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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我的收藏

美國對⽇本企業⽽⾔是重要的活動據點，不光是「物品」的貿易，「服務」貿易、資本交易，美國今後亦是全球最重要的市場。
⻄村朝⽇律師事務所為因應今後對北美洲及中南美洲地區之需求⽇益增加，於2018年10⽉在紐約當地開設事務所。
本所之紐約事務所有精通北美洲、中南美洲相關業務且經驗豐富之律師，隨著案件的需求，將和⻄村朝⽇律師事務所各領域的專家及透
過全球法律事務所之網路，和保持密切關係的全美各州、加拿⼤、中南美各國的法律事務所進⾏合作。服務範圍包含⽇本企業在北美
洲、中南美洲之拓展業務、撤資、企業併購、訴訟及紛爭、⾦融、⼀般企業法務、當地規制之⾏政機關因應、危機管理、倒產等各領
域。為因應客戶的需求，本所之紐約事務所將盡最⼤努⼒提供服務。
By Subway B/D/F/M Line
Directly connected from 47-50 Street-Rockefeller Center Station

By Subway N/R/W Line
3 minutes from 49 Street Station

By Subway 1 Line
3 minutes from 50 Street Station

By Amtrak/NJ Transit/LIRR
20 minutes from Pennsylvania Station

By Metro North

PDF

Google Map
13 minutes from Grand Central Station

By taxi
60 minutes from John F. Kennedy International Airport
35 minutes from LaGuardia Airport
40 minutes from Newark Liberty International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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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2018年10⽉19⽇
紐約事務所開始營運
2018年06⽉27⽇
本所預定於2018年秋季開設紐約事務所

業務領域
企業併購/企業組織重組 策略聯盟曁資本合作 敵意收購/⾏動派股東應對措施 私募股權(PE) 跨國併購 公司治理 股東會 企業相關訴訟
社團/財團法⼈ 其他⼀般企業法務 資本市場 ⾦融業規制/法令遵循 資產管理/基⾦ ⾶機、船舶，及其他資產融資 衍⽣性⾦融商品 Fi
nTech 國際⾦融法務 跨國組織重整(國際倒產等) 稅務訴訟 訴訟外紛爭解決(仲裁、調解、其他ADR程序) 危機管理、企業醜聞相關訴訟
違反公平交易法之相關⺠事訴訟 投資⼈與地主國間之紛爭解決(ISDS) 國際訴訟(跨國訴訟、外國訴訟) 國際仲裁 ⼀般危機管理 法令遵
循 公司內部或外部調查(企業醜聞) FCPA與其他反賄賂法規之違反 國外之公平交易法違反之應對措施 董監事或員⼯之侵占等不法⾏為
內部通報等 洗錢 外國政府針對企業醜聞進⾏調查之應對措施 各項公平交易相關法規 防⽌違反公平交易法之措施 企業結合審查 租稅策
略計畫 稅務問題諮詢 國際稅務 簽證/⼊出境相關 WTO/經濟夥伴協定(TPP、EPA、FTA) 投資協定 反傾銷/貿易救濟 關稅相關法規
政府採購 安全保障貿易管制 各項國際商業交易 國際法令遵循 公益活動 醫藥品/醫療機器 醫療/醫療保健 美國 加拿⼤ 巴⻄ 墨⻄哥
中南美洲其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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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團隊
最新消息

合夥⼈/紐約事務所合夥⼈/弁護⼠法⼈社員 特約資深顧問律師 資深律師/弁護⼠法⼈所屬資深律師

事務所位置

律師/弁護⼠法⼈所屬律師 海外事務所代表 外國律師/弁護⼠法⼈所屬外國律師 聯盟事務所法務總監/聯盟事務所律師

聯絡我們

業務合作事務所合夥⼈/業務合作事務所律師 稅理⼠ 專利商標代理⼈ 專業顧問

徵才訊息

業務領域

網站導覽
使⽤規定

論⽂/講座等
講座 論⽂ 書籍

免責事項
Legal Notices

事務所簡介
個⼈資訊保護政策

歷史沿⾰ 獲獎 ⻄村⾼等法務研究所
Privacy Policy for Data
Subjects in the European
Countries
Cookie policy
資訊安全基本⽅針

全球據點
東京 名古屋 ⼤阪 福岡 曼⾕ 北京 上海 杜拜 法蘭克福 / 杜塞道夫 河內 胡志明 雅加達*1 紐約 新加坡 台北 仰光
岡⽥律師事務所(⾹港)*2
*1

利益衝突案件之處理

業務合作事務所

*2

關連事務所

*⾮從事外國法共同事業
本事務所之「個⼈編號或法⼈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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