更改，對所有相
關方都具有約束力。如果協議允許您獲得未來醫療福利，工傷賠償委員會可能會通過案頭審查來批准此協議。另外，所有簽署方必須同意案頭審查。
簽名各方特此同意他們將自願遵從上述條款，並承認已收到本協議的副本。

申領人——請用正楷填寫

申領人簽名（僅用墨水筆——盡可能使用藍色墨水筆）

日期

同意案頭審查

保險公司或自保雇主——請用正楷填寫

保險公司或自保雇主簽名

日期

同意案頭審查

申領人律師、專項基金或其他——請用正楷填寫

申領人律師、專項基金或其他簽名

日期

同意案頭審查

C-32-TC (4-21)

請查看背面的重要資訊

填寫「第 32 節賠償放棄協議」的說明
為了加快「第 32 節賠償放棄協定」的處理流程，請相關方遵守這些說明。若不遵守這些說明且不提供必要的附帶文件，可能會延遲
「第 32 節賠償放棄協定」的處理流程。有關「第 32 節賠償放棄協議」（WCL 第32節和 NYCRR 第 12 條第 300.36 款）的法規和
規定，可在 www.wcb.ny.gov 中查閱。
1. 表格：提交字跡清楚的表格 C-32。協定中的條款必須作為單獨附件提交。如果必須修改協議，請提交融入修訂條款的新協議而不
只是提交一份附錄。「第 32 節賠償放棄協議」中的任一索賠必須由委員會收集，然後分配案件編號。必須為協議中涉及的每項索賠
提交一份「第 32 節賠償放棄協議」副本。
2. 頁碼：文件頁碼如下：第 1 頁/共 4 頁、第 2 頁/共 4 頁等（不要在您提交的文件中包含說明或空白頁）。
3. 簽署方：提請審查前，讓所有利益相關方，包括未成年申領人的監護人（若存在），在表格 C-32 和「第 32 節賠償放棄協議」
的最後一頁簽名並注明日期。如果發現 WCL 第 14（6） 或 15（8） 節適用於該案件，「專項基金」方和賠償放棄協議管理辦事處
（WAMO）也必須在表格 C-32 上簽名並注明日期。如果發現 25-a 適用於該案件，那麼「專項基金」方必須在表格 C-32 上簽名並
注明日期。如果在「第 32 節賠償放棄協議」中提及了傷殘福利留置權，則傷殘福利保險公司必須簽名。
4. 必要條款：解決在委員會批准此協議前發生或懸而待決的下列問題：

•
•
•
•

有爭議的醫療費用（表格 C-8.1B）
暫定利率
暫時擱置的時間
何時停止繼續支付

•
•
•
•

未成年人的預期工資
律師費用的未償付請求（OC-400.1's）
未來醫療責任
傷殘福利留置權

5. 避免下列表達：請勿援引：

•
•
•
•
•

由規定正在「駁回」或己「駁回」的索賠
委員會尚未收集且未分配案件編號的索賠
十天撤回期限的賠償放棄
有關個人而非協議相關方的可辨機密資訊
協定具有約束力的時間

若索賠由相關方條款「駁回」，則委員會不會批准任何協議，因為這意味著索賠需要由委員會來裁決而尚未成為案件。如果還未確
立索賠，則協議可能表示索賠正在被申領人「撤回」。
6. 未決上訴：如果「第 32 節賠償放棄協議」中含有某一案件的未決上訴，則協議中必須指明上訴己撤回還是己解決。如果索賠存在
未決上訴，則委員會不會批准這些索賠的「第 32 節賠償放棄協議」。
7. 年金：如果協議參考基於購買年金合同的未來付款，請提供指定以下各項的匯總：從被 A.M. Best 或 Standard & Poor 評為「A」
或更好的人壽保險公司購買的年金、基於年金的可支付總額、年金成本 ［現值］、支付計劃表、申領人在最後支付前死亡的相關條
款、以及協議與這些條款間矛盾情況的聲明、協定條款優先于年金合同條款。不必提供年金合同。
8. 子女撫養費留置權：如果申領人還有未解決的子女撫養費留置權，「第 32 節賠償放棄協定」必須規定全部付清。必須在自相應子
女撫養代理機構詳述當前留置權金額之日起 30 天后提交相關文件。委員會在批准任一「第 32 節賠償放棄協議」前，會對所有未償
付的子女撫養債務進行調查。
9. 世界貿易中心健康計劃（World Trade Center Health Program, WTCHP）審查和批准「第 32 節賠償放棄協議」：適用于所有
相關方解決與 WTC 相關、被錄入 WTCHP 的工傷賠償索賠。醫療結果不保持公開要求理賠金額在 $10,000 以上以保障 WTCHP 在
理賠中的利益，並留出足夠的資金來支付未來醫療費用。委員會將要求參與 WTCHP 醫療結果不保持公開的所有「第 32 節賠償放棄
協議」接受者依據 WTCHP 進行未來支付，以此來強制執行 WTCHP 政策。在委員會批准 某一 醫療結果不保持公開的「第 32 節賠
償放棄協定」之前，需要一份來自 WTCHP 管理者，即國家職業安全與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NIOSH）的批准信函。
10. 其他必要文件：請將以下文件隨表格 C-32 一起提交。請確保在這些文件上引用與「第 32 節賠償放棄協議」中的各索賠對應的
WCB 案件編號：

•
•
•
•
•
•
•

一份己簽名並公證過的表格 C-32.1，申領人資訊發佈
一份填寫好的表格 OC-400.1（若要求的律師費用超過 $1000）
來自 CMS 的信函（如果協議引用 CMS 批准專項 Medicare 擱置金）
被 A.M. Best 或 Standard & Poor 評為「A」或更好的人壽保險公司購買年金的當前憑據（如果協議引用了年金）
一份支持受託人的人壽保險公司的保證書（如果協議參考了合格分配）
確認了合適受益人的文件（如果協議規定在申領人死亡時才能支付養恤金）
需要一份來自 WTCHP 管理者，即國家職業安全與衛生研究院（NIOSH）的批准信函（如果協定適用於被世界貿易
中心健康計劃（WTCHP）受理的索賠）

C-32-TC (4-21) 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