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法律帮助
1. 访问网站 www.lafla.org
2. 打电话至 800-399-4529

上午九点至中午12点。每
周一至周五。

3. 参加 LAFLA 法律诊所
4. 访问 LAFLA 办公室

用您的语言寻求帮助
Español 800-399-4529
323-801-7987

TIENG VIET 323-801-7923

323-801-7912

移民
• 在移送程序中和在移
民局之前协助并代表无
证移民在家庭暴力, 酷
刑, 人口贩运和其他严
重虐待行为的幸存者。
• 在移民局之前协助并代表个人称为美国公民
（注意: 如果您是家庭暴力, 性侵犯, 虐待儿童,
人口贩运, 酷刑和其他严重犯罪的受害者, 无
论您身处何处, 都可能有资格获得 LAFLA 的
协助来确保您的移民身份）

退伍军人正义中心
• 代表退伍军人争取维持
生活的收入, 健康和住房
福利
• 取消罚单和定罪, 让退
伍军人有一个新的开始
• 改善不公平的不体面的
退伍军人
• 防止退伍军人无家可归
医疗法律伙伴
• 为患者提供法律服务
(仅可通过与 LAFLA 合作的
医疗服务提供者获得）

323-801-7913
562-304-2535

LAFLA 法律服务
驱逐辩护

• 为面临错误驱逐的人提供免费直接代表
• 捍卫公共住房居民和 Section 8 凭单持有

人失去的住房/补贴
• 帮助居住环境不佳的客户进行维修，
减少租金
• 保留《稳定租金条例》的租约并防止违反
RSO
住房与无家可归
• 防止流离失所; 保留和扩大负担得起的住房
• 捍卫无住房的个人和家庭的权利
• 为洛杉矶县面临无家可归及迫迁的家庭提供

法律服务

家庭暴力/家庭法
• 协助并代表家庭暴力和性侵犯的幸存者获得人
身保护令, 以及抚养权, 离婚, 探视权及赡养费
的法令。

政府福利
• 帮助人们获得福利以满足基本
需求（食物, 住房, 医疗服务,
实现自给自足的服务）
就业
• 协助解决盗窃工资, 失业保险金被拒绝的
问题
• 为不当解雇和歧视性解雇行为提供建议
学生贷款的问题
• 协助因残疾而无力偿
还学生贷款的人或参
加过掠夺性, 欺骗性
或非法行为的营利性
大学的人

酷刑幸存者项目
• 为遭受酷刑的移民提供法律援助,
代理和社区教育
亚裔及太平洋岛民 (API) 社区外联服务
• 客户提供恰当语言以及文化背景的法律,
提供援助的范围包含所有 LAFLA 的服务
非盈利组织援助
• 为寻求建设健康,
经济活跃社区的社区
组织提供法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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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自助访问中心
• 协助代表自己的个人 (不论收入或移民身份）
• 提供法律信息，帮助准备法院表格, 并就各种民事
法律事务提供指导
• 根据需要提供推荐的私人律师或法律服务计划

营业时间
无预约客户：周一至周四上午8:30至中午12
点 & 下午1:30至4点，周五上午8:30至中午12
点。Inglewood中心上午9点开门。

英格尔伍德法院地址

圣塔莫妮卡法院地址

长滩法院地址

托伦斯法院地址

1 E. Regent St. #107
Inglewood, CA 90301

275 Magnolia Ave. #3101
Long Beach, CA 90802

1725 Main St. #210
Santa Monica, CA 90401
825 Maple Ave. #160
Torrance, CA 90503

洛杉矶法律援助基金会是一家非营
利性律师事务所, 致力于保护和促进

家庭暴力法律诊所

• 为家庭暴力幸存者提供全面帮助, 包括申请人身保

弱势群体的权利, 确保所有人都能获

护令和抚养权, 离婚, 探视权和赡养费

得司法的权利。

WWW.LAFLA.ORG

洛杉矶法院

111 N. Hill St. #245, Los Angeles, CA 90012
客户可以在周一，周三，周五上午8:30至中午12
点，下午1点至三点前往。周二和周四关闭
无需预约，直接前往即可。优先考虑家庭暴力, 人身
保护令及诱拐和藏匿儿童。

长滩法院

275 Magnolia Ave. #1004, Long Beach, CA 90802
客户可以在周一, 周三, 周五上午9点至中午12点15
分, 下午1点15分至三点半前往。周二和周四关闭。
无需预约，直接前往即可。优先考虑家庭暴力，人身
保护令及诱拐和藏匿儿童。

圣塔莫妮卡法院

1725 Main St. # 121, Santa Monica, CA 90401
客户可以在周一至周五上午8:30至11点前往。无需
预约, 仅帮助有关人身保护令的客户。

社区办公室
中心

圣塔莫妮卡

东洛杉矶

南洛杉矶

1550 W. 8th St.
Los Angeles, CA 90017
5228 Whittier Blvd.
Los Angeles, CA 90022

长滩

601 Pacific Ave.
Long Beach, CA 90802

1640 5th St. #124
Santa Monica, CA 90401
7000 S. Broadway
Los Angeles, CA 90003

援助热线
电话: 800-399-45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