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解視頻聽證會 
 

1. 有關視頻聽證會的書面資料 

視頻聽證會資料 
部分聽證會由加利福尼亞職業安全與健康上訴委員會通過視頻方式舉行。視頻聽證過程允許對案件進行陳述，包括陳述證人
、物證以及論據的機會。視頻聽證會遵循傳統的聽證會形式，為當事人提供了出示證據和盤問證人的機會。行政法官將通過
oom舉行視頻聽證會。與面對面聽證一樣，行政法官控制訴訟程序，以確保當事人的正當程序權利得到保護。 
要求 
當事人參加視頻會議不收取任何費用。參加者可以使用各種設備參加聽證會，包括台式電腦或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或智能
手機。設備必須帶有攝像頭和麥克風，並且能夠接入高速互聯網。如果對這些要求有任何疑問，請撥打 - (916) 2
5751聯繫上訴委員會。 

注意 
當事人將會受到一份視頻聽證會通知，其中會列出有關聽證會的其他信息，以及聽證會過程中所涉及的要求。此外，被指派
審理此案的行政法官將在聽證會開始前與各方當事人安排一次視頻審前會議，討論聽證會的具體細節，並解決有關協議與準
則的問題或疑慮。 

  

視頻聽證會指南 
如果您的案件已被安排召開視頻聽證會，則本指南適用於您。 

基本信息 

如果有以下情形，請撥打 (916)-57 27451聯繫上訴委員會： 

o 您的電話號碼、地址或電子郵件地址有變更。 
o 您需要口譯服務或 AD A安置服務。 
o 您不具備帶有可靠互聯網或電話服務的私密、安靜場所的條件。 
o 您沒有投保護理人員責任險。 
o 其他會妨礙您或您的證人出席聽證會的問題。 

 

視頻聽證會開始前 
上訴委員會通知您參加視頻聽證會。通知將會通過電子郵件或郵政信函發送給您，同時會通知您聽證會召開的日期和時間。
通知還會提供該聽證會的會議號（ 會議  ID） 。

您需要與行政法官及另一方當事人召開視頻審前會議，為視頻聽證會做準備。如果您有證據或物證需要在聽證會上討論，請
在該審前會議告知行政法官。您必須在聽證會開始前向上訴委員會呈交擬在該聽證會中使用的所有物證。 

視頻聽證會準備 

o 您無需 Zoom 賬戶即可加入視頻聽證會，但如果您使用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參加聽證會，則需要下載Zoom 應用
程式。 

o 您需要至少提前一周對您的設備進行測試。您可以點擊此鏈接練習使用 https://zoomZoom.us/te：st 
o 請確保您的設備電量充足或已連接電源。請確保附近有電源線。 
o 著裝得體，請穿戴參加法庭審理時的正式著裝。 
o 請安排一個私密並且安靜的場所，這樣可以保證您在視頻聽證會上聽清楚其他人的陳述，并讓其他人聽到您的陳述

。  
o 檢查好燈光。避免使用過於明亮或者黑暗的房間，避免您背後有強光出現。 
o 將攝像頭放置在與面部持平或略高於面部的高度。 

https://zoom.us/test


o 關閉您電腦上的其他應用程式。 
o 如果可以，盡量使用頭戴式耳機或入耳式耳機，以提升聲音質量。 

確保您已準備好所有可能在聽證會期間需要用到的文檔。 o 

 

視頻聽證會期間 

o 在會議開始前至少提前 15分鐘在Zoom網站或其他應用程式登錄聽 證會。
o 即使您不會在聽證會上使用手機，也請將它放在您身邊，準備好接聽來電或撥打上訴委員會的辦公電話

274-5751] 。請確保將您的手機置於靜音模式。 
o 講話時請直視攝像頭而不是屏幕。 
o 當您不講話時請將您的話筒狀態設置為  “靜音”。
o 如果您想邀請證人作證，請告訴行政法官： “現在我想請[證人姓名] 出庭作證。”
o 如果您想討論某個物證或證據，請告訴行政法官： “現在我想展 示[物證]。”
o 禁止錄製或直播聽證會。聽證會結束后，如有需要，將會提供聽證會正式記錄副本。 

  

 

問題與答案 

如何知道我需要參加一場視頻聽證會？ 

上訴委員會會聯繫您，并通知您召開視頻聽證會的日期、時間及會議 ID。準備聽證會時，上訴委員會會在視頻聽證會召開前
安排一場視頻審前會議，討論聽證會的細節。 

如果錯過了視頻聽證會該怎麼辦？ 

如果您未在預定時間登錄並參加聽證會，那麼您的上訴可能會被駁回。 

視頻聽證會要開多長時間？ 
每次聽證會的時間都不盡相同。儘管有些聽證會可能會在幾小時內結束，但是一次聽證會也可能需要在幾天時間里每天召開
數小時。規劃好一個您可以在視頻聽證會期間就坐的固定位置。中午會有午餐時間，當天也會提供短暫的休息時間。 

如何參加視頻聽證會？ 

上訴委員會將會通過電子郵件或郵政信函向您發送一份通知。通知會提供該聽證會的會議號（會議  ID）。

i.訪問： https://zoom.us/join。  
ii.鍵入會議 ID 。
iii.點擊“Join”加入視頻聽證會。 

在視頻聽證會上，有哪些應該注意的地方？ 

當您首次加入聽證會時，在聽證會開始前您會被安排進入一個虛擬的 “等候室”。聽證會開始后，您就可以在屏幕上看到行政
法官和其他當事人，他們也可以看到您。行政法官會點名，確認您能聽到其他人講話，其他人也能聽到您講話。 

視頻聽證會會被記錄下來嗎？ 

是的，聽證會會被記錄下來作為該案件的正式記錄。這表示所有音頻都會被記錄，因此請確保您不講話時將您的話筒設置為
靜音 ”模式。 

在視頻聽證會期間，如果我突然聽不到聲音或看不到畫面怎麼辦？ 

離開會議并關閉 Zoom窗口。用您的會議ID再次加入會議（ 請查看上述問題4，了解加入視頻聽證會詳細指南） 。如果仍無
法連接到視頻聽證會，請給行政法官發送電子郵件或撥打 -575(191聯繫6)上訴委 274 員會。 

在視頻聽證會期間，如果我的網絡或手機流量數據用盡或手機電量用盡怎麼辦？ 

https://zoom.us/join


如果您意識到您的數據流量或電量即將用盡，請在聽證會期間盡快告知行政法官。如果在告知行政法官之前，您的數據流量
或電量就已經用盡，請給行政法官發送電子郵件或撥打 -5751(916)聯繫上 27訴委4 員會。 

其他人能否參加視頻聽證會？ 

可以。視頻聽證會對公眾開放。但是，行政法官會管控視頻聽證會，如果有人擾亂或不遵守法庭指示，就會對他們施加限制
，甚至將他們踢出聽證會。 

如果我還有更多問題該怎麼辦？ 

上訴委員會在每場視頻聽證會之前會為各方當事人和行政法官安排一次審前會議。您可以利用審前會議的機會，提出您關於
本次視頻聽證會的其他問題與疑慮。您也可以撥打 -57(51916)聯繫上 274訴委員會。 

2. 如何使用 Zoom參加視頻聽證會 - 視頻演示 
3. 觀看模擬聽證會- 視頻演示  
4. 了解更多有關 Zoom的鏈 接：

 

https://d3ufl1d3bqmvu8.cloudfront.net/cadir/OSHAB_Zoom_Video_for_Website.mp4
https://d3ufl1d3bqmvu8.cloudfront.net/cadir/OSHAB_Mock_Video_Hearing_EDITED_082820.M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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