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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控官

學歷：華盛頓大學法學院，本科生

職業：金郡檢控官

聲明：作為金郡檢控官，我致力於領導全國最出色的檢控處，吸引
努力完成我們使命的最優秀律師和人員，以秉公執法並改革我們的
刑事司法體系。過去30年，在本檢控處，我逐漸意識到這些真理在
我擔任這一職位時給了我指引，其中包括：

讓孩子們好好上學是我們最好的罪案預防策略，將被指控有未成年
人犯罪行為的年輕人從法院轉移到關懷社區，就可以改變他們的思
維方式。我們所面臨的很多複雜社會問題都無法在法院或牢房中解
決，但是，法律可以作為一種有效的工具，以實現更為可喜的結
果，例如對於化學藥品依賴性或精神疾病的治療。

同時，孩子們非法攜帶槍支也不是什麼好事。汽車偷盜和入室盜竊
的性質是生活犯罪，而非財產侵害。對於一個家庭而言，儘管只是
為數不多的犯罪，也比至親命喪醉酒司機輪下更具毀滅性。充足的
社區資源能夠協助家庭暴力和性侵犯受害人成為倖存者。預防老人
受到虐待，是我們共同的責任。

我們的司法體系中存在著種族比例失調的事實，以受犯罪影響最為
嚴重的情況損毀了我們的聲譽。任何司法體系的目標都是減少累
犯，但是現在，刑滿釋放的人中有三分之二都將在三年內重返監
獄。如果我們要在降低全國入獄率方面取得進展，就必須建立有效
的再入獄體系。

攜手同心，我們就能夠塑造公正的刑事司法體系，滿足我們動態社
區的需求。能夠以檢控官的身份代表你們，我深感榮幸。

 Dan Satterberg 
 800 5th Avenue Box 101-254 
 Seattle WA  98104 

 (206) 229-7008 
 dan@satterberg.com 
 www.dansatterberg.com 

（選擇共和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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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號法官席位

學歷：憑藉我對於法律的熱愛，我在兩年
內完成了法學院的學業。

職業：我很榮幸地成為了一名代理法官/臨時法官

聲明：我深知要做到公正、慈悲並追究當事人的責任需要什麼樣的
品質。自2001年起，我就開始執行刑法。我曾擔任過金郡檢控官、
公眾辯護人，並擁有過我自己的律師業務。

我認為自己具有勝任此職位的獨特資質。進行過成功的刑事辯護之
後，我現在將重點放在了代理法官/臨時法官的工作上，數年來為多
個法院提供了服務。我作為代理法官/臨時法官的職責反映了民選法
官的責任。我曾就實質性的問題進行過裁決，並從未推翻過上訴。

我對於法律的熱愛得益於我曾擔任過司法官的祖母。她曾告訴過我
法院中一些法官是如何對人們的日常生活進行改變的，以及他們的
機敏、才智以及慈悲。她鼓勵我要努力工作、平等待人，並在對自
己和服務對象負責任的同時展示自己的同情心。

隨著職業的不斷發展，我期望能夠對我的社區帶來更多影響。我希
望能夠為社區提供服務並協助那些不那麼幸運的人士。現在，正是
展現全新正義之Dawn的大好時機。

 Dawn M. Bettinger 
 PO Box 761 
 Redmond WA  98074 

 (425) 802-7703 
 dawnbettinger@hotmail.com 
 www.dawnbettinger.com 

學歷：普捷灣大學（西雅圖大學）法學博
士；普渡大學法律顧問專業理科碩士；馬凱特大學心理學文科學 士

職業：地區法院法官；前檢控官、公眾辯護人以及民事訴訟律師

聲明：Garrow法官曾在所有的東區法院擔任地區法院法官長達16年
之久（感謝！）。她對於維護司法公正性充滿激情。她努力確保每
個人的心聲都能被聽到、所有人都能得到公平對待與尊重，以及合
法權利得到保護。所以，請支持她的再選。

包括最高法院法官在內的140多位法官都支持她的再選。Garrow法官
得到了金郡律師協會的最高評級：「極其勝任」。她是法律界的領
導者，曾被選舉入州司法管理委員會，並多次被選舉為東區主審法
官。 

成為法官前，Janet曾在公共與私人律師業從業17年。她曾是
Cairncross & Hempelmann的一位合作夥伴。

Janet成長於農場上的一個大家庭，並支付了上學所花的全部費
用。她已在表爾威（Bellevue）居住了24年，並有一個十幾歲的女
兒。Janet還是多個當地民生服務機構的志願者。

廣泛的支持：警務署署長John Urquhart；金郡警官聯合會；表爾
威（Bellevue）市長Claudia Balducci、議員Conrad Lee；眾議
員Judy Clibborn、Cyrus Habib、Roger Goodman；郡議員Kathy 
Lambert、Jane Hague；前美國檢控官John與Mike McKay；全國婦女
政治黨團；金郡勞工委員會；金郡民主黨人。

 Janet Garrow 
 PO Box 23125 
 Seattle WA  98102 

 (206) 367-8704 
 judgejanetgarrow@gmail.com 
 www.reelectjudgejanetgarro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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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號法官席位

學歷：憑藉我對於法律的熱愛，我在兩年
內完成了法學院的學業。

職業：我很榮幸地成為了一名代理法官/臨時法官

聲明：我深知要做到公正、慈悲並追究當事人的責任需要什麼樣的
品質。自2001年起，我就開始執行刑法。我曾擔任過金郡檢控官、
公眾辯護人，並擁有過我自己的律師業務。

我認為自己具有勝任此職位的獨特資質。進行過成功的刑事辯護之
後，我現在將重點放在了代理法官/臨時法官的工作上，數年來為多
個法院提供了服務。我作為代理法官/臨時法官的職責反映了民選法
官的責任。我曾就實質性的問題進行過裁決，並從未推翻過上訴。

我對於法律的熱愛得益於我曾擔任過司法官的祖母。她曾告訴過我
法院中一些法官是如何對人們的日常生活進行改變的，以及他們的
機敏、才智以及慈悲。她鼓勵我要努力工作、平等待人，並在對自
己和服務對象負責任的同時展示自己的同情心。

隨著職業的不斷發展，我期望能夠對我的社區帶來更多影響。我希
望能夠為社區提供服務並協助那些不那麼幸運的人士。現在，正是
展現全新正義之Dawn的大好時機。

 Dawn M. Bettinger 
 PO Box 761 
 Redmond WA  98074 

 (425) 802-7703 
 dawnbettinger@hotmail.com 
 www.dawnbettinger.com 

學歷：普捷灣大學（西雅圖大學）法學博
士；普渡大學法律顧問專業理科碩士；馬凱特大學心理學文科學 士

職業：地區法院法官；前檢控官、公眾辯護人以及民事訴訟律師

聲明：Garrow法官曾在所有的東區法院擔任地區法院法官長達16年
之久（感謝！）。她對於維護司法公正性充滿激情。她努力確保每
個人的心聲都能被聽到、所有人都能得到公平對待與尊重，以及合
法權利得到保護。所以，請支持她的再選。

包括最高法院法官在內的140多位法官都支持她的再選。Garrow法官
得到了金郡律師協會的最高評級：「極其勝任」。她是法律界的領
導者，曾被選舉入州司法管理委員會，並多次被選舉為東區主審法
官。 

成為法官前，Janet曾在公共與私人律師業從業17年。她曾是
Cairncross & Hempelmann的一位合作夥伴。

Janet成長於農場上的一個大家庭，並支付了上學所花的全部費
用。她已在表爾威（Bellevue）居住了24年，並有一個十幾歲的女
兒。Janet還是多個當地民生服務機構的志願者。

廣泛的支持：警務署署長John Urquhart；金郡警官聯合會；表爾
威（Bellevue）市長Claudia Balducci、議員Conrad Lee；眾議
員Judy Clibborn、Cyrus Habib、Roger Goodman；郡議員Kathy 
Lambert、Jane Hague；前美國檢控官John與Mike McKay；全國婦女
政治黨團；金郡勞工委員會；金郡民主黨人。

 Janet Garrow 
 PO Box 23125 
 Seattle WA  98102 

 (206) 367-8704 
 judgejanetgarrow@gmail.com 
 www.reelectjudgejanetgarrow.com 

東北選區

第2號法官席位

學歷：康乃迪克大學理學士；奎尼匹克大
學法學院法學博士；UW大學法學院專業調解認證。

職業：代理法官/臨時法官，辯護律師，前KC區法院檢控官。

聲明：「Sarah的生活經歷和22年的檢控官、辯護律師以及代理法
官/臨時法官職業生涯，令她極其能夠勝任這個職位。」 – Robert 
McSeveney法官（已退休）

我是由單身母親撫養長大的，11個孩子中，我最為年幼。我出身貧
寒，並且是我的家庭中第一個獲得大學學位的人。我姐姐的謀殺案
懸而未決、法院無法處理我另一位姐姐的精神疾病狀況，這都激起
了我對法律的興趣以及對於改良我們的司法體系的熱情。

作為一名法官，我將以體面、耐心且尊重的態度對待每一個人。我
最擔心的是公共安全問題，並且，我將重點關注那些給我們的社區
構成最大威脅的罪犯。我將努力實施新技術以更好地追究罪犯的責
任，並將推行常識計劃以提高工作效率、節省納稅人的金錢。

「我們一致認為，Sarah具有卓越的資質，能夠為我們的法庭帶來積
極的影響。」 – 參議員Karen Keiser (D)以及眾議員Jay Rodne（
已退休）

數以百計的廣泛支持中包括：

全國婦女政治黨團；
法官、律師、檢控官；
第一LD民主黨人；金郡共和黨人；
警員與消防員

Sarah與其丈夫Steve及兩個十幾歲的孩子共同居住在表爾威
（Bellevue）市。 

 Sarah Hayne 
 14725 NE 20th St, # D-49 
 Bellevue WA  98007 

 (425) 269-6886 
 friendsofsarahhayne@gmail.com 
 www.sarahhayne.com 

學歷：明尼蘇達大學法學博士；維門學院
文學士

職業：東北地區法院法官；前表爾威（Bellevue）檢控官以及民事
訴訟律師

聲明：您目前的東北地區法院法官Shah擁有20年的從業經驗。Shah
法官致力於每天為您提供公平公正的結果。Shah法官曾被金郡律師
投選為十大法官之一，並被華盛頓女性律師以及所有其他的律師協
會評為「極其勝任」。 

Shah法官有著公平、獨立以及勤奮的良好記錄。作為表爾威
（Bellevue）的檢控官，Shah法官創立了家庭暴力單元，嚴格追究
危險被告人的責任。在處理民事訴訟的過程中，他定期作為志願者
向有需求的人士提供法律服務。在法庭上，Shah法官以公平、尊重
的態度對待每一個人。

作為印度移民之子，Shah法官與他的妻子和兩個女兒在華盛頓生活
了28年。他在當地青少年足球俱樂部擔任教練已有12年之久，並是
該俱樂部的副總裁。 

支持方：9位最高法院法官；所有的東北地區法院法官；100多位法
官；司法部長Ferguson；司法部長McKenna
（已退休）；警務署署長Urquhart；表爾威（Bellevue）警察局
長Linda Pillo（已退休）；金郡警官聯合會；法院職員與見習
人員；郡議員Lambert、Hague、Dembowski、Gossett；眾議員
Habib、Hunter、Goodman、Senn、Clibborn；金郡勞工委員會；金
郡民主黨人；表爾威（Bellevue）及麻沙島（Mercer Island）市市
長。

 Ketu Shah 
 PO Box 20655 
 Seattle WA  98102 

 (206) 790-5153 
 retainjudgeshah@outlook.com 
 www.retainjudgesha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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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號法官席位

學歷：西雅圖大學法學院優等成績畢業
者、法學博士；維門（Whitman）學院文學士

職業：代理法官/臨時法官；前刑事副檢控官及民事訴訟律師

聲明：律師協會所有成員對Lisa O’Toole的評價都是「極其勝任」
和「非常勝任」，她致力於追求公正以及努力提高公共安全性，並
激發大眾對於我們法律體系的信心。

作為同時從事過民事及形式訴訟的唯一一位候選人，Lisa將帶著自
己27年的豐富履歷就任，在這27年間，她先後擔任過金郡地方法院
代理法官/臨時法官、前金郡副檢控官以及私人律師業界的民事訴訟
律師。

支持者不乏最高法院、上訴法院、高等及地方法院法官，其中包
括：目前正任職但已臨近退休Linda Jacke法官；眾所周知，Lisa是
一位秉公執法的好法官，她待人公正、尊重，並且知識淵博、極富
同情心。作為一名地區法院法官，她將繼續確保以公正、高效率且
公平的方式進行司法管理。 

來自兩黨支持：金郡檢控官Satterberg，員警署署長Urquhart，眾
議員Habib、Clibborn以及Goodman，金郡議員Hague以及Dunn，表
爾威（Bellevue）市市長Balducci、郡議員Chelminiak以及Lee，
麻沙島（Mercer Island）市市長Bassett、議員Cero，紐卡索
（Newcastle）市市長Buri，以及雷德蒙（Redmond）議員Allen

金郡警官聯合會，柯克蘭（Kirkland）警官聯合會；科克蘭
（Kirkland）以及表爾威（Bellevue）消防員，前表爾威
（Bellevue）警察局長（Linda Pillo），金郡勞工委員會，金郡民
主黨人；第1、5、45及48區的民主黨人。

 Lisa O’Toole 
 6947 Coal Creek Parkway SE #238 
 Newcastle WA  98059 

 (206) 799-8236 
 otooleforjudge@gmail.com 
 www.lisaotooleforjudge.com 

學歷：西雅圖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三一
路德學院文學士

職業：金郡地區法院代理法官/臨時法官，KCDPD監理律師

聲明：Marcus Naylor是唯一一位被金郡律師協會評為「極其勝任」
的候選人。作為法官及律師，Marcus擁有20多年無可比擬的刑事及
民事從業經驗。這就是為什麼Marcus是唯一一位獲得金郡共和黨與
金郡民主黨大力支持的候選人。

Marcus出生於韓國，9歲前一直生活在一家孤兒院中，然後被一對慈
愛的美國父母所收養，並在他們的支持下成為一名律師。Marcus還
是一名經驗豐富且十分正直的代理法官/臨時法官。他將嚴厲打擊犯
罪、同情受害人及其家庭，並以公正的態度做出裁決。

請與親眼見證其傑出工作的以下人士——一起支持Marcus Naylor：
華盛頓州最高法院法官Barbara Madsen（首席法官）、
Steve Gonzalez以及Mary Yu，華盛頓上訴法院首席法官Michael 
Spearman，30多位金郡法官，100多位檢控官、公眾辯護人以及民事
訴訟律師，懲教官/緩刑教官，職員與法警。

其他支持者還包括：華盛頓州郡及市公務員議會、西雅圖馬歇爾聯
合會、AFSCME當地第21、39、45、48區有立法權的民主黨人。請選
舉Marcus Naylor為地區法院法官。

 

 

 Marcus Naylor 
 3518 Fremont Ave N Suite 545 
 Seattle WA  98103 

 (206) 941-4440 
 naylorforjudge@gmail.com 
 www.marcusnayl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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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號法官席位

學歷：西雅圖大學法學院優等成績畢業
者、法學博士；維門（Whitman）學院文學士

職業：代理法官/臨時法官；前刑事副檢控官及民事訴訟律師

聲明：律師協會所有成員對Lisa O’Toole的評價都是「極其勝任」
和「非常勝任」，她致力於追求公正以及努力提高公共安全性，並
激發大眾對於我們法律體系的信心。

作為同時從事過民事及形式訴訟的唯一一位候選人，Lisa將帶著自
己27年的豐富履歷就任，在這27年間，她先後擔任過金郡地方法院
代理法官/臨時法官、前金郡副檢控官以及私人律師業界的民事訴訟
律師。

支持者不乏最高法院、上訴法院、高等及地方法院法官，其中包
括：目前正任職但已臨近退休Linda Jacke法官；眾所周知，Lisa是
一位秉公執法的好法官，她待人公正、尊重，並且知識淵博、極富
同情心。作為一名地區法院法官，她將繼續確保以公正、高效率且
公平的方式進行司法管理。 

來自兩黨支持：金郡檢控官Satterberg，員警署署長Urquhart，眾
議員Habib、Clibborn以及Goodman，金郡議員Hague以及Dunn，表
爾威（Bellevue）市市長Balducci、郡議員Chelminiak以及Lee，
麻沙島（Mercer Island）市市長Bassett、議員Cero，紐卡索
（Newcastle）市市長Buri，以及雷德蒙（Redmond）議員Allen

金郡警官聯合會，柯克蘭（Kirkland）警官聯合會；科克蘭
（Kirkland）以及表爾威（Bellevue）消防員，前表爾威
（Bellevue）警察局長（Linda Pillo），金郡勞工委員會，金郡民
主黨人；第1、5、45及48區的民主黨人。

 Lisa O’Toole 
 6947 Coal Creek Parkway SE #238 
 Newcastle WA  98059 

 (206) 799-8236 
 otooleforjudge@gmail.com 
 www.lisaotooleforjudge.com 

學歷：西雅圖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三一
路德學院文學士

職業：金郡地區法院代理法官/臨時法官，KCDPD監理律師

聲明：Marcus Naylor是唯一一位被金郡律師協會評為「極其勝任」
的候選人。作為法官及律師，Marcus擁有20多年無可比擬的刑事及
民事從業經驗。這就是為什麼Marcus是唯一一位獲得金郡共和黨與
金郡民主黨大力支持的候選人。

Marcus出生於韓國，9歲前一直生活在一家孤兒院中，然後被一對慈
愛的美國父母所收養，並在他們的支持下成為一名律師。Marcus還
是一名經驗豐富且十分正直的代理法官/臨時法官。他將嚴厲打擊犯
罪、同情受害人及其家庭，並以公正的態度做出裁決。

請與親眼見證其傑出工作的以下人士——一起支持Marcus Naylor：
華盛頓州最高法院法官Barbara Madsen（首席法官）、
Steve Gonzalez以及Mary Yu，華盛頓上訴法院首席法官Michael 
Spearman，30多位金郡法官，100多位檢控官、公眾辯護人以及民事
訴訟律師，懲教官/緩刑教官，職員與法警。

其他支持者還包括：華盛頓州郡及市公務員議會、西雅圖馬歇爾聯
合會、AFSCME當地第21、39、45、48區有立法權的民主黨人。請選
舉Marcus Naylor為地區法院法官。

 

 

 Marcus Naylor 
 3518 Fremont Ave N Suite 545 
 Seattle WA  98103 

 (206) 941-4440 
 naylorforjudge@gmail.com 
 www.marcusnaylor.com 

東北選區

第4號法官席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商務專業文學士，岡察
格大學法學博士

職業：地區法院法官

聲明：感謝大家允許我擔任當地區法院法官。如能繼續擔任此職
位，我將深感榮幸，由此我便可以確保訴諸法律並不僅僅意味著開
啟了一扇門。而是意味著提供了一個論壇，在此論壇中，不論您是
誰、有何種觀點以及在您面前聆聽您的心聲和困擾的法官是誰，所
有人的聲音都能被聽取。我將繼續展現您所期望的品質：公正、獨
立、誠信以及正義。我將以尊重、公平且體面的方式待人。我只能
發誓，我將盡我所能繼續為我們的社區提供最好的司法服務。

工作經驗：副監理律師，巴索（Bothell）、杜瓦爾（Duvall）、伊
薩誇（Issaquah）、科克蘭（Kirkland）、麻沙（Mercer Island）
以及雷蒙德（Redmond）市的行政法官，雷蒙德/巴索（Redmond/
Bellevue）私人律師，華盛頓2000年度出庭辯護律師法官，1968-
1974年間在美國海軍服役，越戰退伍老兵，VFW終身成員；1995-至
今擔任東金郡律師協會理事。結婚四十四年，育有兩個女兒，並已
喜獲五個孫兒。並已是社區三十五年的老居民。

 Peter L. Nault 
 16505 NE 135th Pl 
 Redmond WA  98052 

     pncnault@comcas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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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號法官席位

學歷：西雅圖大學法學博士，華盛頓大學
文學士，華盛頓湖中學

職業：金郡地區法院法官

聲明：過去18年裏，我很榮幸能夠作為地區法院法官為金郡市民們
服務。在那段時間裏，我努力在適合的法律標準、常識以及同情 心
之間維持恰當的平衡。我也曾嘗試在從整體上維持我們法院系統的
改良工作，同時每日努力提高自己的法律知識以及更好地了解我所
面對的每一個個體之間維持一種平衡。

 我曾擔任過金郡地區法院領導人，既擔任過執行委員會成員也擔任
過主審法官。擔任主審法官時，我領導著創立了金郡家庭暴力法庭
的團隊；我也曾協助創立我們的工作組監獄取代計劃，並擔任建議
我們創立自己的CCAP日報計劃的委員會共同主席。我目前已當選區
及市法院法官協會的主席（尚未就職）。

 我為華盛頓州司法學院的新法官授課，並在全國水準家庭暴力司法
會議上協助培訓我們的法官。多年來，我也一直為兒童法庭提供志
願者服務並擔任科克蘭（Kirkland）國際社區學校模擬法庭團隊的
導師。   

 David A. Steiner 
PO Box 2612  
  Kirkland WA  98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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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號法官席位

學歷：西雅圖大學法學博士，華盛頓大學
文學士，華盛頓湖中學

職業：金郡地區法院法官

聲明：過去18年裏，我很榮幸能夠作為地區法院法官為金郡市民們
服務。在那段時間裏，我努力在適合的法律標準、常識以及同情 心
之間維持恰當的平衡。我也曾嘗試在從整體上維持我們法院系統的
改良工作，同時每日努力提高自己的法律知識以及更好地了解我所
面對的每一個個體之間維持一種平衡。

 我曾擔任過金郡地區法院領導人，既擔任過執行委員會成員也擔任
過主審法官。擔任主審法官時，我領導著創立了金郡家庭暴力法庭
的團隊；我也曾協助創立我們的工作組監獄取代計劃，並擔任建議
我們創立自己的CCAP日報計劃的委員會共同主席。我目前已當選區
及市法院法官協會的主席（尚未就職）。

 我為華盛頓州司法學院的新法官授課，並在全國水準家庭暴力司法
會議上協助培訓我們的法官。多年來，我也一直為兒童法庭提供志
願者服務並擔任科克蘭（Kirkland）國際社區學校模擬法庭團隊的
導師。   

 David A. Steiner 
PO Box 2612  
  Kirkland WA  98083 

東北選區

第6號法官席位

學歷：工商管理學學士：拉瑪麗蒙特大學
（1978）；法學博士：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法學院
（1981）；工商管理碩士：西雅圖大學（1995）

職業：金郡地區法院法官

聲明：Michael Finkle法官自2010年起就擔任金郡地區法院法官。
所有對他進行評價的五個律師協會一致將其評價為「極其勝任」。
他的支持者包括：馬丁路德金郡勞工委員會、金郡警官聯合
會、AFSCME當地21-DC及其他法官。

Finkle法官擁有協助改良刑事司法體系的公認良好記錄。2012年，
他擔任了創立金郡地區法院內區域退伍老兵法庭的團體的主席；同
時，1998年，他又協助建立了西雅圖市精神健康法庭。

Finkle法官因其豐富的法律專業知識而備受尊敬。他擔任著國家司
法學院、華盛頓州司法學院以及國家訴訟辯護學院的教員。自1998
年起，Finkle法官就擔任著西雅圖大學法學院的客座教授，教授審
判技巧以及法律、政治及精神健康方面的課程。他也是州律師協會
訴訟辯護項目的創始教員之一，並制訂了該項目最初10年的初始課
程。州律師協會因其出色的工作為其頒發了特殊認可獎。

 Michael Finkle 
 PO Box 23011 
 Seattle WA  98102 

 (425) 208-6915 
 reelectjudgefi nkl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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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號法官席位

學歷：西雅圖太平洋大學文學士
（以優等成績畢業），西雅圖法學院法學博士（以優等成績畢業）

職業：金郡地區法院助理主審法官

聲明：自2010年當選該職位以來，Donna Tucker法官就因其公正的
作風、淵博的法律知識以及對所有人平和的尊重態度而聲名遠揚。
她被地區法院職員、緩刑及精神健康專家、AFSCME當地21-DC一致評
價為「極其勝任」。2012年，Tucker法官因其備受尊重的行政領導
才能而被法官同仁們推選為助理主審法官。

Tucker法官在法庭上提供了近30年的公共服務，處理了大量刑事及
民事案件。她在金郡東部地區居住超過45年，選舉前曾經營自己的
事業17年之久，為表爾威（Bellevue）、雷蒙德（Redmond）、
科克蘭（Kirkland）、伊薩誇（Issaquah）、伍德迪威爾
（Woodinville）以及巴索（Bothell）提供公眾辯護服務。過去18
年間，她一直與家人居住在紐卡索（Newcastle）。作為社區的活躍
分子，她還是青少年及成年壘球教練志願者。

如需更多資訊：請瀏覽www.Re-ElectJudgeDonnaTucker.com！

能夠以地區法院法官的身份為金郡居民提供服務，一直以來都是我
的殊榮，東金郡是我的家鄉，而我也將努力做好法院的工作。如能
繼續為東金郡服務，我將不勝榮幸。感謝您的支持。

 Donna Tucker 
 6947 Coal Creek Pwky SE #268 
 Newcastle WA  98059 

 (425) 214-1877 
 committee@ReElectJudgeDonnaTucker.com 
 www.ReElectJudgeDonnaTuck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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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號法官席位

學歷：西雅圖太平洋大學文學士
（以優等成績畢業），西雅圖法學院法學博士（以優等成績畢業）

職業：金郡地區法院助理主審法官

聲明：自2010年當選該職位以來，Donna Tucker法官就因其公正的
作風、淵博的法律知識以及對所有人平和的尊重態度而聲名遠揚。
她被地區法院職員、緩刑及精神健康專家、AFSCME當地21-DC一致評
價為「極其勝任」。2012年，Tucker法官因其備受尊重的行政領導
才能而被法官同仁們推選為助理主審法官。

Tucker法官在法庭上提供了近30年的公共服務，處理了大量刑事及
民事案件。她在金郡東部地區居住超過45年，選舉前曾經營自己的
事業17年之久，為表爾威（Bellevue）、雷蒙德（Redmond）、
科克蘭（Kirkland）、伊薩誇（Issaquah）、伍德迪威爾
（Woodinville）以及巴索（Bothell）提供公眾辯護服務。過去18
年間，她一直與家人居住在紐卡索（Newcastle）。作為社區的活躍
分子，她還是青少年及成年壘球教練志願者。

如需更多資訊：請瀏覽www.Re-ElectJudgeDonnaTucker.com！

能夠以地區法院法官的身份為金郡居民提供服務，一直以來都是我
的殊榮，東金郡是我的家鄉，而我也將努力做好法院的工作。如能
繼續為東金郡服務，我將不勝榮幸。感謝您的支持。

 Donna Tucker 
 6947 Coal Creek Pwky SE #268 
 Newcastle WA  98059 

 (425) 214-1877 
 committee@ReElectJudgeDonnaTucker.com 
 www.ReElectJudgeDonnaTucker.com 

岸線選區

第1號法官席位

學歷：西雅圖大學會計專業文學士；三藩
市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

職業：金郡地區法庭岸線（西）組法官

聲明：1989年，我被任命為湖林公園（Lake Forest Park）市的市
法官，我也是當地三界市法官中的第一位。1990年，我被選為岸線
地區法院法官，並於1994年、1998年、2002年、2006年以及2010年
分別再次當選。

作為一名法官，我承諾將繼續為本社區服務，並進一步解決我們每
天所面對的更為實際性的問題：預算問題、訴諸司法的問題、多樣
性問題、公共安全性問題，以及量刑問題。我希望提高教育工作者
對我們法院的利用率，如此，我們便可重新為我區學生帶來精彩的
模擬審判體驗。繼協助模擬審判團隊之後，我又擔任了區域歷史日
競賽和中學高級項目的裁判員，由此，我深刻體會到了學生們對於
法律、歷史和藝術的了解程度。我們需要繼續提供此類機遇。

我將繼續承諾，正義仍將公平留存，同時，本法院也仍將保持地方
特色並為居民們所信賴。引用已逝的Robert A. Wacker法官的一句
話「我們應始終 伸張正義，以在繼續保護個人權利的同時，更好地
滿足社區需求」。

 Douglas J. Smith 
 4013 NE 186th St 
 Lake Forest Park WA  98155 

 (206) 364-9659 
 Judgedougsmithshoreline@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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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號法官席位

學歷：薩福克（Suffolk）大學法學院法
學博士；俄勒岡州文學士

職業：岸線選區地區法院第2號法官席位

聲明：2010年，受金郡議會一致任命，Marcine Anderson法官加
入了金郡地區法院，然後，又由肯莫爾（Kenmore）市、湖林公園
（Lake Forest Park）市以及岸線（Shoreline）市人民選舉為該法
院法官。他在岸線地區法院與Douglas Smith法官共同為這些社區提
供服務。 

「作為岸線地區法院的首位亞裔美籍法官及首位女性法官，我為該
法院帶來了極為重要的視角。我謹遵法律規則、制訂彰顯慈悲與常
識的決策，並認為法院必須面對所有人。我希望您能為我投贊成
票，並感謝您賦予我在新一屆任期中繼續為您服務的機會。」 

Anderson法官得到了華盛頓最高法院所有法官的支持。她也很榮幸
地得到了——AFSCME當地第21 -- DC區同事們以及金郡地區法院職
員與緩刑官員的支持。她的支持者還包括：第32及46立法區民主黨
人；華盛頓婦女政治黨團；當地1760 – 岸線消防員；馬丁路德金
郡勞工委員會；AFL-CIO金郡民主黨人以及眾多地區及高等法院法官
們。

 Marcine Anderson 
 PO Box  55937 
 Shoreline WA  98155 

 (206) 801-7076 
 retainjudgemarcineanderson@comcas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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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號法官席位

學歷：薩福克（Suffolk）大學法學院法
學博士；俄勒岡州文學士

職業：岸線選區地區法院第2號法官席位

聲明：2010年，受金郡議會一致任命，Marcine Anderson法官加
入了金郡地區法院，然後，又由肯莫爾（Kenmore）市、湖林公園
（Lake Forest Park）市以及岸線（Shoreline）市人民選舉為該法
院法官。他在岸線地區法院與Douglas Smith法官共同為這些社區提
供服務。 

「作為岸線地區法院的首位亞裔美籍法官及首位女性法官，我為該
法院帶來了極為重要的視角。我謹遵法律規則、制訂彰顯慈悲與常
識的決策，並認為法院必須面對所有人。我希望您能為我投贊成
票，並感謝您賦予我在新一屆任期中繼續為您服務的機會。」 

Anderson法官得到了華盛頓最高法院所有法官的支持。她也很榮幸
地得到了——AFSCME當地第21 -- DC區同事們以及金郡地區法院職
員與緩刑官員的支持。她的支持者還包括：第32及46立法區民主黨
人；華盛頓婦女政治黨團；當地1760 – 岸線消防員；馬丁路德金
郡勞工委員會；AFL-CIO金郡民主黨人以及眾多地區及高等法院法官
們。

 Marcine Anderson 
 PO Box  55937 
 Shoreline WA  98155 

 (206) 801-7076 
 retainjudgemarcineanderson@comcast.net 
    

東南選區

第1號法官席位

學歷：西雅圖大學文學士；岡察格大學法
學博士

職業：金郡地區法院法官

聲明：我是金郡地區法院SE選區第1號席位候選人。我畢業於連頓
（Renton）中學、西雅圖大學（BA）、岡察格大學（JD）。我和我
的妻子Jeanette居住在金郡的心願湖（Lake Desire）地區。我們育
有兩個孩子，並有了兩個孫兒。我積極參與連頓與金郡南部地區的
社區活動。 

自1982年以來，我一直供職於地區法院，並連續被員警與律師評定
為排名在前5%的優秀法官之一。

我努力為出庭的所有人提供公正而嚴明的適用法律。我認為有需求
的人們都應該擁有向法院申訴的權利。我在司法教育方面也表現積
極。在過去的二十年間，我曾擔任州審判法庭教育委員會主席以及
區及市法院法官協會教育主席。 

感謝您為我的再選投票。

 Charles J. Delaurenti, II 
 PO Box 792 
 Renton WA  98057 

 (206) 948-8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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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號法官席位

 學歷：奧迪亞（O'Dea）中學，華盛頓大
學文學士，西雅圖大學法學博士

職業：自2011年起，任地區法院法官；1984年獲得律師資格

聲明：能夠作為地區法院法官為金郡公民服務是我的殊榮。我曾在
西雅圖（Seattle）、雷蒙德（Redmond）、伊薩誇（Issaquah）、
表爾威（Bellevue）、布萊恩（Burien）、連頓（Renton）以及肯
特（Kent）負責過各種各樣的案件。作為一名法官，我力求以公平
公正的態度對待每一位公民，並努力讓金郡成為一個宜居之地。我
專注且帶有評斷性地傾聽出庭辯護律師與訴訟當事人的陳詞。我認
為公正、公平以及同情心是我為這份工作所注入的最重要品質之
一。

作為一名民選眾議員，我將全方位改善地區法院作為自己的目標，
並堅持不懈地努力改良法庭系統，從而提高其效率。我曾犧牲自己
的行政時間代替其他法官為納稅人節省金錢。我教授兩個班的新代
理法官/臨時法官。2013年，我所簽發的逮捕令數量在所有地區法院
法官中位居第三，其中包括很多在午夜時分簽發的受影響下駕駛逮
捕令。

民主黨人與共和黨人、高級法院法官、區及市法院法官、民選官
員、員警、律師以及AFSCME均對我表示支持。

我請您也對我予以支持；同時，如果您能投我一票，我也將十分地
感激。

 

 David E. Meyer 
 PO Box 12066 
 Seattle WA  98102 

 (425) 757-3810 
 info@davidmeyer.com 
 www.davidmeyerforjud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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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號法官席位

 學歷：奧迪亞（O'Dea）中學，華盛頓大
學文學士，西雅圖大學法學博士

職業：自2011年起，任地區法院法官；1984年獲得律師資格

聲明：能夠作為地區法院法官為金郡公民服務是我的殊榮。我曾在
西雅圖（Seattle）、雷蒙德（Redmond）、伊薩誇（Issaquah）、
表爾威（Bellevue）、布萊恩（Burien）、連頓（Renton）以及肯
特（Kent）負責過各種各樣的案件。作為一名法官，我力求以公平
公正的態度對待每一位公民，並努力讓金郡成為一個宜居之地。我
專注且帶有評斷性地傾聽出庭辯護律師與訴訟當事人的陳詞。我認
為公正、公平以及同情心是我為這份工作所注入的最重要品質之
一。

作為一名民選眾議員，我將全方位改善地區法院作為自己的目標，
並堅持不懈地努力改良法庭系統，從而提高其效率。我曾犧牲自己
的行政時間代替其他法官為納稅人節省金錢。我教授兩個班的新代
理法官/臨時法官。2013年，我所簽發的逮捕令數量在所有地區法院
法官中位居第三，其中包括很多在午夜時分簽發的受影響下駕駛逮
捕令。

民主黨人與共和黨人、高級法院法官、區及市法院法官、民選官
員、員警、律師以及AFSCME均對我表示支持。

我請您也對我予以支持；同時，如果您能投我一票，我也將十分地
感激。

 

 David E. Meyer 
 PO Box 12066 
 Seattle WA  98102 

 (425) 757-3810 
 info@davidmeyer.com 
 www.davidmeyerforjudge.com 

東南選區

第3號法官席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
（JD）；沙米納德（Chaminade）大學工商管理碩士（MBA）；美國
海軍學院理學士（BS）

職業：金郡地區法院SE組第3號法官席位

聲明：過去四年間，我很榮幸能夠以地區法院法官的身份為金郡人
民服務。我從未忘記過這事實上是一項殊榮。我堅定地認為正義與
公平不僅僅是脫口而出的兩個詞，更應該是我們努力爭取實現的目
標。我以往四年的經歷以及所有出庭者、律師與同類辯護人對我的
評價，進一步證明了我擔任此職位時保持正義、公平與平等的能
力。

我的故鄉是塔可瑪（Tacoma），但是我已在肯特（Kent）居住了23
年。我與Debbie結為伉儷已有28年；我們育有兩個孩子，其中一個
就讀於研究生院，另一個則在讀中學。進入法學院前，我曾作為一
名軍官在美國海軍服役八年一個月零一天。我也曾是德銳（DeVry）
大學凱勒（Keller）管理研究生院擔任客座教授。 

作為一名法官，我的目標一直以來都是以體面、尊重且公平的態度
對待我的履職對象，即使有時候需要做出艱難的選擇，也在所不
惜。如果您能在十一月份繼續支持我，我將不勝感激。

 Nathaniel B. Green, Jr. 
 12932 SE Kent-Kangley Road # 264 
 Kent WA  98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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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號法官席位

學歷：維門（Whitman）學院文學士、政
治學學士（輔修化學）；UPS/西雅圖大學法學博士

職業：金郡地區法院法官

聲明：Harn法官是在職的法官中工作最為勤奮者之一。她目前是金
郡地區法院的主審法官。她是區及市法官協會的成員，並為該協會
的立法委員會服務。她是審判法院協調委員會現任主席；並為華盛
頓法律新聞委員會，精神疾病與藥物依賴性（MIDD）監督委員會，
區域法律、安全與正義委員會，司法委員會成員；同時還是華盛頓
法院基金會理事。 

Harn法官的領導在改良法院向大眾提供的服務品質方面頗具幫助
性，在她的領導下，法院在管理案件時，進行技術創新、增加設施
並貫徹落實典範做法。她還在法庭上審理案件，並在做出裁決時始
終準備有序、態度公正且理由充分。在最近期進行的律師調查中，
她得到了金郡律師協會的好評。為Corinna Harn法官投票，就等於
是為金郡的經驗、誠信與正義投票。非常感謝。

 Corinna Harn 
 PO Box 1103 
 Black Diamond WA  98010 

 (206) 390-2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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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號法官席位

學歷：維門（Whitman）學院文學士、政
治學學士（輔修化學）；UPS/西雅圖大學法學博士

職業：金郡地區法院法官

聲明：Harn法官是在職的法官中工作最為勤奮者之一。她目前是金
郡地區法院的主審法官。她是區及市法官協會的成員，並為該協會
的立法委員會服務。她是審判法院協調委員會現任主席；並為華盛
頓法律新聞委員會，精神疾病與藥物依賴性（MIDD）監督委員會，
區域法律、安全與正義委員會，司法委員會成員；同時還是華盛頓
法院基金會理事。 

Harn法官的領導在改良法院向大眾提供的服務品質方面頗具幫助
性，在她的領導下，法院在管理案件時，進行技術創新、增加設施
並貫徹落實典範做法。她還在法庭上審理案件，並在做出裁決時始
終準備有序、態度公正且理由充分。在最近期進行的律師調查中，
她得到了金郡律師協會的好評。為Corinna Harn法官投票，就等於
是為金郡的經驗、誠信與正義投票。非常感謝。

 Corinna Harn 
 PO Box 1103 
 Black Diamond WA  98010 

 (206) 390-2361 
    
    

東南選區

第5號法官席位

學歷：西華盛頓大學榮譽文學士；普捷灣
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

職業：金郡地區法院法官

聲明：Rick Bathum是久經考驗的法庭領導者。高效率的司法領導才
幹要求有能力做出影響社區安全性的全面而有效的裁決。傾聽並分
析來自包括律師、執法者、受害人及被告人的資訊的能力是其專業
才能的顯著特徵。他已接受這些挑戰，並形成了最終做出寬容、慈
悲且公正裁決的獨特方式。他的司法評級在金郡法律體系中名列前
茅。

 Rick曾求學於普捷灣大學法學院，並於1977年畢業。通過律師資格
考試後，他開始在艾蒙卡拉（Enumclaw）和奧本（Auburn）地區執
業，並專長受理刑事辯護、家庭法律、房地產以及人身傷害案件。

 1985年，Rick被任命為巴克利（Buckley）、卡博內多
（Carbonado）以及威克遜（Wilkeson）的法官。繼2000年被任命
為金郡地區法院法官後他連年當選，在此期間，他曾擔任過高等法
院流動法官、家庭暴力法院法官以及驗屍法官，並主審過上千樁案
件。

 如果能繼續作為地區法院法官為金郡人民服務，他將感到十分榮
幸。

 Richard Bathum 
 46905 283rd Ave SE 
 Enumclaw WA  98022 

 (253) 740-0268 
 rickbathum@gmail.com 
 www.rickbath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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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號法官席位

學歷：內布拉斯加大學理學士（經濟學）
內布拉斯加大學法學院。

職業：地區法院法官

聲明： Williams法官已樹立了這樣的本身形象：對服務於正義充滿
激情，並嚴格追究罪犯的行為責任。他名列該法院優秀法官之一。 

金郡警官聯合會以及科克蘭（Kirkland）、肯特（Kent）、巴索
（Bothell）和連頓（Renton）警官聯合會均支持Williams法官的再
選。馬丁路德金郡勞工委員會（AFL-CIO）也對其予以支持。地區法
院職員與緩刑官員（AFSCME當地21-D）以及了解並理解地區法院機
能的法院專業人士也對他表示支持。同時，他還得到了兩党人士的
廣泛支持。

他領導法院實施低成本技術解決方案，從而提高了法院的效率與可
及性。他領導對高等法院和擁有有限管轄權的法院進行培訓。   

Williams法官被美國司法部和美國國務院多次選定對全球法官、檢
控官和律師進行培訓，以改良司法體系並推行法治、反腐及反人口
販賣的動議案。自1991年以來，他一直在西雅圖大學/普捷灣大學法
學院教授審判實踐課程。 

 Matt Williams 
 PO Box 1377 
 Auburn WA  98071 

 (206) 604-0140 
 ReElectMattWilliams@gmail.com 
 www.ReElectMattWilliam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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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號法官席位

學歷：內布拉斯加大學理學士（經濟學）
內布拉斯加大學法學院。

職業：地區法院法官

聲明： Williams法官已樹立了這樣的本身形象：對服務於正義充滿
激情，並嚴格追究罪犯的行為責任。他名列該法院優秀法官之一。 

金郡警官聯合會以及科克蘭（Kirkland）、肯特（Kent）、巴索
（Bothell）和連頓（Renton）警官聯合會均支持Williams法官的再
選。馬丁路德金郡勞工委員會（AFL-CIO）也對其予以支持。地區法
院職員與緩刑官員（AFSCME當地21-D）以及了解並理解地區法院機
能的法院專業人士也對他表示支持。同時，他還得到了兩党人士的
廣泛支持。

他領導法院實施低成本技術解決方案，從而提高了法院的效率與可
及性。他領導對高等法院和擁有有限管轄權的法院進行培訓。   

Williams法官被美國司法部和美國國務院多次選定對全球法官、檢
控官和律師進行培訓，以改良司法體系並推行法治、反腐及反人口
販賣的動議案。自1991年以來，他一直在西雅圖大學/普捷灣大學法
學院教授審判實踐課程。 

 Matt Williams 
 PO Box 1377 
 Auburn WA  98071 

 (206) 604-0140 
 ReElectMattWilliams@gmail.com 
 www.ReElectMattWilliams.org 

西南選區

第1號法官席位

學歷：西雅圖大學（原名U.P.S.）法學
院；華盛頓大學；高線（Highline）中學。

職業：金郡地區法院S.W.組第1號法官席位

聲明：過去的十二年間，作為地區法院法官為您提供服務，一直都
是我的榮幸。這段經歷以及從律師和曾擔任過陪審員與訴訟當事人
的公民處得到的反饋意見，提高了我的能力，從而使我能夠在將來
更好地為您服務。 

我深知，在經濟狀況如此窘迫的時期，必須高效率利用納稅人的
錢。為此，我經常對如何在不減損秉公執法力度的情況下有效滿足
法院使用者的需求與期望進行再評估。 

我認為法院的使命就是：在對所有人的人格予以尊重的同時，提供
一種易於實現的公平、高效率並可理解的民事及刑事案件決議案論
壇。 

我將十分感激您的投票，以及您所賦予我的以法官的身份繼續為您
服務的機會。感謝您花費時間閱讀此聲明並在這次選舉中進行投
票。 

David M. Christie敬上

 David M. Christie 
 17941 Brittany Dr SW 
 Normandy Park WA  98166 

 (206) 242-6248 
 sdchristie@comcas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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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號法官席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文學士，西雅圖大學法
學博士

職業：金郡地區法院法官

聲明：早在2010年初選時，Susan Mahoney法官就被評為極其勝任並
得到了廣泛的支持。直至今日，她已將自己20多年久經考驗的法庭
經驗注入到該職位中。自2011年1月就職以來，她一直代表金郡及地
區法院公民兢兢業業地工作。Mahoney法官至今仍在致力於為所有人
提供司法協助，她不考慮對方的背景以及公司，而僅以公平且慈悲
的執法方式為考量。Mahoney法官積極參與目前的金郡地區法院行政
管理工作，同時還在本州區及市法官協會立法與醫療法庭委員會供
職。Mahoney法官因能夠在地區法院工作並與如此出色及敬業的人員
共事而自豪。她很渴望能夠繼續在近期及未來為法院的改良及效率
的提高而努力工作。     

Mahoney法官與她的家人居住在金郡南部，並不斷參與社區活動。她
仍每天努力爭取贏得您的信任和支持，並因能夠獲得繼續服務的機
會而感激不盡。請以您的投票支持她的再選。  

 Susan Mahoney 
 PO Box 24353 
 Federal Way WA  98093 

 (201) 429-3931 
 reelectjudgemahone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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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號法官席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文學士，西雅圖大學法
學博士

職業：金郡地區法院法官

聲明：早在2010年初選時，Susan Mahoney法官就被評為極其勝任並
得到了廣泛的支持。直至今日，她已將自己20多年久經考驗的法庭
經驗注入到該職位中。自2011年1月就職以來，她一直代表金郡及地
區法院公民兢兢業業地工作。Mahoney法官至今仍在致力於為所有人
提供司法協助，她不考慮對方的背景以及公司，而僅以公平且慈悲
的執法方式為考量。Mahoney法官積極參與目前的金郡地區法院行政
管理工作，同時還在本州區及市法官協會立法與醫療法庭委員會供
職。Mahoney法官因能夠在地區法院工作並與如此出色及敬業的人員
共事而自豪。她很渴望能夠繼續在近期及未來為法院的改良及效率
的提高而努力工作。     

Mahoney法官與她的家人居住在金郡南部，並不斷參與社區活動。她
仍每天努力爭取贏得您的信任和支持，並因能夠獲得繼續服務的機
會而感激不盡。請以您的投票支持她的再選。  

 Susan Mahoney 
 PO Box 24353 
 Federal Way WA  98093 

 (201) 429-3931 
 reelectjudgemahoney@gmail.com 
    

西南選區

第3號法官席位

學歷：未提呈。 

職業：未提呈。

聲明：能夠作為金郡地區法院法官為金郡西南部地區——布萊恩
（Burien）、迪茂伊（Des Moines）、費多威（Federal Way）
、諾曼第公園（Normandy Park）、西塔（Seatac）、塔其拉
（Tukwila）以及白中心（White Center）的人民服務，是我的榮
幸與義務。我曾在不同場合以不同的身份與您見過面，這些場合包
括：以陪審員和訴訟當事人的身份參與民事與刑事案件的審理，交
通罰單的簽發、小型理賠案件的受理、保護令的簽發、姓名變更過
程、以市議會成員或學校董事會成員身份宣誓入職的過程，我甚至
主持過部分人的婚禮。

無論扮演哪一種司法角色，我都牢記著自己是您選舉出來在我們社
區為您提供服務的，並且，我每天都在努力以尊重、公平且負責任
地態度履行自己的職責。

我很感謝您在過去幾年裏對我的支持與信任，並請您為我投票，助
我再次當選金郡地區法院第3號席位法官。 

 Vicki Seitz 
 19906 Marine View Dr SW 
 Normandy Park WA  98166 

    
    
    



金郡選舉部對聲明、辯論或反駁内容的有效性或正確性概
不負責。20 西南選區

第4號法官席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歷史與政治學文學士；
威廉姆特（Willamette）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1982年）

職業：地區法院法官

聲明：我希望藉此機會感謝金郡選民選舉我擔任地區法院的職位。
儘管我在這次選舉過程中沒有反對者，但是，我認為有必要讓選民
們聽到其民選官員的心聲。我1979年畢業於華盛頓大學，並於1982
年在威廉姆特（ Willamette）大學法學院得到了法律學位。 

我和我的妻子終生居住在金郡。2002年獲選入地區法院前，我在費
多威（Federal Way）私人律師界從業二十年。我努力以公平、尊
重 的態度對待出庭的每一個人。能夠擔任法官的職位，一直以來都
是我的榮幸，也是真正的榮耀和特權。 

如果您能在十一月份投票支持我，我將不勝感激。

此致，

D. Mark Eide

 D. Mark Eide 
 28303 Sound View Dr S # 202 
 Des Moines WA  98198 

    
    
    



Jurisdiction King County Elections is not authorized to edit statements, 
nor is it responsible for the contents therein.

金郡選舉部對聲明、辯論或反駁内容的有效性或正確性概
不負責。 21西南選區

第4號法官席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歷史與政治學文學士；
威廉姆特（Willamette）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1982年）

職業：地區法院法官

聲明：我希望藉此機會感謝金郡選民選舉我擔任地區法院的職位。
儘管我在這次選舉過程中沒有反對者，但是，我認為有必要讓選民
們聽到其民選官員的心聲。我1979年畢業於華盛頓大學，並於1982
年在威廉姆特（ Willamette）大學法學院得到了法律學位。 

我和我的妻子終生居住在金郡。2002年獲選入地區法院前，我在費
多威（Federal Way）私人律師界從業二十年。我努力以公平、尊
重 的態度對待出庭的每一個人。能夠擔任法官的職位，一直以來都
是我的榮幸，也是真正的榮耀和特權。 

如果您能在十一月份投票支持我，我將不勝感激。

此致，

D. Mark Eide

 D. Mark Eide 
 28303 Sound View Dr S # 202 
 Des Moines WA  98198 

    
    
    

西南選區

第5號法官席位

學歷：西雅圖大學法學院大學博士

職業：地區法院法官

聲明：Elizabeth D. Stephenson法官2002年首次當選該職位。在過
去的十二年間，Stephenson法官彰顯了自己致力於成為其司法區內
公民交付給她的職責的優秀管理者。她忠於明文規定的法律，並在
每一個具體案件的審理過程中準確地將法律應用到事實中。

Stephenson法官致力於公平公正地履行自己作為法官的職責，確保
個人權利得到保護的同時均衡公共利益。她是個果斷、堅定並且公
平的人。

2010年，Stephenson法官被任命為司法管理委員會（BJA）公共
信任與信心委員會成員。2012年，她再次被委任為新一屆成員。
Stephenson法官同時也是華盛頓州區及市法院司法協會（DMCJA）
法規委員會成員，以及DMCJA牌照部（DOL）連絡委員會成員。
Stephenson法官目前供職於金郡地區法院法規委員會。在不開庭審
理案件的閒暇時間裏，Stephenson法官也積極參與社區活動。

請再次推選Elizabeth D. Stephenson法官。 

 Elizabeth D. Stephenson 
 32216 46th Place SW 
 Federal Way WA  98023 

 (206) 276-9861 
    
    



金郡選舉部對聲明、辯論或反駁内容的有效性或正確性概
不負責。22 西選區

第1號法官席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
（1996）；步朗大學文學士，以最優等成績畢業（1991）

職業：金郡地區法院法官

聲明：Bender法官負責精神健康及退伍老兵法庭，並擔任該郡精神
疾病與藥物依賴性監督委員會聯合主席。在擔任這些職位期間，她
努力確保為我們社區有精神疾病的人士以及眾多退伍老兵提供安
全、有效、協調的服務。

在為金郡及整個州提供更多司法協助方面，Bender法官是一位十分
活躍的貢獻者，她是華盛頓法律基金會理事以及全州司法協助委員
會連絡員。她還同時供職於司法學院課程與規劃委員會，該委員會
是一個致力於為有理想的法官提供導師服務並提高華盛頓州職位多
樣性的項目。在被任命擔任目前職位以前，Bender法官就是一位長
期志願者，同時也是法律之聲（Legal Voice）的董事會成員，以及
金郡律師協會市中心社區法律診所的志願者。 

金郡律師協會以及六個少數民族律師協會都對Bender法官評價為「
極其勝任」。她的支持者包括：金郡民主黨人和青年民主黨人，
AFSCME當地21-DC，華盛頓婦女政治黨團，以及第11、34、36、37
、43和46地區民主黨人。

 Johanna Bender 
 PO Box 23026 
 Seattle WA  98102 

 (425) 686-8466 
 Reelectjudgebender@gmail.com 
  



Jurisdiction King County Elections is not authorized to edit statements, 
nor is it responsible for the contents therein.

金郡選舉部對聲明、辯論或反駁内容的有效性或正確性概
不負責。 23西選區

第1號法官席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
（1996）；步朗大學文學士，以最優等成績畢業（1991）

職業：金郡地區法院法官

聲明：Bender法官負責精神健康及退伍老兵法庭，並擔任該郡精神
疾病與藥物依賴性監督委員會聯合主席。在擔任這些職位期間，她
努力確保為我們社區有精神疾病的人士以及眾多退伍老兵提供安
全、有效、協調的服務。

在為金郡及整個州提供更多司法協助方面，Bender法官是一位十分
活躍的貢獻者，她是華盛頓法律基金會理事以及全州司法協助委員
會連絡員。她還同時供職於司法學院課程與規劃委員會，該委員會
是一個致力於為有理想的法官提供導師服務並提高華盛頓州職位多
樣性的項目。在被任命擔任目前職位以前，Bender法官就是一位長
期志願者，同時也是法律之聲（Legal Voice）的董事會成員，以及
金郡律師協會市中心社區法律診所的志願者。 

金郡律師協會以及六個少數民族律師協會都對Bender法官評價為「
極其勝任」。她的支持者包括：金郡民主黨人和青年民主黨人，
AFSCME當地21-DC，華盛頓婦女政治黨團，以及第11、34、36、37
、43和46地區民主黨人。

 Johanna Bender 
 PO Box 23026 
 Seattle WA  98102 

 (425) 686-8466 
 Reelectjudgebender@gmail.com 
  

西選區

第2號法官席位

學歷：瓦薩學院物理專業榮譽文學士
（1993），本傑明·卡多佐法學院法學博士（1998）

職業：金郡公眾辯護人及私人律師

聲明：我將把誠信重新帶回該法庭，並終止反對者違反道德的行為
方式。

我是一名代理法官/臨時法官，且擔任公眾辯護人已有10年之久。我
曾代表過數千人，並在全州70多名法官面前出庭過。我曾代理過從
受影響下駕駛到謀殺等多種案件。我的經驗包括：家庭法、智慧財
產權法、移民法、合約、民事訴訟，並廣泛參與金郡不同社區的諸
多活動。

卡多佐社團評級我為「非常勝任」。

我的對手僅為曾多次因道德違規而受到華盛頓司法行為委員會制裁
的現任地區法院法官。他得到了所有金郡地區法院法官的最低業績
評級（4個類別中有3類評價在「尚可接受」以下），並且24年來並
沒有競爭對手。

進入法學院前，我在國家科學基金會擔任物理教授的工作。我在
法庭上負責任地處理技術相關問題方面頗有經驗。我是社區扶輪
社、CASA、SEED藝術以及基督教男青年會的志願者。我為法庭帶來
對於正義的滿腔熱情，並致力於維持法庭的誠信之氣。 

希望您能為我投上一票。

 Phillip Tavel 
 PO Box 20644 
 Seattle WA  98102 

 (206) 949-8680 
 ptavel@gmail.com 
    www.givethegaveltotavel.com

學歷：惠特沃思大學學士學位；西雅圖大
學法學院法學學位。

職業：金郡地區法院法官。

聲明：經驗豐富 – 曾連續六界入選金郡地區法院的Mark Chow法
官，是華盛頓州首位贏得地區法院選舉的亞裔美籍人士。Chow法官
曾在私人律師業做過律師、擔任過西雅圖市長辦公室法律顧問以及
金郡副檢控官。他協助成立了全國首個為患有精神健康障礙的當事
人提供入獄替代性處罰的法庭。金郡精神健康法庭在降低對患有精
神疾病的當事人刑事定罪力度方面是一項先鋒措施，該法庭以保持
社區安全性為重點。

為社區貢獻力量 – 出生在西雅圖的Chow法官曾受聘在其父母的餐
廳——Ruby Chow’s工作，在那裏，他了解到了努力工作與家庭的
價值。他的父母教會了他始終努力工作並為我們的社區自豪地提供
服務的重要性。自此，Chow法官逐漸被其家庭終身為公眾及社區奉
獻的理念所薰陶。

Chow法官得到了超過140位現任及前任華盛頓州法官的支持，其中包
括華盛頓州最高法院的八位成員、金郡郡長Dow Constantine以及西
雅圖市長Ed Murray。

 Mark C. Chow 
 PO Box 19826 
 Seattle WA  98109 

     judgemarkchow@hotmail.com 
 www.judgemarkchow.com 



金郡選舉部對聲明、辯論或反駁内容的有效性或正確性概
不負責。24 西選區

第3號法官席位

學歷：西雅圖大學法學博士（1983）；華
盛頓大學文學士（1980）；西華盛頓大學文學士
（1975）

職業：金郡地區法院法官（西區）

聲明：2000年，Art Chapman法官首次被選入西雅圖市法院任職，
並於2002年首次被選入金郡地區法院。他一直擔任西區主審法官職
位並在該法院的執行委員會任職。他的職責包括處理刑事及民事案
件，在此期間，他有六年處理精神健康法庭問題及眾多調查聽證會
的經驗。他主張針對適宜的罪犯開設醫療法庭並創立監禁替代法
案。

Chapman法官工作勤奮，在預算緊張時期，堅持高效率處理大量的
法院案件管理工作。他十分關心公共安全問題、深知在處理糾紛時
提供公平決議的重要性，並竭力保護所有公民的權利。金郡需要
Chapman法官的努力來維持我們所期望的較高法庭正義標準。

Chapman法官以榮譽學員身份畢業於法學院，並於1983年進入律師
業。他的履歷包括五年的刑事檢控官、九年的民事訴訟經驗以及兩
年的聯邦法律職員經驗。2002年，眾多律師協會都評價他為「極其
勝任」該職位。

如能得到您的支持與信任，Chapmanis法官將感到非常地榮幸。請為
他投上一票。

 Art Chapman 
 1615 Peach Ct E 
 Seattle WA  98112 

 (206) 660-4714 
 Chapmart@gmail.com 
    



Jurisdiction King County Elections is not authorized to edit statements, 
nor is it responsible for the contents therein.

金郡選舉部對聲明、辯論或反駁内容的有效性或正確性概
不負責。 25西選區

第3號法官席位

學歷：西雅圖大學法學博士（1983）；華
盛頓大學文學士（1980）；西華盛頓大學文學士
（1975）

職業：金郡地區法院法官（西區）

聲明：2000年，Art Chapman法官首次被選入西雅圖市法院任職，
並於2002年首次被選入金郡地區法院。他一直擔任西區主審法官職
位並在該法院的執行委員會任職。他的職責包括處理刑事及民事案
件，在此期間，他有六年處理精神健康法庭問題及眾多調查聽證會
的經驗。他主張針對適宜的罪犯開設醫療法庭並創立監禁替代法
案。

Chapman法官工作勤奮，在預算緊張時期，堅持高效率處理大量的
法院案件管理工作。他十分關心公共安全問題、深知在處理糾紛時
提供公平決議的重要性，並竭力保護所有公民的權利。金郡需要
Chapman法官的努力來維持我們所期望的較高法庭正義標準。

Chapman法官以榮譽學員身份畢業於法學院，並於1983年進入律師
業。他的履歷包括五年的刑事檢控官、九年的民事訴訟經驗以及兩
年的聯邦法律職員經驗。2002年，眾多律師協會都評價他為「極其
勝任」該職位。

如能得到您的支持與信任，Chapmanis法官將感到非常地榮幸。請為
他投上一票。

 Art Chapman 
 1615 Peach Ct E 
 Seattle WA  98112 

 (206) 660-4714 
 Chapmart@gmail.com 
    

西選區

第4號法官席位

學歷：聖何西（San Jose）州大學學士及
工商管理碩士學位；聖大克拉拉（Santa Clara）大學法學院法學
博士

職業：金郡地區法院法官——西雅圖

聲明：1994年六月，Eileen Kato接受任命到金郡地區法院工作。她
積極參與州、全國以及國際司法與法律組織。她加入的組織有：華
盛頓州司法管理委員會、區及市法院法官協會（主席）、國家司法
學院（教員）、ABA特殊法院法官司法組會議（主席）、全國州級法
院中心及正義問題委員會（理事）、全國亞太裔美國律師協會司法
委員會（主席），以及國際司法培訓組織（副司庫）。她還持續以
董事會成員、志願者的身份積極參與社區活動，並經常向青年人、
社區居民及律師協會人士發表演講。

「二十多年來，能夠以金郡地區法院法官的身份為大家提供服務，
是我的榮幸。作為我們社區的一名法官，我所重點關注並努力解決
的問題就是：不論種族、性別、經濟狀況或身體狀況如何，都要對
進入法庭的每一個人以禮相待，以確保提供公平公正的司法協助。
作為社區法官，我承諾在每一個案件中奉行公平、正義之風。」 

 Eileen A. Kato 
 1000 2nd Avenue, Suite 2950 
 Seattle WA  98104 

 (240) 670-5286 
 reelectjudgekato@gmail.com 
 www.reelectjudgekato.com 



26 金郡選舉部對聲明、辯論或反駁内容的有效性或正確性概
不負責。西選區

第5號法官席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
（1981）；華盛頓大學文學士（1978）

職業：金郡地區法院法官（西雅圖）

聲明：我想要告訴大家地區法院為金郡公民付出了多少辛勤的勞
動。我們處理了諸如受影響下的駕駛行為與家庭暴力問題等大量的
交通違規行為、刑事案件，涉案價值為75,000美元的民事案件，小
型索賠案件以及保護令的簽發。我們是人民的法院。

多年來，法院的預算一直在減少。我們以創新、慈悲的方式回應每
一個案件。我們曾利用規模經濟和專業知識對案件進行過合併處
理。我們建立了諸如統一呼叫中心與電子法庭記錄等一流技術。未
來，我們將研究出法庭檔案的電子存檔技術，並透過技術改革提高
公眾得到司法協助的便利性。

我們的工作就是解決問題。我們的許可續發法庭協助人們得到許
可。我們的家庭暴力法庭能夠以專業知識和密切監測迅速作出回
應。我們出色的區域精神健康法庭改善了精神疾病患者的生活，從
而提高了穩定性，並降低了精神疾病患者的累犯率及入獄率。我們
的退伍老兵法庭為曾經服務過我們的人士提供服務。地區法院的法
官及工作人員均全心全意致力於透過高品質的法庭工作解決問題、
改善生活品質。

 

 Anne C. Harper 
 1700 7th Ave #116 PO Box 268 
 Seattle WA  98101 

 (206) 300-9151 
 anne.harper@comcast.com 
 www.JudgeAnneHarp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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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負責。西選區

第5號法官席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
（1981）；華盛頓大學文學士（1978）

職業：金郡地區法院法官（西雅圖）

聲明：我想要告訴大家地區法院為金郡公民付出了多少辛勤的勞
動。我們處理了諸如受影響下的駕駛行為與家庭暴力問題等大量的
交通違規行為、刑事案件，涉案價值為75,000美元的民事案件，小
型索賠案件以及保護令的簽發。我們是人民的法院。

多年來，法院的預算一直在減少。我們以創新、慈悲的方式回應每
一個案件。我們曾利用規模經濟和專業知識對案件進行過合併處
理。我們建立了諸如統一呼叫中心與電子法庭記錄等一流技術。未
來，我們將研究出法庭檔案的電子存檔技術，並透過技術改革提高
公眾得到司法協助的便利性。

我們的工作就是解決問題。我們的許可續發法庭協助人們得到許
可。我們的家庭暴力法庭能夠以專業知識和密切監測迅速作出回
應。我們出色的區域精神健康法庭改善了精神疾病患者的生活，從
而提高了穩定性，並降低了精神疾病患者的累犯率及入獄率。我們
的退伍老兵法庭為曾經服務過我們的人士提供服務。地區法院的法
官及工作人員均全心全意致力於透過高品質的法庭工作解決問題、
改善生活品質。

 

 Anne C. Harper 
 1700 7th Ave #116 PO Box 268 
 Seattle WA  98101 

 (206) 300-9151 
 anne.harper@comcast.com 
 www.JudgeAnneHarper.com 

西雅圖市

市法院第1號法官席位

「作為西雅圖市法院的法官，在過去四年
能夠為西雅圖的市民服務是一種榮幸，我希望能夠延續這種榮 幸。
」 

西雅圖市法院是本州最繁忙的市立法院。在預算限制範圍內，我為
法庭帶來了創新性的改革，使之現代化，並提升了法庭的效率，實
施了新計劃，向大眾展示了我們對公正和責任的承諾。  

在過去兩年內，我負責安排了法庭全日制的家庭暴力案件工作表。
我已在國家司法研究所完成了有關家庭暴力的高等司法訓練，並利
用我的經驗提供高效率和公正的裁定，使犯罪分子受到制裁，並讓
他們的生活能夠產生積極變化。 

我是西雅圖的永久居民，畢業於華盛頓州大學和西雅圖大學的法學
院。我志願參加了很多有利於社區的組織，在我們當地的法學院中
擔任法官參與模擬審判和模擬法庭競賽。  

我已收到金郡民主黨中央委員會、第34、37和46區民主黨人、選舉
的官員和社區領導人的支持書。我感謝各位給予我的信任並願意在
未來四年繼續支持我，有了您的支持，我會繼續用公平的態度和憐
憫心實現司法公正，贏得您的尊重。  

感謝您的支持！我期待著繼續為西雅圖市民服務。 

 Ed McKenna 
 PO Box 23037 
 Seattle WA  98102 

 (206) 395-5114 
 edmckennaforjudge@comcas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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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法院第2號法官席位

職業：臨時法官、律師、小企業主。

學歷：文學士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西雅圖大學法學院，法學
博士。

聲明：近十年裏，Jon Zimmerman代理了數千名客戶在市、區和高等
法庭的各類案件。他同時為政府和私人工作。在三年的時間裏，他
定期在市法庭定期擔任臨時法官，並在大小律所任職。Jon擔任了數
百名移民的代理律師，其中一些移民受到不公正待遇，還有一些不
信任我們法律體系的公正性。Jon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民、部落
人士、單親父母、企業主、老年人和學生爭取權益。Jon擁有我們改
革法庭所需的深厚經驗，能夠使法庭更高效率、更便捷，並能夠更
快地回應法庭服務的社區。

我們的法官必須有足夠的能力且公正。Jon的對手在近期的金郡律師
協會司法評估調查中，收到了西雅圖所有市法庭法官提供的最差表
現評價，她連續16年獲得最低評分。  

相反，Jon Zimmerman因其公正的態度和關注實現公正結果的表現，
以及寬容、耐心和尊重地對待每一個人獲得了良好的聲譽。  

Jon是一名積極的志願者，透過華盛頓州律師協會對軍事人員群體的
協助為退伍軍人提供協助，他還在金郡律師協會的家庭法中心和西
雅圖大學司法研究所入學處提供無償協助。他同時也擔任Big Pals
志願者。

作為一名法官，Jon將利用自己的經驗為我們的市立法庭帶來積極影
響：增加獲得公正的機會，讓我們的法庭更高效率，為法官帶來反
饋。  

Jon Zimmerman是我們需要和值得擁有的改變。

第46區民主黨、卡車司機聯合委員會28，參議員Adam Kline，議員 
Reuven Carlyle，議員 Jessyn Farrell，議員 Drew Hansen，法官
Peter Nault，法官Patrick O’Malley，法官John McCarthy，法官
Tony Wartnik (ret.)，檢察官，辯護律師和社區支持者已表達了支
持。 

 Jon M. Zimmerman 
 PO Box 9100 
 Seattle WA  98118 

   info@jonforjudge.org 
 www.jonforjudge.org 

 現任首席法官C. Kimi Kondo自1990年開始
為西雅圖的人民服務。被Loren Miller和金郡律師協會評為「非常
優秀」的她目前擔任精神健康法庭法官，管理主陪審團工作安排。
請瀏覽www.ckimikondo.com了解更多資訊、目前評級和推薦。

「實現司法公正要求被告和受害者的案件得到公平、公正和及時的
審理。這些正是我的核心價值。」

「選擇進入治療性精神健康法庭的被告與衛生保健專業人員、社會
服務機構和住房機會相關聯。社區安全性得以提升。為納稅人節省
了重複監禁經常無家可歸和沒有任何資源的人口的高成本。」 

法官Kondo主持審理了數百件家庭暴力、酒後駕車和一般的陪審團案
件。她裁定了數千個提案、法官審理案件和財產轉讓案件。  

作為DOJ警務改革危機干預委員會的成員，她與刑事審判合作夥伴
合作，修訂了供需要應對有行為危機的人員的官員使用的訓練協
議。2013年，她為法官制訂了公平的搜查令輪流當值制度，以應對
日益增加的刑事案件搜查令申請數量。在關鍵時刻，搜查令可透過
電話申請，並透過電子郵件審核。 

「由於法律規定的變更，對酒精、大麻和毒品搜查令的申請數量已
上升。西雅圖官員現在能夠保證法官們能夠全天候當值，包括節假
日，以審核宣誓書並發佈搜查令。」

作為首席法官，她監管法庭從本市常規基金獲得的2780萬美元預算
和4550萬美元收益。其他六名法官和全體地方官員均認同她的領
導，每月參加法官及律師會議的辯護律師和檢察官也是如此。  

法官Kondo長期居住在中央區，致力於實現種族和性別正義，以及華
盛頓州法庭的多樣性。所有西雅圖的市法院法官、市長Ed Murray、
眾多的市議會成員，以及華盛頓州最高法院的九名法官均支持她的
留任。 

「我很高興支持法官Kondo再次參加西雅圖市法院的法官選舉，」法
官Mary Yu說。「我鼓勵選民繼續利用她的知識、經驗和領導力。」

金郡民主黨人，第11、32、34、37、36和43區民主黨，青年民主
黨，MLK勞工委員會，大都會民主俱樂部和婦女政治會議均支持她的
留任。全州的很多法官和社區領導人也支持她的參選。 

 C. Kimi Kondo 
 PO Box 20434 
 Seattle WA  98102 

 (206) 838-4970 
 votejudgekondo@gmail.com 
 www.ckimikond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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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法院第2號法官席位

職業：臨時法官、律師、小企業主。

學歷：文學士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西雅圖大學法學院，法學
博士。

聲明：近十年裏，Jon Zimmerman代理了數千名客戶在市、區和高等
法庭的各類案件。他同時為政府和私人工作。在三年的時間裏，他
定期在市法庭定期擔任臨時法官，並在大小律所任職。Jon擔任了數
百名移民的代理律師，其中一些移民受到不公正待遇，還有一些不
信任我們法律體系的公正性。Jon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民、部落
人士、單親父母、企業主、老年人和學生爭取權益。Jon擁有我們改
革法庭所需的深厚經驗，能夠使法庭更高效率、更便捷，並能夠更
快地回應法庭服務的社區。

我們的法官必須有足夠的能力且公正。Jon的對手在近期的金郡律師
協會司法評估調查中，收到了西雅圖所有市法庭法官提供的最差表
現評價，她連續16年獲得最低評分。  

相反，Jon Zimmerman因其公正的態度和關注實現公正結果的表現，
以及寬容、耐心和尊重地對待每一個人獲得了良好的聲譽。  

Jon是一名積極的志願者，透過華盛頓州律師協會對軍事人員群體的
協助為退伍軍人提供協助，他還在金郡律師協會的家庭法中心和西
雅圖大學司法研究所入學處提供無償協助。他同時也擔任Big Pals
志願者。

作為一名法官，Jon將利用自己的經驗為我們的市立法庭帶來積極影
響：增加獲得公正的機會，讓我們的法庭更高效率，為法官帶來反
饋。  

Jon Zimmerman是我們需要和值得擁有的改變。

第46區民主黨、卡車司機聯合委員會28，參議員Adam Kline，議員 
Reuven Carlyle，議員 Jessyn Farrell，議員 Drew Hansen，法官
Peter Nault，法官Patrick O’Malley，法官John McCarthy，法官
Tony Wartnik (ret.)，檢察官，辯護律師和社區支持者已表達了支
持。 

 Jon M. Zimmerman 
 PO Box 9100 
 Seattle WA  98118 

   info@jonforjudge.org 
 www.jonforjudge.org 

 現任首席法官C. Kimi Kondo自1990年開始
為西雅圖的人民服務。被Loren Miller和金郡律師協會評為「非常
優秀」的她目前擔任精神健康法庭法官，管理主陪審團工作安排。
請瀏覽www.ckimikondo.com了解更多資訊、目前評級和推薦。

「實現司法公正要求被告和受害者的案件得到公平、公正和及時的
審理。這些正是我的核心價值。」

「選擇進入治療性精神健康法庭的被告與衛生保健專業人員、社會
服務機構和住房機會相關聯。社區安全性得以提升。為納稅人節省
了重複監禁經常無家可歸和沒有任何資源的人口的高成本。」 

法官Kondo主持審理了數百件家庭暴力、酒後駕車和一般的陪審團案
件。她裁定了數千個提案、法官審理案件和財產轉讓案件。  

作為DOJ警務改革危機干預委員會的成員，她與刑事審判合作夥伴
合作，修訂了供需要應對有行為危機的人員的官員使用的訓練協
議。2013年，她為法官制訂了公平的搜查令輪流當值制度，以應對
日益增加的刑事案件搜查令申請數量。在關鍵時刻，搜查令可透過
電話申請，並透過電子郵件審核。 

「由於法律規定的變更，對酒精、大麻和毒品搜查令的申請數量已
上升。西雅圖官員現在能夠保證法官們能夠全天候當值，包括節假
日，以審核宣誓書並發佈搜查令。」

作為首席法官，她監管法庭從本市常規基金獲得的2780萬美元預算
和4550萬美元收益。其他六名法官和全體地方官員均認同她的領
導，每月參加法官及律師會議的辯護律師和檢察官也是如此。  

法官Kondo長期居住在中央區，致力於實現種族和性別正義，以及華
盛頓州法庭的多樣性。所有西雅圖的市法院法官、市長Ed Murray、
眾多的市議會成員，以及華盛頓州最高法院的九名法官均支持她的
留任。 

「我很高興支持法官Kondo再次參加西雅圖市法院的法官選舉，」法
官Mary Yu說。「我鼓勵選民繼續利用她的知識、經驗和領導力。」

金郡民主黨人，第11、32、34、37、36和43區民主黨，青年民主
黨，MLK勞工委員會，大都會民主俱樂部和婦女政治會議均支持她的
留任。全州的很多法官和社區領導人也支持她的參選。 

 C. Kimi Kondo 
 PO Box 20434 
 Seattle WA  98102 

 (206) 838-4970 
 votejudgekondo@gmail.com 
 www.ckimikondo.com 

西雅圖市

市法院第3號法官席位

「我相信法律的公平、公正和富於同情心
的執行力。我知道花時間審理每個案件並認真思考法庭程序對出庭
人員生活帶來的影響非常重要。我相信我們的司法制度可改善我們
的社區，並應始終保護公眾的安全。」

法官Rosen過去四年透過選舉在西雅圖市法院擔任法官一職。市民
最有可能與西雅圖市法院接觸，而法庭中發生的一切會影響每一個
人。法院每年處理成百上千的交通案件，以及數千起涉及家庭暴
力、盜竊、酒醉駕車和臨時駕照吊銷的案件。  

在選舉成為法官後，法官Rosen在私人律所處理複雜的民事案件和
輕罪刑事案件。在私人執業之前，他曾擔任負責起訴性暴力掠奪者
的首席檢察官助理。他曾就讀於明尼蘇達大學法學院和華盛頓州大
學。

在他的任期內，法官Rosen在法院系統內的多個委員會任職。他目前
任職於法官和法院行政事務官委員會，致力於更新全州範圍內的法
院電腦系統。他在金郡律師協會2014年司法表現調查中，得到了協
會律師的極高評價。  

法官Rosen還是一位忠誠的丈夫和可靠的父親，他已與家人在西雅圖
東北區生活了20年。他的孩子們在公立學校上學，他定期在高中模
擬審判活動中擔任志願者。

法官Rosen再一次被選為西雅圖市法院的法官。

 Steve Rosen 
 PO Box 12066 
 Seattle WA  98102 

 (206) 607-9404 
 manager@electjudgerosen.com 
 www.electjudgeros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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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法院第4號法官席位

 透過1991年的非候選人投票當選後，我踐
行了我的承諾，堅持了嚴格但公正的工作作風。在沒有異議者的情
況下，我想討論一下優秀法官和法院應具備的要素。

我們法官的任務是確保全體人民不受到政府的過分干預，讓全體人
民在不受特殊利益團體和政黨影響的情況下接受法律裁定。因此，
一名優秀的法官應該勇敢而謙遜；能夠在法庭上依據法律和各種情
況作出艱難決定。這意味著不屈服於政治壓力；不嘗試取悅任何一
方。這要求理智上的誠實和正直。 

優秀的法官是服務式領導；不會尋求權勢和威望；擁有豐富的法律
知識，能夠接受繼續教育。 

您怎樣決定為誰投出自己的一票？您尋求的是多年的經驗。經驗能
夠帶來智慧和自信，從而在不受政治壓力影響的情況下做出公正和
公平的審判。我們需要懂得權衡經驗的明智法官，他們準備和已經
為各自的社區提供服務。

不僅只關注金郡民意測驗等支持率民調。即便是法庭也會注意不使
用他們的民意測驗來評估待選舉的法官，因為這些資料從統計學的
角度看不可靠。要警惕那些把更多精力用在與質疑者辯論而非陳述
本身資質的人。要提防那些因為迫切想「贏得」選舉而不惜採取一
切手段和花費大量金錢的人。

儘管司法資源減少，資金不足，我們的法院仍然能夠透過及時、高
效率和令人尊重的方式為西雅圖的市民實現正義。和我們同樣公正
的合作夥伴一起，我們找到創新的方法來應對刑事司法系統面臨的
各種挑戰，例如：日間報告服務的擴展，社區法院和退役軍人法庭
的提升，家庭暴力和精神健康工作表的分離。我們能讓您及時獲得
陪審團審判，這是我們的主要憲法訓令。在法官的領導下，我們的
地方法官管理民事違法行為，包括透過郵件完成裁定，為市民節省
時間和前往法院的交通費。請放心，我們現在的西雅圖市法院法官
會為您提供優質服務。

 Judith Montgomery Hightower 
 4547 Rainier Ave S #921 
 Seattle WA  98118 

 (206) 434-9879 
 judgehightower@gmail.com 
 www.judgejudithhightow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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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郡選舉部對聲明、辯論或反駁内容的有效性或正確性概
不負責。 31西雅圖市

市法院第4號法官席位

 透過1991年的非候選人投票當選後，我踐
行了我的承諾，堅持了嚴格但公正的工作作風。在沒有異議者的情
況下，我想討論一下優秀法官和法院應具備的要素。

我們法官的任務是確保全體人民不受到政府的過分干預，讓全體人
民在不受特殊利益團體和政黨影響的情況下接受法律裁定。因此，
一名優秀的法官應該勇敢而謙遜；能夠在法庭上依據法律和各種情
況作出艱難決定。這意味著不屈服於政治壓力；不嘗試取悅任何一
方。這要求理智上的誠實和正直。 

優秀的法官是服務式領導；不會尋求權勢和威望；擁有豐富的法律
知識，能夠接受繼續教育。 

您怎樣決定為誰投出自己的一票？您尋求的是多年的經驗。經驗能
夠帶來智慧和自信，從而在不受政治壓力影響的情況下做出公正和
公平的審判。我們需要懂得權衡經驗的明智法官，他們準備和已經
為各自的社區提供服務。

不僅只關注金郡民意測驗等支持率民調。即便是法庭也會注意不使
用他們的民意測驗來評估待選舉的法官，因為這些資料從統計學的
角度看不可靠。要警惕那些把更多精力用在與質疑者辯論而非陳述
本身資質的人。要提防那些因為迫切想「贏得」選舉而不惜採取一
切手段和花費大量金錢的人。

儘管司法資源減少，資金不足，我們的法院仍然能夠透過及時、高
效率和令人尊重的方式為西雅圖的市民實現正義。和我們同樣公正
的合作夥伴一起，我們找到創新的方法來應對刑事司法系統面臨的
各種挑戰，例如：日間報告服務的擴展，社區法院和退役軍人法庭
的提升，家庭暴力和精神健康工作表的分離。我們能讓您及時獲得
陪審團審判，這是我們的主要憲法訓令。在法官的領導下，我們的
地方法官管理民事違法行為，包括透過郵件完成裁定，為市民節省
時間和前往法院的交通費。請放心，我們現在的西雅圖市法院法官
會為您提供優質服務。

 Judith Montgomery Hightower 
 4547 Rainier Ave S #921 
 Seattle WA  98118 

 (206) 434-9879 
 judgehightower@gmail.com 
 www.judgejudithhightower.com 

西雅圖市

市法院第5號法官席位

 法官Willie Gregory的辛勤工作和符合倫
理的裁定為其贏得了極高的聲譽。他牢固掌握法律知識，在法庭上
耐心寬容，具備豐富的法庭經驗。  

法官Gregory在其25年的法律職業生涯中擔任過多種角色：法官、
臨時法官、辯護律師、經理、主管和教師。在他擔任憲兵軍官時對
司法系統產生了興趣，在那時他培養出強有力的領導技巧。法官
Gregory 1986年從亞利桑那州大學畢業，獲得學士學位，隨後搬往
普吉灣地區，在當地的法學院學習。他於1989年獲得了西雅圖大學
(SU)法學院頒發的法學博士學位。

在協助民眾的意願激勵下，他在西雅圖天主教社區服務的法律行動
中心和長榮法律服務部實習。隨後，他加入了被告律師協會(ACA)。
在這裏，他擔任審判律師和主管，獲得了寶貴的經驗。2003年離開
ACA後，他在ACA董事會任職5年，在2010年被選舉擔任法官之前，一
直是一名成功的私人執業律師。

多年以來，法官Gregory在華盛頓州大學的法學院和辯護學國家研究
所教授辯護學課程。他繼續教授律師繼續教育課程，並繼續延續導
師/學員的關係。他在教學中強調以專業和道德的方式完成準備和執
業是辯護律師的責任。他的模範式指導在2006年使他得到了金郡律
師協會的年輕律師部的表彰。

法官Gregory積極參與其社區內的多個董事會，其中包括西雅圖大
學法學院校友董事會；他還是多個法律組織的成員，包括Loren 
Miller律師協會、西雅圖William Dwyer律師公會、區府和市府法官
協會(DMCJA)；他為DMCJA的法規和長期規劃委員會工作，並擔任多
樣化委員會主席。

法官Gregory透過法律分析、充滿同理心的傾聽和公平無私的脾性，
在法庭上呈現他的各種經驗。他審理的每個案件都各有優點，雙方
都有機會陳述自己的案情，而案件涉及的市民的想法都會得到傾聽
和尊重。

法官Gregory赋有同情心、道德、敬業和公正。我們懇請大家重新選
舉法官Willie Gregory出任西雅圖市法院的第5號法官席位。 

 Willie Gregory 
 PO Box 20502 
 Seattle WA  98102 

 (206) 276-7966 
 info@WillieGregoryforJudge.com 
 www.WillieGregoryforJudge.com 



金郡選舉部對聲明、辯論或反駁内容的有效性或正確性概
不負責。32 西雅圖市

市法院第6號法官席位

 Karen Donohue自2011年起在西雅圖市法
院任職。 

過去四年裏，法官Donohue主要負責家庭暴力案件，退役軍人優撫法
庭和社區法庭。與我們社區公正的合作夥伴一起，她致力於加強這
類特殊法庭。她目前正處於助理首席法官的第二任期，並加入了多
個內部委員會，包括執行委員會。法官Donohue也是法院電子法院案
卷委員會的司法領導，負責實現法院無紙化。  

法官Donohue是各級教育的支持者。她擔任太平洋科技中心日間夏令
營的志願者，教導四至六年級學生有關西雅圖市法院的知識。在成
為法官後不久，法官Donodue與他人聯合成立了西雅圖青少年交通法
庭，目前也擔任該法庭的聯合主任，加菲爾德(Garfield)高中的學
生在該法庭上可了解法庭程序，而青少年駕駛員將了解安全駕駛的
重要性。她還是西雅圖YMCA模擬法庭的志願者，負責與法學院的學
生交流，並參與金郡兒童法庭的活動。

在法庭上，法官Donodue教導接受她裁定的人員他們享有的權利和在
社區中能夠利用的社會服務，並教導家庭暴力受害者他們享有的權
利和受保護的機會。她擔任全州範圍內區府和市府法官協會教育委
員會的聯合主席，是法院在地區法律、安全和公正委員會上的司法
代表。  

我們的司法制度保護個人權利和社會價值。法官Donohue努力維護我
們的法律，公正對待每個人，並尊重每一位接受其裁定的人員。   

早期推薦包括：金郡民主黨人士、金郡青年民主黨，第11、32、34
、36、37、43和46區民主黨人士和國家婦女政治會議。  

法官Donohue是西雅圖的永久居民，她畢業於羅斯福(Roosevelt)高
中、華盛頓州大學和西雅圖大學法學院。她非常珍惜在未來四年繼
續為西雅圖市民服務的機會。  

 Karen Donohue 
 PO Box 20664 
 Seattle WA  98102 

 (206) 486-0166     



Jurisdiction King County Elections is not authorized to edit statements, 
nor is it responsible for the contents therein.

金郡選舉部對聲明、辯論或反駁内容的有效性或正確性概
不負責。 33西雅圖市

市法院第6號法官席位

 Karen Donohue自2011年起在西雅圖市法
院任職。 

過去四年裏，法官Donohue主要負責家庭暴力案件，退役軍人優撫法
庭和社區法庭。與我們社區公正的合作夥伴一起，她致力於加強這
類特殊法庭。她目前正處於助理首席法官的第二任期，並加入了多
個內部委員會，包括執行委員會。法官Donohue也是法院電子法院案
卷委員會的司法領導，負責實現法院無紙化。  

法官Donohue是各級教育的支持者。她擔任太平洋科技中心日間夏令
營的志願者，教導四至六年級學生有關西雅圖市法院的知識。在成
為法官後不久，法官Donodue與他人聯合成立了西雅圖青少年交通法
庭，目前也擔任該法庭的聯合主任，加菲爾德(Garfield)高中的學
生在該法庭上可了解法庭程序，而青少年駕駛員將了解安全駕駛的
重要性。她還是西雅圖YMCA模擬法庭的志願者，負責與法學院的學
生交流，並參與金郡兒童法庭的活動。

在法庭上，法官Donodue教導接受她裁定的人員他們享有的權利和在
社區中能夠利用的社會服務，並教導家庭暴力受害者他們享有的權
利和受保護的機會。她擔任全州範圍內區府和市府法官協會教育委
員會的聯合主席，是法院在地區法律、安全和公正委員會上的司法
代表。  

我們的司法制度保護個人權利和社會價值。法官Donohue努力維護我
們的法律，公正對待每個人，並尊重每一位接受其裁定的人員。   

早期推薦包括：金郡民主黨人士、金郡青年民主黨，第11、32、34
、36、37、43和46區民主黨人士和國家婦女政治會議。  

法官Donohue是西雅圖的永久居民，她畢業於羅斯福(Roosevelt)高
中、華盛頓州大學和西雅圖大學法學院。她非常珍惜在未來四年繼
續為西雅圖市民服務的機會。  

 Karen Donohue 
 PO Box 20664 
 Seattle WA  98102 

 (206) 486-0166     

西雅圖市

市法院第7號法官席位

 西雅圖是一個偉大的城市。西雅圖的人民
值得擁有敬業、辛勞、優秀的公職官員，他們了解公眾選舉他們的
目的是讓他們為公眾服務。 

在過去15年裏，我擔任刑事辯護和移民律師，為我們最弱勢的居民
提供法律服務。在過去5年裏，我也是一名為區法院和市法院工作
的臨時法官。透過我在社區中的努力，我與本市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建立了緊密的關係。我們共同參與到公共安全的改善行動中，我計
劃利用這些關係建立公眾對司法制度的信任和信心。「所有人的公
正」不應只是一句口號。  

我的對手稱法官「必須負起責任」。但是，在過去十年裏，我的對
手一直被評為金郡表現最差的法官之一。他有只兼職工作但領全職
薪水的記錄，他近年來幾乎從未參與任何強制性的法官會議，未履
行與法官同事合作的職責。2012年，他的法官同事取消了他的首席
法官職位資格。是時候改變了。西雅圖需要能夠全職工作並具備領
導力的法官，需要他們解決對我們的刑事司法體系造成損毀的問
題。

金郡律師協會、Latina/o和Loren Miller律師協會以及喀拉佐
(Cardozo)協會對我的評價一直是「非常優秀」。我為自己的黎巴嫩
血統感到自豪，同時我也了解多元化的法官背景還必須結合卓越、
勤勞和正直的品質。如果我當選，我將在每一天為西雅圖踐行這些
品質。

選擇的推薦：  

市議會成員：Sally Bagshaw、Tim Burgess、Sally Clark、Jean 
Godden、Nick Licata、Mike O’Brien。郡議會成員：Rod 
Dembowski、Joe McDermott、Dave Upthegrove。執法人：司法長官
John Urquhart，前美國律師Kate Pflaumer，華盛頓員警與司法長
官委員會。社區領導：Pramila Jayapal、Estela Ortega、Gerald 
Hankerson、Kris Hermanns。勞工部：Machinists Lodge 751
，Carpenters Local 30，ATU 587，SEIU 775NW，MLKC Labor 
Council。民主黨：金郡民主黨人和青年民主黨人，第11、34、37和
46位民主領導人。其他選出的領導：參議院領袖Sharon Nelson
（第34位領袖），參議員David Frockt（第46位領袖），議員 
Brady Walkinshaw（第43位領袖），財政部長Jim McIntire。 

數百位社區領導人、律師和選出的官員等。完整的推薦清單位
於：www.shadidforseattle.com。

 Damon Shadid 
 PO Box 20084 
 Seattle WA  98102 

 (424) 265-8343 
 shadidforseattle@gmail.com 
 www.shadidforseattle.com 

 我於1989年被選舉擔任西雅圖市法院的法
官。感謝各位讓我有幸在過去25年裏為我熱愛的城市和人民服務。

在我的整個職業生涯中，我一直積極參與社區活動：我在當地高中
啟動生活技能學習計劃，我在數個董事會任職，其中包括金郡兄弟
會，我在西雅圖大學和北西雅圖學院教授法律課程，我為南西雅圖
的移民社區擔任諮詢律師，並領導展開免費的辯護學研討會，協助
人們更好地理解和使用法律。 

作為法官，我在華盛頓州建立了首個社區法庭。非暴力的輕罪違法
者被分派參加社區服務，並與解決他們犯罪行為根本原因的社會服
務建立連絡，而非被送入監獄。 

身為退役軍人，我始終很關心因嚴重精神健康問題而出庭受審的退
役軍人數量，在很多情況下，這類精神問題是由於PTSD造成。我協
助建立了退役軍人法庭，在這裏退役軍人有機會在處理犯罪問題的
同時，獲得繼續生存所需的必要協助。我相信退役軍人一直在支援
我們的國家，而我們的法庭也需要為他們提供支援。

我還建立了日間報告計劃，解決出庭法規遵循性問題。很多無家可
歸的被告由於錯過了之前的出庭日期而被關押在監獄中。日間報告
利用現有城市員工完成每日的報到工作，提醒他們即將到來的出庭
日期，使他們免受因錯過出庭日期而被監禁的困擾。這個計劃節省
了超過200萬美元的監獄成本，同時為危險的犯罪分子留出了監獄床
位。

社區法庭、退役軍人法庭和日間報告已被驗證能夠比傳統的刑事司
法程序更有效地降低再犯率，同時仍然能夠解決接受我審理的人員
的實際問題。 

作為法官，我很嚴格，但也很公正，出色的成績有目共睹。我有著
豐富的法庭經驗，並以正直為表率，透過辛勤工作，推行了多種反
映城市價值的計劃。我將繼續實行機構改革，更有效地減少犯罪，
節省資金，以及更重要的是，挽救更多生命。 

如果您能為我投上一票，我將倍感榮幸。

推薦包括： 

州立高等法院法官Barbara Madsen和Susan Owens，第1組上訴首席
法官Michael Spearman，馬丁路德金郡勞工委員會和金郡民主黨
人。

 Fred Bonner 
 PO Box 22573 
 Seattle WA  98122 

 (206) 550-7637 
 contact@judgebonner.com 
 www.judgebonn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