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代表您出席听证会，必须填写此表格**

科罗拉多州
行政法院办公室
科罗拉多州丹佛市谢尔曼街 1525 号，邮编 80203

上诉人，
仅供法院使用

诉
案件编号：

被上诉人

非律师授权
关于在上诉程序中使用和披露受保护的健康信息
***如果有人在上诉程序中协助您，必须填写此表格***
1996 年《健康保险可携性和责任法案》规定，除非是在特定情况下，否则未经您的许可，我们不
能分享您的受保护健康信息。 如果您在此表格上签字，即表示您允许我们分享您在下面指出的受
保护健康信息。 但这并不能防止信息在离开我们的办公室后会被分享给更多的人。
科罗拉多州卫生保健政策与融资部可能不会将您是否执行此授权作为治疗、支付、登记或获得福利
资格的条件。
您可以要求获得本授权的副本，并可以随时以书面形式发送通知至上述地址的行政法院办公室来撤
销/取消您的授权。 任何撤销只能适用于未来有关您的受保护健康信息的披露或行动，但不能取消
授权生效期间采取的行动或进行的披露。
我
，

授权
（上诉人）

科罗拉多州卫生保健政策与融资部（HCPF）、上诉办公室以及行政法院办公室（OAC），共享我
的受保护健康信息和该部门收集的其他机密信息，以确定我是否有资格获得服务或参加科罗拉多州
医疗援助计划。
我的信息可能会被分享给以下人员和/或实体：

（OAC 只会与上述人员分享您的案例信息）

我的信息只能在我的上诉中被共享、披露或用于推进和协助我的上诉。 本授权将在上诉程序结束
时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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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让一名非律师人士代表我出席听证会，并授权该代表接收通知、命令和与此案相关的任
何其他文件的副本。

上诉人签
字：

日
期：
（父母/法定监护人可以代表未成年子女签字）

上诉人出生日期：

医疗补助编号

**必须包括法律文件，以展示代表上诉人签字的权力。法律文件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未成年人监护人证书
或全权代理委托书。 医疗委托书在没有上述上诉人签名的情况下不足以证明有权在听证会上作为非律
师代表。**

我同意在上述案件中担任上诉人的非律师代表。 我将会收到与本案有关的通知、命令和其他文件。
日
期：

代表签名：
中
间
名

名字

姓氏

后缀

公司：
地址
城市
电子邮箱

州

邮
编

电话
关系
2017 年 3 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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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罗拉多州
行政法院办公室
科罗拉多州丹佛市谢尔曼街 1525 号，邮编 80203

上诉人

 仅供法院使用 
诉
案件编号：

被上诉人

听证通知
根据上诉人的请求，将由行政法院办公室（OAC）的行政法法官（ALJ）审理此案。
当事人将在下列日期、时间和地点出席听证会。

听证会日期：
开始时间：
听证地点：
当事人可通过在预定听证会之前向 OAC 提交书面申请请求更改听证会日期、时间或地点。
本案涉及以下程序：
给政府机构（被上诉人）的通知：您必须写一封信函，陈述本案的事实、机构决
定的原因和州部门支持该决定的规定。 在信函中，您必须附上打算用于支持您的决定的
所有证物，并包括不利行动的通知。 在听证会前 10 天以内，将所有证据的副本打包邮
寄给上诉人和 ALJ。 行政法院办公室的地址是科罗拉多州丹佛市谢尔曼街 1525 号 4 楼，
邮编 80203。
在听证会前，请提供一份完整的诉讼通知副本，供行政法法官审阅。 如果没有提
供诉讼通知的副本或副本不完整，则行政法法官可根据 C.R.S.第 25.5-4-207(1)(d.5)(I)节
撤销任何福利的终止或减少。
给 上 诉 人 的 通 知 （ Si no entiende esta noticia, llame por telefono al
departamento del condado）：如果您有正当理由不能在预定的日期或时间出庭，则可
以向行政法院办公室申请延期开庭。 您可以通过电话(303) 866-5626、传真(303) 8665909 提出申请或将申请书邮寄至科罗拉多州丹佛市谢尔曼街 1525 号 4 楼，邮编 8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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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J 将决定您的听证会是否应该延期。 如果您的听证会没有延期，并且您没有正当理由
不出庭，那么您的上诉将被驳回。 如果在听证会之前，您希望撤回上诉，必须以书面方
式通知 ALJ。
在听证会上，如果行政法法官确定您提出上诉的诉讼通知在法律上不充分，则可以
在此基础上驳回任何福利的终止或减少。 如果该通知在法律上不充分，您可以放弃对通
知不充分的抗辩，并同意就是非曲直进行听证。 您也可以要求行政法法官在该通知在法
律上不充分的基础上决定该上诉。 州部门可以在以后发布法律上充分的通知，如果随后
确定了拒绝或减少福利的依据，可以寻求补偿福利。C.R.S.第 25.5-4-207(1)(d.5)(I)节。
您在听证会上享有以下权利。
A.您可以代表自己或由律师或亲属、朋友或其他发言人代表。 如果您希望由律师
代表，但无力聘请私人律师，则应查看为贫困人士提供的免费或低价法律服务清单。
B.除机密信息外，您有权在听证会前的合理时间检查机构的案卷。 如果您希望查
看机构的案卷，则应联系机构（上面提及的被上诉人）进行安排。
C.在听证会之前和期间，您也有权查看机构在听证会上使用的所有证物。 该机构
已按指示在听证会前向您提供一份免费的证物副本。
D.您可以通过请证人出庭和出示证物来证明所有相关的事实和情况。 如果您计划
使用证物，您必须在听证会之前向机构和 ALJ 提供副本。 通过邮件、传真或面呈方式将
ALJ 副本发送/交至行政法院办公室。
E.您可以询问机构提出的证人，并反驳机构在听证会上提供的任何证据。 您可以
提出论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随函附上概述听证程序的信息表。 有关听证程序的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网站上
的“听证和备审–程序”页面（http://www.colorado.gov/dpa/oac），以及打开转至“非
律师指南”和“一般程序”的链接。 您还可以在其中找到适用于您的案例的机构规则的
链接。

9

送达回证
兹证明，我已将上述听证会通知的真实无误副本通过电子邮件、快递或美国邮政（邮资
预付）送达至下列当事人，地址为科罗拉多州丹佛市：
日期

法院书记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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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持续福利的信息
对于每个公共福利计划，持续福利的规则各不相同。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我们在政
府机构通知您将停止或减少您的福利的日期之前收到您的上诉，政府机构/县部门仍将继续提
供福利。该日期可能早于上诉截止日期。但是，也有例外情况。例如，在证明期结束后无法
获得持续的粮食援助福利的情况下，如果福利申请被驳回，则仍然无法获得持续福利。
如果机构拒绝提供持续福利，并且您仍然认为您有权获得这些福利，您可以要求我们就持
续福利下达命令。您应以书面形式提出继续享受福利的申请，并应说明您在政府机构与谁谈
过，以及他们对您的申请有何看法。如果您还没有这样做，您还应向我们发送一份您收到的
将减少或停止您的福利的通知副本。没有此通知，我们可能无法就持续福利下达命令。行政
法法官（“ALJ”）将考虑您的申请，并在适当的情况下根据持续福利规则发布命令，如下
所列：
•

“成人财务”福利（Colorado Works、TANF、OAP、AND等）规则列于9 CCR 2503
第3.830.24 E.节，查阅网址：http://bit.ly/1tJsHNB。

•

粮食援助规则列于10 CCR 2506-1第4.802.2节，查阅网址：http://bit.ly/Zh6rmg。.

•

医疗补助规则列于10 CCR 2505-10第8.057.5节，查阅网址：http://bit.ly/1p9PEtf。

在科罗拉多州部门的网站上也可以查阅这些规则：
http://www.sos.state.co.us/CCR/Welcome.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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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证程序摘要
如果听证会采用面对面形式，则当事人应至少在预定的听证时间 15 分钟前到行政法院办
公室 4 楼听证室区域的接待员处报到。 您将按指示到指定的听证室。
如果听证会采用电话形式，则当事人应至少在预定听证会时间 15 分钟前在听证会通知中
确定的地点集合。 如果您反对电话听证并希望进行面对面听证，请在听证日期之前提前
通知行政法法官（“ALJ”）。 将您的申请副本发送给另一方。
如果听证会采用电话形式，并且您希望 ALJ 查看您的文件，请在听证会之前提前将文件
副本邮寄给另一方。 听证会结束后，您应邮寄所需文件的清晰副本，而不是原件。 在
整个上诉过程中，被接受为证据的文件必须保留在案卷中。
如果您打算让证人出庭，则在听证会开始前让证人在听证室外等候；如果您希望通过电话
提出证人证言，则在听证日期之前提前书面通知 ALJ。 将您的申请副本发送给另一方。
ALJ 将先要求一方（通常是县或州部门）出示证据。 当事人应传唤证人，并按其认为最
佳的顺序出示证物。 一方如要求 ALJ 审议之前并未提供给 ALJ 和对方的证物，该方须在
听证会上提供充足的副本。 第一方总结案情后，将邀请对方提供证据。
ALJ 将要求证人（包括当事人）宣誓作证。 在许多案件中，当事人可能是唯一证人。
传唤证人的一方将首先讯问证人，然后由对方盘问。 反询问是向证人提问的机会；反询
问方不得做出陈述。 ALJ 也可以提问。
有关听证程序的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网站上的“听证和备审–程序”页面
（http://www.colorado.gov/dpa/oac），以及打开转至“非律师指南”和“一般程序”的
链接。 您还可以在其中找到适用于您的案例的机构规则的链接。
行政法院办公室的邮寄地址：科罗拉多州丹佛市谢尔曼街 1525 号 4 楼，邮编 80203。
电话号码为(303) 866-2000，传真号码为(303) 866-5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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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或低价法律服务
(1)

科罗拉多州法律服务办公室

科罗拉多州法律服务总部
科罗拉多州丹佛市谢尔曼街 1905 号 4 楼，邮编 80203
电话：(303) 837-1313www.coloradolegalservices.org
（亚当斯县、阿拉帕霍县、布鲁姆菲尔德县、丹佛县、道格拉斯县、艾伯特县、杰斐逊县；克利尔克里克县的老年
人服务部、吉尔平县）
阿拉莫萨（阿拉莫萨县、科内约县、科斯蒂拉县、米
纳勒尔县、里奥格兰德县、萨沃奇县）
科罗拉多州阿拉莫萨市州大道 417 号，邮编 81101
电话：719.589.4993 传真：719.589.2282

博尔德（博尔德县）
路易斯维尔南博尔德西路 315 号 205 室，邮编 80027
电话：303.449.7575 传真：303.447.3167

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埃尔帕索县、林肯县、特勒县；
查菲县、卡斯特县、弗里蒙特县、帕克县）
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内华达南大街 617 号，邮编 80903
电话：719.471.0380 传真：719.471.1412

杜兰戈（阿丘利塔县、多洛雷斯县、欣斯代尔县、拉
普拉塔县、蒙特祖马县、乌雷县、圣胡安县、圣米格
尔县）
杜兰戈主大街 1474 号 200 室，邮编 81301
电话：1.888.298.8483 传真：970.385.8515

柯林斯堡（拉里默尔县、洛根县、菲利普斯县、塞奇
威克县）
柯林斯堡西白玉兰街 211 号，邮编 80521
电话：970.493.2891 传真：970.484.8605

弗瑞斯科（皮特金县、萨米特县；克利尔克里克县和
吉尔平县老年人服务部、丹佛办公室）
弗瑞斯科加利纳街 602 号，邮编 80443
电话：1.800.521.6968 传真：970.668.9642

大章克辛（德耳塔县、加菲尔德县、梅萨县、蒙特罗
斯县）
大章克辛北 6 街 200 号 203 室，邮编 81501
电话：970.243.7817 传真：970.243.7814

格里利（摩根县、华盛顿县、韦尔德县、尤马县）
地址：格里利第 8 大道 800 号 202 室，邮编 80631
电话：970.353.7554
传真：970.353.7557

甘尼森（甘尼森县）
甘尼森县法院
甘尼森东弗吉尼亚大街 200 号，邮编 81230
电话：1.800.521.6968
传真：970.641.3023（发送前致电）

海登（格兰德县、杰克逊县、莫弗特县、里奥布兰科
县、鲁特县）
海登杰克逊大街西 150 号 2A 室，邮编 81639
电话：1.800.521.6968
传真：970.276.2185

拉洪塔（巴卡县、本特县、夏延县、克罗利县、韦尔
法诺县、基厄瓦县、基特卡森县、拉斯阿尼马斯县、
奥特罗县、普洛韦斯县）
拉洪塔科罗拉多大道 1/2 207 号，邮编 81050
电话：1.888.805.5152 传真：719.384.8676

莱德维尔（伊格尔县、莱克县）
地址：莱克县法院
莱德维尔哈里森大道 505 号，邮编 80461
电话：1.800.521.6968
传真：719.486.3238（发送前致电）

萨利达（查菲县、卡斯特县、弗里蒙特县、帕克县）
地址：萨利达 H 街 1604 号 201 室，邮编 81201
电话：719.539.4251
传真：719.539.2735
移民农业工人处
科罗拉多州丹佛市谢尔曼街 1905 号，邮编 80203
电话：1.800.864.4330 传真：303.830.7860

普韦布洛（普韦布洛县；卡斯特县、弗里蒙特县，与
其他办公室共用）
普韦布洛西 6 街 1000 号，邮编 81003
电话：719.545.6708 传真：719.545.0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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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地律师协会赞助的公益计划

阿尔卑斯法律服务公司（加菲尔德）
科罗拉多州格伦伍德斯普林斯，
邮编 81602，邮政信箱 1890
电话：(970) 945-8858 传真：(970) 945-7785
www.alpinelegalservices.com
博尔德县法律服务部（博尔德）
科罗拉多州路易斯维尔瓦尔蒙特大街 315 号 205
室，
邮编 80027
电话：(303) 449-7575 传真：(303) 447-3167
科罗拉多律师委员会
科罗拉多州丹佛林肯街 1700 号 4100 室，
邮编 80203
电话：(303) 866-0274
传真：(303) 866-0200
www.ColoradoLawyersCommittee.org

科罗拉多州埃尔帕索县公益律师服务（查菲县、卡
斯特县、埃尔帕索县、弗里蒙特县、帕克县、特勒
县）
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内华达南大街 617
号，
邮编 80903
电话：(719) 471-0380 传真：(719) 471-1412
正义与仁慈法律援助所
科罗拉多州丹佛桑葚大道西 2330 号 103 室，
邮编 80204
电话：(303) 839-5198 分机 6
www.jamlac.org

科罗拉多州西北法律服务部（萨米特县、克利尔克里克县、
皮特金县）
科罗拉多州弗瑞斯科，
邮编 80443，邮政信箱 2694
电话：(970) 668-9612 或 800-521-6968 传真：(970) 668-9642
科罗拉多州西北法律服务部（莱克县、伊格尔县）
科罗拉多州莱德维尔，
邮编 80461，邮政信箱 1904
电话：(719) 486-3238
传真：(719) 486-2493
萨德勒律师事务所
（将考虑无偿行政听证）
科罗拉多州格林伍德村东普伦蒂斯大街 8400 号 1500 室，
邮编 80111
电话：(303) 731-4233
www.derrydalesadler.com
西南律师志愿者法律援助（阿丘利塔县、拉普拉塔县、圣胡安
县）
科罗拉多州杜兰戈主大道 1474 号 200 室，
邮编 81301
电话：(970) 247-0266 或 888-298-8483 传真：(970) 385-8515
安肯帕格里志愿者法律援助（德尔塔县、欣斯代尔县、蒙特罗斯
县、
奥里县、圣米格尔县）
科罗拉多州蒙特罗斯市主大道 307 号 2 室，
邮编 81401
电话：(970) 249-7202
仅星期二及星期四办公

梅萨县公益项目公司（梅萨县）
科罗拉多州大章克辛南 t 6 街 200 号 203 室，
邮编 81501
电话：(970) 243-7940
组织电子邮箱：probono@colegalserv.org

韦尔德县法律服务（韦尔德）
科罗拉多州格里利，
邮编 80632，邮政信箱 1283
电话：(970) 310-8387
传真：(970) 336-7245

Metro 律师志愿者（亚当斯县、阿拉帕霍县、丹佛
县、道格拉斯县、艾伯特县、杰斐逊县）
科罗拉多州丹佛谢尔曼街 1905 号 400 室，
邮编 80203

Multicultural Resolution, L.L.C.
珍珠东环路 4845 号 101 室
科罗拉多州博尔德，邮编 80301
电话：720-317-4022

电话：(303) 830-8210
传真：(303) 830-7860
科罗拉多州东北法律服务公益计划（洛根）
科罗拉多州斯特林黑根街 350 号，
邮编 80751
电话：970-522-6391
传真：970-522-6391
联系电话：970-522-6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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