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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裁 /律師
華明勝

$950萬
公交車車禍案件

$3,450萬
卡車車禍案件

$2,270萬
過失致死案件

$2200萬
災難性傷害案件

總裁/律師寄語-早年

很早的時候，我就開始信奉四個字。這四個字教會
我謙虛，激勵著我不斷學習，不斷探索。

 “我不知道”……這四個字開闊了我的視野
探索答案，探尋知識——這是走向成功的生活，充

滿靈感的生活。
在你尋找機會時，你也在學習！

我並沒有走傳統大學的學習之路。高中畢業後，我
在一家報社擔任全職記者，通過調查獲取信息。記
者生涯讓我積極參與社區事務，也讓我開始思考一
個重要的問題：

我如何能更有效地服務於社區？
成為律師這個念頭對任何學法律的學生來說都是激
動人心的，但是34年前推動我創立律所的動力遠遠
不只是追求刺激。這一靈感源於幫助有需要的人，
為無法發聲的人發聲，保護大眾的權利。

自我開始從事法律工作以來，我一直努力為華人社
區爭取權利。開始我的法律事業之前，我曾住在中
國，認識幾位中國移民，我覺得我可以為這個被忽
視的社區做很多工作。我非常急於幫助他們。

我的職業生涯一直非常充實，我能夠從各個方面幫
助他人。在移民方面，有時當事人會迷失在新的習
俗和法律迷宮中。我們能夠提供移民們所需的支持
和幫助。我們有一個強大的中國員工團隊，因此當
移民來到我們辦公室時，他們會覺得與理解他們語
言和文化的人交談很方便。

現在我們律所在北京設有辦事處。我們希望繼續讓
進入美國的移民的移民之路更加平坦。中國人逐漸
成為我們社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們希望幫助他
們更多地參與社區事務，在我們社區和政府有更多
發言權。
我們律所努力在各個方面產生積極影響。我希望通
過法律聯繫這一方式向大家介紹LOSW所從事的事
業。

在你尋夢時，在你學習時，全心全意把一切都變得
更加美好吧。

    我們律所或我們訴訟合夥人最近贏得的判決或和解。列出的和解僅用於提供一 般信息。                  本雜誌上的任何內容均不得視為為任何具體案件或情況提供的法律建議。

當你全心全意為之奮鬥而不妥協時，你周圍的每件
事都在不斷改進，每個人也都在不斷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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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0萬
卡車車禍案件

$1,950萬
摩托車車禍案件

$2,350萬
過失致死案件

RESULTS
WE GET THEM

We’re on your side, all the way!

$2,100萬
機動車車禍案件

華明勝律師事務所與精於

訴訟的Panish Shea & Boyle律師事務所建立

起合作夥伴關係，以為客戶提供更多法律

選擇。Panish Shea & Boyle律師事務所擁

有傲人的庭審成功記錄，華明勝律師事務

所與之強強聯合的合夥關係讓我們能夠承

接最棘手的法律案件。 我們團隊會積極抗

爭，為客戶的傷害爭取合理的賠償，而無

需客戶預付或自付任何費用。如果我們不

能為客戶贏得案件，我們不會收取任何費

用。

 

    我們律所或我們訴訟合夥人最近贏得的判決或和解。列出的和解僅用於提供一 般信息。                  本雜誌上的任何內容均不得視為為任何具體案件或情況提供的法律建議。

洛杉磯首席出庭律師 
BRIAN PANISH



我們從什麼是出庭律師開始吧。出庭律師是指在法

庭上為獲得客戶尋求的結果而進行辯護的律師。這

個職位聽起來可能沒什麼了不起，但是成為優秀的

法庭辯護律師涉及諸多技能。

事實分析——優秀的出庭律師的標誌是其掌握案件

事實、對事實進行剖析以及找出每一項優勢和每一

個弱點的能力。律師將從多個不同角度來審視案

件，找出能做出有力辯護的所有可能的方式。

寫作能力——法律寫作是一種藝術；並不是每個人

都覺得法律寫作令人愉悅。但是，需要說服可能已

見識過各類案件的法官時，撰寫有說服力的文件是

一項重要的技能。

談判技巧——大多數提起訴訟的案件都是以某種和

解的方式得以解決的。由於僅有一小部分案件最終

需要進行審判，因此律師具備優秀的談判技巧至關

重要。無論如何，案件的結果將取決於您的律師在

與對方律師進行談判時其說服力的強弱。優秀的談

判者不僅能夠看到您案件優勢，他/她還能看到對

方的漏洞，且毫不猶豫地向對方律師指出這些漏洞

以打擊對方。

出庭技巧——優秀的出庭律師必須具備上庭所需的

技能和信心。您的律師需要說話的技巧、敏捷的思

維、在法庭上獲得主導地位並保持大眾關注度等能

力。瞭解所有證據規則、案情的所有事實以及所有

適用的法律法規而同時也不忽視案件最重要的方面

也非常重要。追蹤無數事項而同時鎮定而放鬆也是

優秀律師的特質。因此，選擇律師時定要謹慎。

人際關係技能——優秀的出庭律師必須具備良好的

人際關係技能。優秀的出庭律師不僅是“社交達人”

，他們還必須能夠有效地觀察任何情境下的情緒，

並做出適當的反應。出庭律師必須入情入理，但是

有時法律問題需要強硬、苛刻、有攻擊性或對抗性

的手段。知道什麼時候該強硬、什麼時候要友善並

且有效平衡這兩者都至關重要。

慎重選
                            online picture

優秀的出庭律師具備什麼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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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律師時，請慎重提問：

1. 所從事的專業領域是什麼？

2. 之前有沒有處理我這樣案例的經驗？

3. 如何讓我了解我的案件進展？



 最重要的是，措辭要謹慎！即使在最輕微的車禍現

場，沒人受傷，僅有輕微損失，事情也可能變得很麻

煩，讓人崩潰。事故現場不適宜做出任何假設。 在

事故現場，您應該做幾件事，但是有件事您一定“不

能做”：不要承認您是車禍事故的過錯方。事實上，

不要說任何事後可能被認為是承認您是過錯方的話，

如“我甚至根本沒有看到你”或者“我很抱歉”之類的

話。

• 不要談論事故如何發生的

• 不要參與有關可能誰是過錯方的討論

• 不要問另一位司機其當時的行駛速度是多少或“你

怎麼沒看到我”或任何其他暗示過錯的話語（如果

他人問您這類問題，您也不要回答）

機動車事故是最令人緊張頭疼的一種事故。據統計，每年數

百萬人因道路交通事故受傷，數萬人因此喪命。

如果您不幸遭遇交通事故，瞭解您的權利至關重要。嚴重車

禍事故最關鍵的一個方面在於確定誰是過錯方。不幸的是，

在很多情況下，驗證誰是過錯方並不容易，甚至經常成為一

項極具挑戰的任務。

 

比較過失
加州採用比較過失制度對交通事故涉及的各方做出責任認

定。比較過失是一種用於認定事故受害者責任的系統（即相

對於另一位司機，您的過錯百分比）。該制度讓您能夠尋求

賠償，哪怕您被認定存在部分過錯，但是損失賠償的具體金

額將根根您的過錯占比而相應減少。

事故發生后怎樣確定過錯方？

7

您剛剛發生了車禍，您認為這可能是您的過錯。
您應該做什麼以及不該做什麼？



任。如果保險公司同意損失價值10萬美元，Alex應

該只能夠獲得7萬美元的賠償，因為他也在事故中

擔責。

在涉及這類比較過失的車禍案件中，也有原告因自

己的過失而賠償減少的情況。不幸的是，分心駕駛

在機動車事故中占很高的比例。可能導致高占比過

錯的一些行為包括：

開車時

• 短信

• 吃東西或喝東西

• 打電話 

即使您是事故受害者，且涉及這些分心駕駛行為，

您仍然可能可以獲得賠償。在純粹的比較過失車禍

中，您可能可以獲得以下類型的賠償：

• 工資損失

• 財產損失

• 醫藥費

• 身體及精神傷害賠償

發生車禍第一時間尋求律師的幫助。有經

驗的車禍律師會幫助您贏得案子，獲得最
高的賠償！

                                            -Tammy Wong

                              華明勝律師事務所總經理                

假 設 一 起 車 禍 事 故 涉 及 兩 名 司 機 ： A l e x 和

Bob。Alex在停車讓行標誌前停車，準備左轉彎進

入沒有停車讓行標誌的一條繁忙的道路。Alex查

看了左右兩邊的道路，決定車流已清，於是開始

左轉彎。這時，Bob以超過限速15英里每小時的速

度接近。Bob無法降速，於是撞上了Alex的車。在

這種情況下，雙方都有過錯。Bob不應該超速，

但是Alex在轉彎之前應該更加謹慎。假設Alex起

訴Bob，宣稱他遭受了10萬美元的損失。假設認定

Alex對這次事故承擔30%責任，而Bob承擔70%的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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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禍發生后

Jeff Wong
人体傷害部门经理

第4步：收集與事故有關的證據。

• 事故照片可以幫助確定發生的情況和損害程度；

• 警方的報告對現場發生的情況提供公正的看法。但是，警方的

報告有時是以他們觀察到的情況和收集的證據為基礎，並不總

是呈現出撞車事故的全貌；

• 視頻攝像頭可能會顯示事故里到底發生了什麼。

第5步：思考撞車的情況。

第6步：給您的保險公司打電話。

• 盡快向您的保險公司報告事故。

第1步：留在現場。

一定要停車，並檢查撞車事故涉及的任何人是否受傷

第2步：從事故現場收集證據。

• 留意事故的時間和地點；

• 尋求目擊者證詞目擊者通常對於哪位或哪幾位司

機造成了事故以及如何造成事故有自己的看法。

如果可能，收集目擊者的姓名和電話號碼。對事

故現場任何相關的東西拍照留證，包括車輛損壞

情況、滑行痕跡和道路狀況

第3步：記下事故發生後其他所涉司機的評論。

99



JUSTING RODRIGUEZ
刑事辯護律師

Undergraduate
Bachelor of Arts – English

University of Arizona, Tucson, Arizona
Law School

Juris Doctorate – American College of Law
Organizations

• California State Bar
• Mexican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 Latino Chamber of Commerce
• Criminal Courts Bar Association of Los 

Angeles

美國刑事辯護司法制度-

米蘭達權利(Miranda Rights)又譯米蘭達忠告。是

指美國警察（包括檢察官）根據美國聯邦最高法

院在1966年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案（384 U.S. 436 

（1966））一案的判例來確立的規則。在訊問刑

事案件嫌疑人之前，警察必須明白無誤地告知嫌

疑人有權援引憲法第五修正案，即刑事案件嫌疑

犯有「不被強迫自証其罪的特權」，有權行使沉

默權和要求得到律師協助的權利以及一旦遭逮捕

之後，被警方訊問之前，有權終止任何警方之訊

問。

通常一個人在被逮捕後，警方就不會就涉嫌之犯

罪訊問他。然而，若警察開始就涉嫌之犯罪訊問

他，警方就必須告知米蘭達權利。如果在未被告

知米蘭達權利之情形下，此人對警察提供的所有

訊息和回應，將不會作為證據在審判中出現。但

如果這個人是自發性地自願提供訊息，就不會被

要求必須符合米蘭達權利，此項證據將會被採

納。

我們希望大家了解米蘭達權權利，維護自己的合

法權益，如果遇到被警察逮捕，搜身，扣押等情

況，可以選擇使用沉默權，告知警察我需要一名

律師，在我的律師不在場的情況下我將拒絕回答

對於我的指控相關的任何問題。

加利福尼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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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在美國無論哪個州的處罰都是比較嚴重

的。很多的華人朋友會疑惑道，我們只是夫妻

間的爭吵和拌嘴，怎麼在美國警察就會介入嚴重

的還會被逮捕。是的，在美國是對家暴零容忍的

狀態。在中國夫妻情侶間的吵鬧，嚴重的首先

會有治安管理的民警進行調節和批評教育。在

美國警察是不理會家務事的，如果有人舉報，

報警那麼施暴的一方就會面臨被逮捕和起訴。

家暴不只是狹意上的丈夫打妻子，家暴包括了多項

含義：

家庭暴力可以包括身體上的傷害，精神上的傷害（

威脅，恐嚇，孤立）也會包括性侵害，虐待兒童以

及其他暴力，雖然大多數記錄在案的家暴案件女性

兒童多為受害者，但是男性也可能成為家庭暴力的

受害者。

家暴被逮捕和起訴
• 首先施暴者被警察帶走後會被拘留1-3天，上庭

聽候法官的發落，再支付上萬美金的押金才能

保釋；

• 保釋以後可能無法返回家中，法官可能給女方

一紙保護令，保護令分有條件的和無條件的，

有條件的保護令允許丈夫回家，但不能再對妻

子發出威脅，妻子一告，他會再度被抓。無條

件的保護令則禁止丈夫回家，甚至禁止丈夫給

妻子打電話，發傳真，寫電子郵件，還不能通

過第三者同妻子接觸，讓你跟家庭整個隔離，

這種保護令可能是一個月，幾個月，甚至一

年；

• 如果對方沒收入還得給對方付撫養費。如果你

的丈夫在離婚以前的兩年中使用家庭暴力，觸

犯了刑事法，你可以得到贍養費。即使得到贍

養費，也只是看情況需要，通常不超過三年；

• 在美國加州，襲擊罪最高罰款可達二千美元或

可被判入獄一年。如果傷勢嚴重，或用一些致

命性武器來毆打配偶，那麼就是重罪了。可以

罰取高達萬元的罰金外，還可能會被判高達一

年的監禁。此外，被告還必須上一年的家庭輔

導課程，每星期都要上兩個小時，還必須自已

支付大筆課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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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犯罪（記錄）的移民后果
對於非公民的移民朋友來說，在美國任何的刑事

犯罪或者犯罪記錄都會導致嚴重的移民後果。

在美國生活的外國人有的已經入籍成為美國公民

或者持有綠卡擁有永久居留權，有的則是學生簽

證，工作簽證，或者探親旅遊等非移民簽證。除

了已經入籍美國，成為美國公民以外，其他身份

（包含永久居民）都屬於外國人。外國人在美國

居留期間觸犯法律，會被根據違法的性質和程

度，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涉及重罪或者道德品

質的犯罪還會有可能被遞解出境。

輕罪和重罪的不同影響
輕罪，比如說所犯的罪行的刑期不超過一年，實

際判刑不超過6個月，而且是初犯的話一般不會

被遞解出境。舉例來說如果是初次酒駕（DUI）

被捕，這樣的情況一般不會被遞解出境。但是如

果一旦被判有重罪，比如說殺人等，身份就會受

到影響，並且有可能被遞解出境。還有一種情況

也是移民局考量的重點那就是道德敗壞罪 (Crime 

Involving Moral Turpitude)，道德敗壞罪的定義很

廣。一般被認為是蓄意惡意的犯罪，比如說涉及

強姦，綁架，搶劫，虐待兒童，以及其他性犯罪

等，通常都會被視為道德敗壞罪，有些道德敗壞

的犯罪本身就屬於重罪。有些情況比如說因為酒

駕被吊銷駕照期間又因為酒駕被捕，當事人在知

道自己由於酒駕被吊銷駕照的情況下依然醉酒駕

車對他人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脅，這種情況也屬於

道德敗壞罪，也會有可能被遞解出境。甚至是獲

得永久居留權的外國人一旦被判重罪，或者有的

道德敗壞的犯罪記錄，移民局就可以啟動遣送程

序，綠卡也會被吊銷。

有哪些因素是會導致遞解出境呢？

根據美國移民法，凡屬以下情況的外國人均會受到

遞解出境的處罰：

1. 不應入境者或入境後違背身份者，其中包括非

法入境者丶非法打工者丶喪失合法身份丶協助

他人非法入境者丶假結婚入境者；

2. 觸犯刑法者，其中包括在入境後五年被判入獄

一年者丶其他重罪丶販毒或使用毒品者非法持

有或使用槍支者，以及其他與間諜丶叛國罪有

關者；

3. 偽造文書者；

4. 威脅國家安全者；

5. 成為公共負擔者。

隨著川普的當選，移民政策的變化，美國政府加大

對非法移民的排查，尤其是有過犯罪記錄的非法移

民。無論是非法移民還是有合法的簽證在美國的外

國人一旦被執法部門逮捕就會被投入移民監獄。進

入了移民監獄如果如果不採取任何措施，那麼有合

法的本國證件的就會被立刻遞解出境，如果沒有本

國的合法證件，就會在移民監獄裡等待所有證件手

續辦理過後，投入遞解程序。

遞解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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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犯罪’
移民監獄如何保釋？

進入移民監獄的人大多數是非

法移民，身份過期，或者有遞

解令在身。移民局的保釋金大

致上會從1500美金到2萬美金不

等，移民局如果認定當事人犯

有嚴重的道德敗壞罪和刑事重

罪，並且會將不予以保釋，對

當事人進行強制覊押。

如果當事人覺得保釋金過高或

者無法獲得保釋，就需要請律

師向移民法庭提出保釋動議。

一週之內會舉行保釋聽證會。

律師需要代表當事人向法官陳

述當事人遵紀守法，不會危害

他人及公共安全，不會逃庭，

並且可以調整恢復身份等。

專業的的移民出庭律師

您需要一位專業的移民出庭律

師，專業的移民出庭律師在美

國移民法的基礎上在移民法庭

上會為您進行有效的辯護，我

們稱之為犯罪移民辯護。 

在當今的美國，有這世界上最

龐大的移民拘留遣返系統，記

錄在案的移民監獄每天有4萬移

民生活在那裡，包括婦女和兒

童，絕望的等待審判或者遞解

出境。移民監獄的生存現狀十

分糟糕，如果無法自己尋找辯

護律師自救，等待公派律師那

竟是一個漫長的等待過程。

我們眾所周知移民法屬於聯邦

法，由聯邦政府執法；而刑法

則是由每個州的州政府制定和執

行，因此每個州的刑罰判決不一

定都會導致唯一的判決結果-遞解

出境，這也是犯罪移民辯護律師

為之奮鬥的關鍵。也說明了一位

專業的移民出庭律師是您能否與

機會走出移民監獄和避免遣返的

重要所在。

Yesenia Acosta
移民出庭律師

Education
Undergraduate
Bachelor of Arts

Psychology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Published research project on the impacts 
of U.S. immigration policies on migration behavior from Yucatán

Law School
Juris Doctorate

California Western School of Law

Supervised a pro bono immigration clinic for underrepresented populations
Organizations

• American Immigration Lawyers Association
• Los Angeles County Bar Association
• Mexican-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 San Gabriel Valley Consortium on Homelessness Board Mem-

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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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移民的歷史

華人移居美國已有200多年歷史，早於其他任何亞

洲裔少數民族。隨著美國社會的發展和人權運動

的高漲，華人移民持續增加，直到20世紀60年代中

期，美國華人社會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變化。1965年

美國國會通過《移民和國籍法案》修正案，打開移

民之門，使亞洲、拉丁美洲等一些國家的移民增加

成為可能，加之當時施行《保障權益計劃》

（Affirmative Action，政府規定企業僱傭不受種

族、信仰、膚色或原國籍的影響），在美移民的發

展空間越發廣闊。此後，華人人口迅速增長，10年

間增加了 83%。

很多受過良好教育、勤懇專注的華人開始在美國政

界、教育界、文藝界、科技界等領域脫穎而出，擔

任要職，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華人社區獲得了前

所未有的發展。華裔江月桂出任加州州務卿，趙小

蘭成為美國勞工部部長，田長霖擔任加州伯克利大

學副校長，駱家輝當選華盛頓州州長，這些在過去

都是難以想像的。

上至各界名流，下至平民百姓，到處都有華人的身

影，黃種人在美國開始崛起。這個時代給華明勝帶

來了震撼，在他看來，華人將會成為美國這個移民

大國的主流人群之一。

移民案件的複雜性

移民不單是地域概念 更是一個法律概念

美國是一個法治國家，它擁有極為複雜的法律體系

和大量的法律條文，以及繁瑣的訴訟程序，使得一

般國民無法脫離律師自行處理法律相關事務，尤其

是訴訟事 務。

在美國，移民是一個法律概念，任何事情都要求身

份。外國人在美國，一切合法權利的基石就是身

份。沒有身份，寸步難行。

此外，身份的重要性還體現在，身份與身份往往前

後關聯，一旦走錯了一步，就很難挽回。美國作為

移民大國，其移民制度相對成熟，並有著明確的法

規。對境外人士而言，由於信息的不對稱，移民案

件中不可避免的會出現一些常見誤區。

據華明勝律師介紹，以親屬移民為例，對於移民官

來說婚姻綠卡審理的重點在於夫妻關係的真實性。

很多申請人認為，我們本來就是真實的婚姻，沒有

什麼可證明的，而沒有準備齊全所有材料。這就造

成了與移民官在認知上的偏差，移民官每天都會審

理很多起親屬移民案例，如果僅僅是平鋪直敘地強

調婚姻關係的真實性，他們無從判斷。所以，婚姻

綠卡申請的難點就在於，如何從僅有的文字描述和

移民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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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材料中讓移民官相信婚姻關係的真實性。這就

需要律師團隊為申請人提供指導，例如，共同的租

約、房產、稅單才是最有力的證據。

投資移民也工序繁瑣，需要多方配合才能完成，其

中包括量身定製移民方案、資金來源說明、個人材

料準備、子女教育規劃、登陸安家等一系列繁複環

節。這其中的每一步都不能出錯，不然就要推倒重

來，白花了錢不說，還耽誤了時間。

無論是臨時居留權（簽證）還是永久居留權（綠

卡），申請過程都是複雜和冗長的。委託一名專業

且經驗豐富的移民律師，會大大提高案件成功率。

華明勝移民律師團隊精通移民法，通過對客戶的全

方位評估，來幫助決定移民美國的最佳途徑，並提

供全程全方位的移民法律協助。

Tina Xie 
華明勝律師事務所移民部門主管
Tina Xie 畢業於中國中山大學並取得了法學學士學位。畢業之後，Tina任

職於廣東省Top3的啟源律師事務所從事與訴訟、合同法、公司法以及商法

相關的法律服務。2007年，Tina加入華明勝律師事務所。在進入律所工作

期間，Tina主要負責EB-5投資移民，EB-1A特殊人才移民， PERM, H-1B

簽證，L-1 簽證以及其他類型的工作簽證。Tina擁有超過15年的法律服務

經驗；在移民方面，Tina擁有超過十年的專業經驗。

目前，华明胜律师事务所移民團隊為客人提供各類移民和非移民案件的法

律服務。案件類型涵蓋職業移民和親屬移民，包括特殊人才移民（EB-1）, 

跨國高管簽證（L-1）, 投資移民（EB-5）, 高學歷人才工作簽證（H-1B）, 

結婚綠卡, 公民入籍（N-400）以及其他類別的簽證。Tina精通英文、中文

和廣東話。

我們80%的客戶都是華人，律所也在華人圈
裡口口相傳，很多新客戶都是老客戶介紹過
來的。每幫助一個人拿到綠卡，看到他們家
人團聚；這些案例的成就感和幸福感，是推

動我們一直前進最大的動力。



2017 中國教育展

我們作為唯一美國律師事務
所受邀參加此次教育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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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中国 
北京&廣州辦公室

2016年開始我們與《留學》雜誌合作推廣我們
的國內移民市場，《留學》雜誌由中國光明日
報社主辦是國內唯一一本針對留學和移民市場
的主流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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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您從僱主的工傷賠償保險獲得您所需及應得的

補貼從來都不是一件易事。這涉及諸多繁瑣的手

續，可能導致您的索賠不公正地被拒。讓經驗豐

富、積極為您爭取權利的工傷賠償律師代表您，這

會讓您的工傷索賠變得簡單直接

哪些傷害有資格被評定為工傷？
• 身體傷害

• 重複性壓力傷害

• 職業病

• 心理健康傷害

在工作場所受傷後要採取的行動
• 立即向主管或經理報告傷害，並要求您需要接

受治療。及時報告傷害有助於防止治療和您亟

需的經濟補貼的延遲。

• 立即為您所受的傷害或所患疾病獲得恰當的醫

療護理。

• 告訴醫護人員傷害或疾病與工作有關。

• 在工作場所受傷後，您有權獲得哪些補貼？

• 醫療護理

• 您無法工作的工資損失

• 汽車里程費用報銷

• 殘疾補貼

• 補充性失業代金券

您需要避免的錯誤
• 不通知僱主您受傷了

• 僅向醫生報告您受傷了

• 沒有報告您受傷了，因為您認為無法索賠

• 沒有報告您受傷了，因為您沒有缺席任何工作

• 沒有報告您受傷了，因為您認為您的醫療保險

能應付這些

• 因為您的無證移民身份而沒有報告您受傷了

Maurice Lin 
Workers Compensation 

Department Manager

工傷賠償很複雜, 讓我們成為您的嚮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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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否有資格獲得社會安全殘疾津貼？
社會安全殘疾保險（SSDI）計劃是美國的安全網。

它包括所謂的“常規”殘疾計劃，該計劃根據工作歷

史計算津貼。對於沒有明顯收入記錄的人，還有社

會安全補助收入（SSI）。

要符合申請這些津貼的資格，您必須有使您無法從

事任何類型工作的傷殘。您的殘疾必須已持續或預

計將持續12個月。 

這個流程的第一步是什麼？
填寫並提交殘疾津貼申請表。有幾種申請方式。第

一種是前往社會保障局辦公室，親自提出申請。第

二種是撥打社會保障局電話1-800-772-1213，安排電

話採訪。

如果我的津貼申請被拒，我該怎麼辦？
不必驚慌。約85%的初次津貼申請會被拒，但是很

多人最終都會獲得津貼。如果您不幸身患殘疾，但

您的津貼申請被拒，您應該在收到被拒通知60天內

聯繫社會保障局，提出重新審核申請。

如果我的社會安全殘疾津貼獲批，我將收
到多少錢？
這將取決於您的工作歷史。對於SSDI津貼，平均金

額約為每月1200美元；但是，您收到的具體金額可

能高於或低於該金額。對於殘疾兒童津貼，津貼的

具體金額將取決於其父母的工作和賺取的金額。

對於所有類型的SSI津貼，沒有任何其他收入的個

人將收到基數金額的津貼。在加州，符合條件的個

人最高每月可收到895.72美元，符合條件的夫婦最

高每月可收到1510.14美元。

我們應該了解什麼？
是否有必要聘請律師在社會保障殘疾津貼
申請中代表我？
雖然申請人無需律師就可以自行申請SSDI和SSI津

貼，但是聘請律師與不聘請律師的申請批准率大為

不同。

有資歷豐富的律師代表您申請殘疾津貼可極大地提

高申請獲批的概率。

專業的工傷&社安福利律師

是否有必要聘請律師在社會保障殘疾津貼
申請中代表我？
雖然申請人無需律師就可以自行申請SSDI和SSI津

貼，但是聘請律師與不聘請律師的申請批准率大為

不同。有資歷豐富的律師代表您申請殘疾津貼可極

大地提高申請獲批的概率。

• 為客戶提供適用的法律條款、法規和社會保障

規    則的相關知識；

• 收集必要信息，填寫所需表格，在要求的期限

內採取行動等；

• 提供專門的團隊，從申請人的醫生處獲得詳細

的治療報告；

• 確保在聽證會日期前充分地準備案件。

幫助社會保障殘疾津貼申請人的代表律師
如何得到報酬？
此信息的目的是提供該流程的一般信息，這一流程

可能會發生變化。這不是法律意見。如果您有具體

的法律問題，請諮詢律師。

就社會安全殘疾津貼和社會安全補助收入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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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法簡介及其策略運用 
                                                                      
隨著國際化自由競爭的加速及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 知識, 智慧及創新能力已成為企業獲利及競爭力的指標, 

而智慧財產權 (尤其指專利, 商標, 著作權)的保護, 規劃及佈局, 更是目前各個企業經營的重要課題。在智慧財

產權中, “專利”與發明及創新息息相關, 所以對產業及企業競爭力有著重大的影響。 專利權為政府有關部門授

與發明人(或申請人)的一項特殊的排他權 (Exclusive Right)。有了這項權利, 專利權人可以“禁止”他人對其專

利說明書裡的產品或方法技術進行製造, 使用, 銷售或進口。

有很多人問我 “我明明申請了專利, 怎麼還是被告專利侵權?” 這個問題的答案還是要回到上面所說的專利排

他權。專利授與專利權人權利去“禁止” 或是 “排除”他人使用自己的專利, 但並未授與專利權人權利去該製造

該專利產品。 所以專利權人依照自己專利所製造出來的產品, 也有可能侵犯到其他專利權人的排他權. 因此, 

在製造一項產品或使用一項方法技術時, 除了對此項產品或技術申請專利之外, 也要對其他人(尤其是競爭對

手) 的相關專利做研究, 才不會對其他人的專利造成侵權。

近年來, 專利訴訟案件與時具增。除了大家耳熟能詳的幾家大公司 (例如蘋果, 三星, 宏達電, Google) 的專利戰

之外, 專利蟑螂 (Patent Troll) 也在專利訴訟中扮演了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



Michael Chen
陳哲揚

Intellectual  Property Attorney
Education

Undergraduate
Bachelor of Science – Chem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 China

Master of Science – Chem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 China

Master of Science – Biomedic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Law School
University of Denver, Sturm College of Law

專利蟑螂又稱做 Non-Practicing Entities (中文翻

譯為非執業個體), 顧名思義, 專利蟑螂作為專利的

擁有者, 本身並不生產製造與該專利相關的產品. 相

反的, 專利蟑螂對製造該專利相關產品的公司積極

的進行專利訴訟。 一般專利訴訟的兩方大多為競

爭對手 (例如蘋果與三星) 而且雙方的產品相似度

高, 所以當一方發動專利戰的時候, 被告的一方也

會研究對方產品是否對自身的專利侵權, 而提出反

訴。所以競爭對手的專利戰有很多時候都是以交叉

授權 (Cross Licensing) 的方式和解. 專利蟑螂之所以

令許多公司頭痛的原因在於它並不生產任何產品, 

所以被告的一方無法以自身擁有的專利來反擊專利

蟑螂而在專利戰中居於下風。 被告的一方通常會

用專利複審 (Patent Reexamination) 方式來使專利

蟑螂的專利失效 (Invalidation)。但是與專利蟑螂

纏鬥需要花費一筆不小的律師費, 所以有些公司會

在律師費與專利蟑螂和解的權利金中間做一個取捨 

(Trade off), 如果繼續纏鬥需要花的律師費多過於權

利金, 選擇和解看上去是失了一點面子, 但是贏了的

卻是裡子。

商標 (Trademark) 是用來區別某商品, 服務, 或是

與其相關的個人或企業的標記。 商標可以是任何

文字, 字串, 圖像, 設計, 顏色, 聲音等(或任何以上之

組合), 也可以是氣味或者是區別特徵的顏色。商標

在註冊之後, 只要按時向商標局繳交維護費 (Renew-

al Fee), 商標註冊就可以一直維持下去。商標註冊

成功之後, 可於商標之後放上®標記。商標之後標

記”TM”表示商標正在使用當中, 並未向商標局提出

商標註冊或是註冊程序仍在進行。

著作權 (Copyright) 主要保護作者的創作作品, 

包括文學, 戲劇, 音樂, 藝術及其他相關類別。著作

權之保護包括公開以及未公開的作品。著作權人對

於著作享有若干項基本權利, 一般來說, 著作權人可

以禁止或允許以各種形式對各種著作進行重製, 例

如以印刷或錄音的方式重製語文著作或音樂著作。

美國著作權法規定,如果作品創作日期是在1978年1

月1日之後, 此作品自動受到版權法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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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明勝
律師/總裁

Yesenia Acosta
移民出庭律師

Jonathan Chun
出庭律師

Nathaniel Clark
出庭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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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in Rodriguez
刑事辯護出庭律師

G.Seth Mitchell
出庭律師

陳哲揚
知識產權律師

Aihui Su
出庭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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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活動  Law Offices of
SCOTT WARMUTH
華明勝律師事務所

茉莉塔市市長 Rick Gibbs

華明勝律師事務所律師 Nathaniel Clark
聖蓋博商會 消費者保護法研討會

華明勝律師事務所移民律师Yesenia Acosta
作為發言人在城市獨立協會會議上討論移民法

華明勝律師，聖蓋博商會會員，
在會議發表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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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熱愛法律的學
生們提供時實習機會 

華明勝律師與好友加州財務部秘書長江俊輝

左起 洛杉磯市市長Eric Garcetti，華明勝律師，前美國副總

統 Joe Biden，華明勝律師的母親Ruth Warmuth

實習生們在工作總結會議上積極發言



活
動

華明勝律師事務所受邀知名中餐館“東來順”開業剪綵儀式

華明勝律師事務所 Debbie Wo在圣蓋博商業博覽會

洛杉磯獅子會分會晚宴 國會議員趙美心（正中）與獅
子會會員華明勝律師事務所總經理Tammy Wong（左
一）

華明勝律師摯友洛杉磯市市長Eric Garcetti

國會議員趙美心競選募款晚宴

（左起）趙美心與華明勝律師事務所總裁，華明勝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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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明勝律師事務所移民講座

華明勝師事務所校園法律講座

華明勝律師與洛杉磯市市長Eric Garcetti

左起：圣蓋博商會會員 Sandy 
Rosco， 圣蓋博市議員 廖钦和，
華明勝律師事務所 運營部門主管 
Regina B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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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我們的展望
華明勝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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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以我們的專業技能和職業道德標準為基礎，為客戶提
供最優質的法律服務。

希望我們用實踐行動讓律所成為我們目標執業領域內
最有價值的法律服務提供商。

夯實我們提供專業、誠信的法律服務的光榮傳統。

我們相信，每個人有應該有權瞭解我們的民事司法系
統，以為其所受傷害爭取最大限度的賠償。

我們竭盡全力，可靠、負責地處理每一個案件，就像
處理自己的事務一樣盡心盡力。

我們致力於交付五大核心價值：
卓越、守諾、專業、誠信、團隊合作

我們的願景

我們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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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

聖蓋博

工業市
總部

中國北京
辦事處

中國廣州
辦事處

Law Office of
SCOTT WARMUTH
華明勝律師事務所

17700 Castleton St., Suite 168, 
City of Industry, CA 91748

801 E. Valley Blvd., Suite 206, 
San Gabriel, CA 91776

767 N. Hill St., Suite 106, 
Los Angeles, CA 90012

Level 17, Hyundai Motor Tower, 38 
Xiaoyun Road,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

8F Guangzhou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er, 
No. 5 Zhujiang West Road, Zhujiang New Town, 
Guangzhou, China

LAW888.COM
免費咨詢電話

626-282-6868

LAW OFFICES OF SCOTT WARMUTH

17700 Castleton St

Suite 168

City of Industry, CA 91748

POSTAL PAT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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