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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年僅18歲的無證移民在為法拉盛
一棟公寓樓進行外牆裝修工程時，

由於缺乏應有的保護措施，不慎從三樓
鷹架跌落造成L3脊椎粉碎性骨折，該案
日前以198萬達成和解。受害人律师罗斯
里根律师楼表示，紐約州勞工法保護所
有工人，無論身分合法還是非法。此外，
受害人的身分信息也均會得到保護。

羅斯里根律師樓的律師介紹说，該名
年僅18歲的無證移民，於2005年8月期
間在為法拉盛一棟高層住宅樓宇進行外
牆裝修時，不慎從高空跌落。受害人當時
正在三樓的鷹架上，雙手各提一桶水泥，
準備運至工友貼外牆牆磚的位置，豈料
卻踩在其灑落於腳下的水泥，失去重心
而滑倒。由於鷹架上缺乏保護工人高空
作業安全的護欄、受害人身上也未繫有
安全帶設施，受害人在滑倒的同時，直
接從三樓鷹架跌落至一樓的草地上。事
故中，受害人脊髓粉碎性骨折，經手術植
入鋼釘固定，並歷經三年的物理治療才
得以逐步康復。目前，居住在布碌崙的受
害人雖經過康復療程可以直立行走，但
無法彎腰，更無法身負重物，對其未來
的生活和工作造成極大影響。罗斯里根
律师楼表示，根據紐約州勞工法240條款
的規定，工人從事高空
作業時，建築物業主和
工程承包商必須要向
工人提供安全設備。
如果因建築物業主和
工程承包商不遵守法
規，導致事故發生，工
人受傷，建築物業主
和工程承包商將負有
全部責任。在該案中，
受害人在受傷後獲得
僱主的工傷保險賠償，
包括醫療費用及工資
損失賠償。由於受害
人所從事的為高空作
業，施工過程中缺乏
應有的安全保護措施
導致其跌落，建築物
業主應對事故負有全

部責任。介於在該工程中，建築物業主要
求工程承包商為整項工程購買意外傷害
保險，並追加業主名字，因此當此案獲得
和解時，則由工程承包商所購買的意外
傷害保險對受害人作出賠償。

 罗斯里根律师楼主管律师讲许多华
裔無證移民從事建築及裝修工作，由於
身分問題而不敢要求應有的安全保護
措施，一旦出事也不敢聲張，導致身上

有傷痛也不敢醫治。
案件中的受害人正是
因為擔憂身分而在事
故發生後未當即索賠，
令整個索賠訴訟程序
拖延了一年才進行。罗
斯里根律师楼表示，
紐約州勞工法保護所
有有身分和無身分的
工人，工人一旦發生工
傷事故，應勇敢地爭取
自己應得的權益，所有
身分信息也都會得到
保護。切勿因為沒有身
份而不敢聲張，耽誤了
索賠，更耽誤了治療。

联系我们 不要拖
延等候

本律师楼通过以上

文章在此呼吁：不管您是否有没有合法
身份，对律师无须保密。我们律师楼会为
您努力，为您得到您应该得到的赔偿。纽
约州的劳工和工伤法律是保护没有合法
身份工人的。

我们律师楼还有很多案例，成功地为
受意外伤害却没有合法身份的受害人
获得应有赔偿。详情请见如下2011年本
律师楼业绩一览。

如果您因意外受伤，不管有没有合法
身份，请马上给我们律师楼打电话免费
咨询。免费电话号码是1-800-340-0290
。我们的律师楼有说英语，国语，广东
话，上海话和西班牙文的专业人员为您
解答问题。

无身份受伤移民有权获得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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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纽约或新泽西以外的
地方受到意外伤害吗?

本律师楼与佛罗里达，麻州，宾
州，康州等其他外州优秀律

师团队建立了长久的合作关系。如
您或您的亲友在外州受到伤害， 请
与我们联系 1-800-340-0290。我
们会很高兴地帮助您并将我们在外
州的优秀同事介绍给您。

本律师楼为一位无身份受伤的建筑工人争取到近2，000，000美元的赔偿

总裁 Howard Ross, E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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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服务

在2011年，罗斯李根律师楼为许多受
意外伤害的客户获取了高额赔偿。

以下是我们成功得到赔偿的一些案例：

违反劳工法案例
• 为一位无身份，自没有安全保障的脚

手架上摔下受伤的工人获赔198万美
元（详情请见文章第一页）。

• 为一位无身份在工作场地受电击致死
的工人获赔47万5千美元。

• 为一位46岁无身份因车辆撞击脚手架
而摔下的工人获赔34万美元。

• 为一位在工作中从未栓稳的窗格上摔
下而撕裂肌腱，扭曲髋部的中年人获
赔32万美元。

• 为一位在工作中被不平整木板绊倒摔
断了裸骨的空调安装师获赔26万5千
美元。

车祸赔偿案例
• 为一位被小型客车撞倒的46岁女行人

获赔150万美元。腿部多处骨裂，并需
植皮手术。

• 为一位被垃圾车撞死的骑自行车送外
买者的遗孀获赔50万美元。

• 为一位被出租车撞倒的骑电动摩托车
送外买者获赔37万5千美元，其中出
租车保险的最高限额是10万美元，另
外的27万5千美元是由出租车驾驶员
自费赔偿。

• 为一位在仓库里被一辆车撞伤的女士
赔27万5千美元。

• 为一位因醉酒而错行在单行道上的骑
自行车者获赔12万5千美元。

误医误诊案例
• 为一位无身份的妇女赔75万美元。医

院在接生时，由于用力过猛, 造成身体
伤害。

• 为一位32岁妇女获赔35万美元。她在
做剖腹产时由于医院麻醉使用不当，
导致她昏迷不醒三个星期。

• 为一位母亲获赔25万美元。医院在接
生时使婴儿的手臂阻在产道里，导致
婴儿手臂神经受损。

• 为一位13岁儿童获赔12万5千美元。由
于医院误诊，导致孩子阑尾破裂，做开
腹手术。

房屋建筑内伤害案
• 为一位新泽西女士获赔27万5千美

元。她因从失火的非法出租屋破窗跳
出而腰部受伤。

• 为一位在破损的人行道上绊倒导致祼
骨骨折的女士获赔22万5千美元。

• 为一位73岁老人获赔17万5千美元。
她在超市里被一位推车的工作人员撞
倒，导致颈椎第三节骨裂，需要做弯
曲矫正术。

2011年罗斯李根卢森堡泽伦福来克斯律师楼业绩一览：

免费咨询
在美 国 无 论 您 有 无 身 份，

您 都 有 权 获 得 您 赔 偿 。
请 您不用担心，打电话 给 我们
1-800-340-0290 咨询是免费的。
所有的信息都是保密的。我们现在
在迈哈顿，皇后区法拉盛及汉肯塞
克新泽西都设有办公室。我们正积
极筹措在布鲁克林增设办公室。我
们的网页www.rlrzf.com 设有英语 
中文及西班牙语免费法律咨询。我
们的律师具有纽约新泽西及佛罗里
达执照而且我们与全美各州律师保
持良好的关系。

Manhattan Office
1-800-340-0290 

450 Seventh Ave., Suite 2901
New York, NY 10123

Queens Office
1-800-340-0290 

41-60 Main Street
Suite 210A 

Flushing, NY 11355

New Jersey Office
1-800-340-0290 

One University Plaza 
Plaza 14

Hackensack, NJ 07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