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手册提供的信息将帮助您理解您在移民遣返过程中的权利，并将有助于您做好准备，做

出正确的决定，更好地参与辩护。请记住：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本手册并不提供法律性建议，不能替代符合资格的法律帮助。 

本手册由专职帮助受拘留移民理解其法律权利的人权律师与机构编写。 

本手册将帮助您理解基本法律程序和移民法庭；您是否可能合法留下美国；获得保证金或

获释；或被迅速遣返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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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建议，或希望获得更多法律信息，请与我们联系： 
 

Commission on Immigration（美国律师协会） 
Commission on Immigration（移民事务会） 

740 Fifteenth Street, NW, 9th Floor 
Washington, DC 20005-1022 

电话：(202) 442-3363 
传真：(202) 638-3844 

电邮： immcenter@americanbar.org 
网站： www.americanbar.org/immigration 

mailto:immcenter@americanbar.org
http://www.americanbar.org/im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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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律师协会授权本本资料可以全部或部分复制，用于高等学府或非盈利法律服务组织课

堂教学，要求其使用仅为提供信息、非商业目的，且任何此材料或其中部分复制时应说明

出处为ABA（美国律师协会），包括出版标题、作者及如下标志：“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美国律师协会授权翻印）  All rights 
reserved.”（保留所有权利）未经出版人事先书面允许，本刊所载任何部分不得复制、

保存于可检索系统，或以以任何形式及手段传送生成电子、机械、影印、录音，或其它方

式的文档。欲获得许可，请联系ABA版权部：www.abanet.org/reprint。 

本刊所含材料代表作者与编辑的意见，不得解释为美国律师协会立场，除非该协会依据此

材料做出相应制度。本刊所载信息不得视为具体案例的法律建议，读者负责从自己的法律

顾问处获取此类建议。这些材料及任何形式的协议仅为教育及信息目的用。 
 
 
© 美国律师协会 2013 
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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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的依据是《ABA理解您的权利视频》（2012），可访问本网站获得：

www.ambar.org/knowyour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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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了解你的权利 
 
A. 您需要知道什么：您的权利 
 
 移民法庭程序  
 您能合法留在美国吗？ 
 您能被保释或获释吗？ 
 您如何用最快的速度回国？ 

 
在法庭内 
 
在法庭内您通常会见到移民法官，政府律师和翻译人员。移民法官会留意听您（您的代理

人）和政府律师的陈述,然后会对您的个案做出决定。翻译人员会翻译每个人说的话，但

不能给您任何关于案件的建议。翻译人员的责任是将您告诉他们的话翻译给移民法官和政

府律师。所以，不要直接去问他们关于您案件的问题。 
 
移民法很复杂，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得到律师或“授权代理人”的帮助。 
 
 
 
 
 
 
 
 
 
 
 
 
 
B. 您需要知道什么：代理人 
 
 与律师的沟通是保密的 
 在移民法庭上不得出现“免费律师”或公设辩护人 
 可能有免费和低成本的服务-您可以索要名单 
 打给法律服务提供者的电话应该是免费的 

 
注意，您与律师或授权代理人的任何谈话都是严格保密的。律师或授权代理人不可以告诉

任何人关于您所说的话，除非先得到您的允许。 
 
虽然您有权利使用律师或授权代理人作为您移民诉讼案的代理人，但美国政府不会为您寻

找律师或支付律师费。您无权使用由政府付费的公设辩护人或法庭指定律师。如果您的个

案需要帮助，但无法承担律师费用，您可能得到免费或低成本的法律帮助。询问您的移民

律师： 

持有资格证， 能在法庭上代表您并给您法律建议的人。 
 
授权的代理人:  

—为非营利机构工作； 
—经过移民上诉委员会认证，并且 
—在律师监督下，能在法庭上代表您，并给您法律建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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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提防那些移民顾问或“公证人”，他们不得为您提供法律意见，而且会

给您的个案引发问题。 

 

注意！ 

如果您未满 18 岁，请告诉 ICE 官员和移民法官；您可能会得到特殊待

遇。 

 

法官或 ICE 官员索要可提供免费或低成本法律服务的律师和机构的名单。您有权在您被

拘留期间使用免费电话与这些律师通话。 
 
提防那些移民顾问或“公证人”，他们通常会假冒律师或假冒为律师工作。律师或授权代

理人通常可以提供能够代表您出庭的凭证。 
 
 
 
 
 
 
 
 
 
如果您将代表您自己，请您运用法律书库中的资源来准备您的个案。在必要时， 您也可

以向移民法官要求更多的时间来准备您的个案。 
 
代表您自己 
 
 注意！移民法很复杂。 
 运用法律书库中的资源来准备准备您的个案。 
 在必要时，  您可以向移民法官 要求更多的时间 来寻找帮助或准备您的个案 

 
如果您未满 18 岁，您可能会得到特殊待遇，包括法律帮助和在特殊的较少限制的拘留中

心安排您居住。 
 
 
 
 
 
 
 
 
 
C.出庭通知（NTA） 
 
这个被 称为“出庭通知”或 “NTA”的文件非常重要。这本手册主要是提供给那些已收

到出庭通知的人，因此，他们有权去见移民法官。。此 NTA 文件告诉法官为什么美国移

民局和海关执法局，或 ICE（国土安全部的机构），认为您应该从美国被谴送出境。 
 
NTA 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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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重罪： 

在移民法中有一大类定为从重处罚的犯罪，包括谋杀，强奸和其它暴
力犯罪，毒品走私，以及某些盗窃和诈骗罪行。 

奉规遣返： 

您同意返回您的原籍国，并且在说明您不希望移民法官对您个案进行
听证的指令上签字。 

  
不会呈现给移民法官的案例： 
 
您们中的有些人可能不会收到 NTA。如您的个案符合以下 8 项情况中的 1 项， 那么您

通常不会收到 NTA 或不能见移民法官为自己辩护。 
 

1. 因为您没有填写入境文件或陈述不属实，导致在入境时您在边境或在机场接到“不

予受理”的通知。 

2. 您在离边境 100 英里内被捕，又没有证件，而且您也不能证明您已经在美国超过

14 天。 

3. 您经海路到达美国， 并在美国驻留不到 2 年。 

4. 在您被遣送离境后未经检查再次进入美国，或在获得自愿离境许可后，继续在美国

驻留。 

5. 您在飞机上或是入境口岸是填写了一份绿色免签证表，通过这份豁免签证进入了美

国。 

6. 您已被定罪犯有“恶性重罪”，而且在这个国家您没有合法的永久居留身份。 

7. 曾经被法官下令遣送出境或被准许自愿离境，但您没有按照规定离境。 

8. 您签署了遣送离境令返回您的原籍国，并因此放弃了让移民法官在法庭上了解您个

案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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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您畏惧回到原籍国，或您是家庭暴力，人口贩卖，或是其它犯罪的

受害者，您可能有资格留在美国。 

 

家庭暴力： 

 您家人 或同 住的 人，如 您的  丈夫 或妻子 ，或 男朋友 、 
女朋友施加给您身体和精神上的虐待或极端残酷对待，即使您与他
们 已 经 不 再 共 同 生 活 。 
 

人口贩卖： 

当您被强迫或被诱骗进行强迫性劳动或强迫性性行为 

注意！ 

如果您之前收到过遣返令，您可能有资格提交一份附议，要求重新审理

您先前的个案。 

如果您认为您应该收到 NTA，但还未收到，您应该立即与律师和 ICE
官员联系。 

 
D. 懂得您可以留下的权利：你可能允许留在美国的理由 
 
即使您符合以上 8 条中的某一款，如果您担心会在回到原籍国后受到迫害，您仍然可能

有资格留在美国。如果您是家庭暴力、人口贩卖、或其它犯罪--如绑架或强奸的受害者，

那么您也仍然可能有资格留在美国。 
 
 
 
 
 
 
 
 
 
 
 
 
 
 
 
 
 
 
 
 
 
 
 
 
 
如果您害怕被迫害或是以上罪行的受害者，您应该和律师联系，并立即通知 ICE 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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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您不会说英文，则要求一位免费的翻译人员。 

翻译人员只能翻译，不能提供任何法律建议。 

注意！ 

您可以要求更多的时间去寻找法律帮助或为您自己的个案做准备。 

II.了解法庭程序 
 
A. 移民法庭诉讼：了解在法庭内会发生的事 
 
如果您的个案呈现在法官面前，这位法官会对您的个案作出决定。移民法官不是 ICE 的

雇员。他或她代表不同的政府机构：司法部。 
 
即使您与一群被拘留者一起面见移民法官，也务必要求分别与法官交谈，并询问您的顾虑。

您也可以要求避开其他被拘留者与移民法官单独交谈  
 
如 果 您 没 有 律 师 ， 这 位 移 民 法 官 必 须 对 您 解 释 为 什 么 您 现 在 在 法 庭 ，

并且为什么ICE认为您应该被遣返离开美国。移民法官也会告诉您您的合法权利，这包括您可能有的任何选择，

或反对遣送的“辩护” 。 但是， 移民法官不能对于您的个案给予任何的法律意见，

也不会知道关于您个案的具体情况。最终是由您自己来解决自己的个案。移民法官会给您机会进行陈诉。

他 或 她 也 会 让 您 带 上 您 自 己 的 证 人 ， 向 政 府 提 供 的 任 何 证 人 提 问 ，

并 允 许 您 提 供 您 觉 得 对 此 案 例 有 重 要 帮 助 的 任 何 其 它 证 据 和 资 料 。 
 

在一次或多次的听证会后，移民法官会决定以下三项中的一项： 

1. 美国政府会把您遣返离开美国吗？ 

2. 您有合法权利留在美国吗？ 

3. 移民法官是否相信您应该被允许留下？ 
 
在您第一次出现在移民法庭时，法官会问您是否会说英文。如果您不会，或者您能听懂少

许，但不能听懂所有内容，那么法庭会为您提供一位免费的翻译人员。这位翻译人员会帮

助您理解所有在法庭上说的话，但是不能给您任何法律建议。 
 
 
 

 

 

 

 

接下来，移民法官应该问您是否有律师或有其他代表，并会为您提供免费律师或机构的名

单。如果您还没有律师，并在试图寻找一位律师，那么不要担心要求更多的时间来获得律

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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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了解您在法庭上的权利。您有权利去： 

 查阅和否认指控 

 呈送关于您个案的信息 

 检查证据（文件等） 

 对任何提供对您不利证词的证人（任何人）提问 
 

在您准备好开始你的个案时，移民法官会问您是否收到“出庭通知”或 NTA。可在第 9
页上查找到“NTA”的样例。如果您没有 NTA，可以向移民法官要求一份副本。如果您

不明白 NTA 上写的是什么，移民法官会向您解释。此 NTA 上有关于您和您个案的事实

，同时也有合法“指控”，或为什么 ICE 认为您应该被遣返/被递解出境。移民法官会问

您呈现在 NTA 上的事实和合法指控是否正确。 

仔细地审查 NTA 中的事实和指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可能关系到您是否能够得到保释

或成功地争取到撤诉。 

如果其中任何一项事实或指控不真实，请告知移民法官。您有权利承认或否认在 NTA 中

的指控。这被称为“诉辩”。 

您也有权在您承认或否认这些指控之前，查看任何对您不利的证据。 

在您的听证会上，您有权递交给移民法官支持您个案的信息，通过带上证人和记录、报告、 
朋友的信件、 您的宗教领导人--比如您的牧师，您的雇主或其它的文件。您也有权仔细地审

查或“检查”任何文件，并在您的听证会上向任何对您不利的证人提出问题。 

如果有针对您的刑事定罪，移民法官不能改变刑事法庭的裁决。如果刑事案件仍在上诉，在

一些地方，这一判决不能用来做对您不利的证据，因为您的刑事案件还未得到最终决定。如

果您认为刑事法庭的决定是错的，或者您不明白刑事案件将如何影响您的移民身份，您或您

的律师可以尝试纠正您刑事个案的记录。注意，移民法庭不是刑事法庭，所以不要要求移民

法官去改变任何刑事法官的决定。但是， 您可以要求移民法官将您的移民个案延期审理，这

样您就可以纠正您刑事个案的记录。 

如果针有对您的刑事定罪，而且您的律师给您不正确的建议或没有与您讨论其对您移民后

果的影响，根据美国最高法院制定的 2010 年称为 Padilla v. Kentucky 法案中的规定，

您的刑事定罪有可能会被撤销。 

根据 Padilla 案，为了“撤销”，或取消您的刑事定罪， 您必须出示： 

1. 您的刑事辩护律师给了您不正确的建议，或根本没有与您讨论会影响您移民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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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您对您的刑事个案有疑问，或您认为根据 Padilla 案您的定罪可能

会被撤销，您应该立刻与律师联系。 

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进行任何允许的修改。 

上诉： 

向更高一级法院提出重新听证或重审移民法官对您个案决定的请求。 

 

注意！ 

您只有 30 天可以填写上诉书并送至 BIA。 

，以及  

2. 如果您的律师没有给您错误的建议或没有给出建议，您刑事个案的结果会有所不同

。 
 
 
 
 
 
 
 
 
 
 
 
 

 
C. 移民上诉委员会（BIA） 
 
您有向移民上诉委员会（BIA）上诉的权利。 
 
如果移民法官拒绝受理您的个案，您有权向移民上诉委员会（BIA）提出上诉。 
 
 
 
 
 
 
 
 
上诉意味着要求 BIA 或更高一级法院进行重新听证或复审任何在您个案中移民法官可能

作出的错误决定。为能提交上诉，您必须在移民法官作出决定后的 30 天内，给 BIA 送上

一份“上诉通知书”，并在此期间必须将该通知送至 BIA。 
 
 
 
 
 
 
 
 

 
政府也可以提出上诉。如果在移民法官下达命令后的 30 天内没有被您或政府提出上诉，

那么该命令将成为最终的遣返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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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返： 

遣返的意思是递解离境。 

 

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对 BIA 作出的决定向对您所在被拘留所有管辖权的美国上诉法院

提出上诉。 
 
D. 如果我被遣返（递解离境）会发生什么？ 
 
了解被“遣返”，或被递解离境的后果对您非常重要。 
 
 
 
 
 
 

  一旦您已经由法官下令离开美国，未经特别允许，在至少 10 年内， 您不

能合法返回美国，甚至不可再回美国。您可能会得到称为“豁免“的特别许可，

在 10 年内返回美国。然而，这个许可很难获得。 

 如果您被下令遣返两次， 在 20 年内，您不能合法返回美国，除非您得到特别许

可，这种许可很难获得。如果您被判定重罪后被遣返，您可能永远不能返回，除

非您能在被遣返 10 年后得到特别许可。然而，这种许可很难获得。 

 如果你被遣返，但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重新进入或试图重新进入美国，那么您可

能永远不能返回，除非您在离开美国 10 年后得到特别许可。 

 如果您曾经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在美国境内居住至少 1 年，事后又重新或企图

重新入境， 那么您可能永远不能返回，除非您在离开美国 10 年后得到特别许可

。 

 如果你在被遣返一次后又非法返回，您可能会面对刑事指控和监禁。 
 

如果您被下令遣返，您可能会被继续关押直到离境。您可能会很快被递解出境，也可能

ICE 会需要数周或更长的时间遣送您出境。 
 
注意，被美国遣返后，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再次进入美国，是一项严重罪行。如果您

有犯罪记录，那么您可以因为非法返回被判处 20 年的监禁。 
 
E. 如果我被命令遣返，但却被长时间拘留，应该怎么办？ 
 
如果您没有被立即递解出境，那么您在 90 天以后及 180 天以后会有监管复审。在这些复

审期间，您可以要求 ICE 释放您。 

 在 90 天后，您会有监管复审，并可以要求 ICE 在您的遣返令待决期间从拘留所释

放您。 

 在 180 天后，您会有第二次监管复审，并可以要求 ICE 再次从拘留所释放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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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在 180 天后，ICE 会释放您，除非您对遣返不合作，或者您妨碍了政府遣

返您的努力，或是您在合理可预见时期内非常可能被判决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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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您认为您符合手册本部分描述的任何辩护条件，请立即告诉移民法

官和 ICE。 

 

III.懂得为自己辩护 
 

您可能在法庭使用的辩护方法 
 
有许多可能“辩护”的方法，或您可能保护自己个案，在美国合法居住的方法。在本节，

我们将查看 12 个您可能使用的不同辩护方法，我们将帮助您找出可能适用于您个案的方

法。欲获得更多信息，您将需要从律师或在法律书库的阅读材料中获得帮助。 
 
 
 
 
 
 
 
 
 
 
A. 在法庭中为自己的个案战斗--懂得自己的权利，挑战遣返规则！ 
 
您的 NTA 正确吗？ 
 
您有权对 NTA 的陈述表示不同意，如果移民法官同意您的意见，那么您的个案有可能终

止，您也不会被遣返或被递解出境。 
 
您的 NTA 分为两部分（见第九页 NTA 样本）。最上部被称为“事实性指控”。这些是与

您个案相关的事实，如您的国籍，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进入美国，您是否有合法身份，

以及您是否曾被指控犯有某些罪状。 
 
下部是遣返指控，是 ICE 认为能用于依照移民法，将您遣返离开美国的法律依据。 
 
如果上部的事实性指控不属实，那么移民法官可能使用它们，依据下部的法律来决定您能

否被遣返。您有权不同意 NTA 的决定。比如，如果 NTA 说，您于 2001 年来到美国，但

是您事实上是 1998 年来到美国的，或者它说您是非法入境，但是您实际上您是持签证入

境，您要把这些情况告诉移民法官，这一环节非常重要。 

  
如果移民法官提出要求，可以有一位律师帮助您起草法律论据。如果您没有律师，可以去

本拘留所中心的图书馆写出一些文字，告诉法官您为什么认为指控不正确，或者，如果您

不能写任何字，您也可以告诉法庭上的移民法官，您拒绝遣返指控，并说出原因。 

 
现在我们将查看几个“辩护”实例，或救助表格，以国籍开始。 
 
B.  辩护案例 1：美国公民--您是美国公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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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美国公民吗？  美国公民不得被遣返离开美国，必须从拘留所释放。 
 
您如果有以下任何一项属实，则为美国公民： 

 您在美国出生。 

 您的父母或祖父母中一人在美国出生，或是美国国籍。 

 您的父母或祖父母中一人在您出生前成为美国公民。 

 您是永久居民，并且您的父母中一人在您 18 岁以前成为美国公民。 

 您是永久居民，并且在美国军队服役，并已光荣退役。 

 您在外国出生，父母是美国公民。 

 您的父母中一人在美国武装部队服过役，或者为美国政府在境外工作过。 

这些规定都比较复杂，但是如果您能证明你符合条件，则不会被遣返或拘留！如果您认为

您可能是美国公民，您应该告诉 ICE 官员和移民法官。 
 
C.  庇护、遣返待决，或反酷刑公约（CAT） 
 
辩护案例 2：庇护 
 
如果您畏惧回到自己的国家，您可以领取一份称为“庇护”的救助表格或者获取相关保护。

甚至在您已经收到遣返令，或者同意自愿离开美国时，您仍然有机会获得这些救助表格；这

些表格的依据是，因为如果您回国可能会面临危险，所以法官要考虑不宣判遣返您回国。 
 
如果您害怕受到“迫害”，则可寻求庇护；迫害包括对您人身安全、生命或自由的威胁，

也包括造成不可能正常生活的严重歧视。为能符合条件，您必须向法官出示您可能被迫害

的原因涉及以下五种受保护的理由之一： 

1. 种族  

2. 宗教 

3. 国籍 

4. 政治意见（甚至是如果有人只是认为您持有某些见解） 

5. 社会群体。 

 
社会群体是指：由于您曾经属于某一团体，如工会、学生团体、或政治及种族团体，或由

于您的身份样的原因，如您的肤色、所属的民族、教育背景，或由于您是女性，或因为是

男、女同性恋者，而可能受到人们伤害。比如，因为有人曾经在您的教堂被捕，且惨遭虐

待，使您产生畏惧。 
 
您必须也向法官证明，您的畏惧来自于您自己的政府，或者来自您本国政府不能控制的团

体。即，您害怕政府不能，或不愿意保护您，免受您所畏惧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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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缓遣返: 

不需要在一年内申请。您只要符合这些条件，包括无特别严重犯罪指
控，即可申请。 

反酷刑公约（“CAT”）： 

即使您犯有某些严重罪行，如果您能证明您会受自己政府残酷惩罚（
或严重伤害），或政府允许这样的惩罚，或政府无视这样的惩罚，那
么您会得到延期离境待遇。 

 
最后，您通常必须在您最后进入美国日期的一年内申请庇护。如果您已经在这里居住超过

一年，那么您将必须证明因为特别原因，在超过一年后提交申请，如最近失去合法身份、

原籍国情况发生变化、自己情况发生变化、重病或精神/身体残疾，或比如未成年这样的

合法障碍等。 
 
如果您未能及时申请且无合理原因，或者您被指控犯有重罪，那么您不可以申请庇护，但

是您也许可以申请其它类似保护，包括“暂缓遣返”或“反酷刑公约”保护 ，亦称为

“CAT”。 
 
辩护案例 3：暂缓遣返  
以及 
辩护案例 4：反酷刑公约（“CAT”） 
 
暂缓遣返的条件与庇护的条件不同，因为您不需要在一年内申请，而且您只要没有“特别

严重”的罪行记录就可以申请此条，也不会因此失去申请资格。 

 
 
 
 

 
 
 
您在一年后也有资格申请反酷刑公约（CAT）保护，即使您犯有某些严重罪行，如果您能

证明您会受自己政府残酷惩罚（或严重伤害），或政府允许这样的惩罚，或政府无视这样

的惩罚，那么您会得到延期离境待遇。 
 
 
 
 
 
 

 
 

 
 

即使您得到延期或 CAT 保护，如果有除您自己国家外别的国家接收您，那么您仍然会被

遣送到这个国家。 
 
如果您害怕回到自己原籍国会受到伤害，那么即使您没有收到 NTA，且没有被通知可以

去法庭见移民法官，您也可以从遣返中寻求保护。如果您没有律师，且因为任何原因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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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重罪： 

移民法中规定应得到从重处罚的一大类犯罪行为，包括谋杀、性虐
待未成年人，及其它暴力犯罪、毒品贩卖，及某些偷窃与诈骗、某
些与赌博相关的违法行为与卖淫行为。 

回国，那么要立即告诉 ICE 官员和移民法官。 
 
D. 辩护案例5：临时保护身份（“TPS”） 
 
美国政府为特定国家国民在自然灾害过后，如洪水或地震，或战争及内乱这样的政治动荡

之后，提供特别临时保护身份（TPS）。不是所有遭到灾难的国家都在名单上。 
 
TPS 国家名单可以从 ICE 官员或法官处索要，或查看网站 www.uscis.gov。 
 
E. 辩护案例6：LPR遣返取消令 
 
另外一种保护称为“遣返取消令”。有三种不同“遣返取消令”，包括对合法永久居民

（LPR）的取消令。遣返取消令生效后，可赦免您过往的非法移民行为，甚至在您过去犯

有某些罪行的情况下也可以申请。 
 
如果您能证明以下情况，则符合申请 LPR 取消令条件： 

1. 成为永久居民至少五年； 

2. 以任何身份合法进入美国，持续居住 7 年；并且 

3. 无“恶性重罪”指控。 
如果您持身份证入境，甚至您在得到绿卡前非法入境停留一段时间，只要您在美国至今已

获得永久居住权五年，那么您仍可以申请此条取消令。 
 
您需要确认您没有在移民法中被指控过犯有任何称为“严重罪行”的案件。 
 

 
 

 
 
 
 
 
 
虽然在刑事法庭的某些指控看来不太严重，但是移民法有其自己对“严重罪行”的定义，

任何严重罪行都会使您失去申请遣返取消令的资格。最常见的严重畴包括暴力犯罪和某些

毒品与偷窃违法的罪行。 
 
如果您的指控发生在很久以前--即 1996 年四月 24 日以前，那么您也许仍可以有资格申请

被称为 212（c）的帮助，只要这一指控不属于某些犯罪范畴之内，另外也取决于您的宣

判结果。 
 
即使您符合遣返取消令的三个条件，您仍然需要向法官证明您应该得到第二次机会，比如

http://www.uscis.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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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c) 节赦免条款： 

如果犯罪指控发生于 1996 年四月 24 日之前，则视其犯罪情节，应用
本条款。 

这些原因：长期在美国居住，在美国的近亲，受雇历史，您是否拥有财产--如地产或商

产，您对社区是否有贡献，是否纳税，以及其它与社区的联系，以及在被定罪后的表现。 
 

 
 
 
 
 
 
 

如果您是永久居民，您应该询问律师或法官您是否可能符合申请遣返取消令的条件，或符

合 212（c）节赦免条款规定，申请 1996 年四月 24 日之前犯罪指控的适用条款。 
 

F. 辩护案例7：非LPR遣返取消令   
 
第二类型的遣返取消令称为“非 LPR 取消令”，它服务于已在美国居住至少 10 年，却

无任何记录的人们。 

如果您能证明以下情况，则符合申请非 LPR 取消令条件： 

1. 您的配偶、子女或父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LPR），如果您被遣返，他

们将遭受超常和极端的特别困难； 

2. 您已在美国居住 10 年以上。 

3. 您没有任何犯罪指控，如恶性重罪或涉及道德败坏的罪行； 

4. 在申请前 10 年之中，您一直是道德良好的人；并且 

5. 您应得到酌情有利量裁--您值得赦免。 
 
即使您在过去 10 年中曾短期离开美国也可以符合条件，但是如果您单程离开美国超过 90
天，或者是在过去 10 年总计离开美国超过 180 天，那么您将不符合此条件。您需要收集

证据，证明自己过去 10 年在美国居住，证据包括收据，工作与学校记录，您孩子的出生

证明，纳税记录，水电收据，以及您朋友与在美国的社区领导发给您的信件。 
 
G.  辩护案例 8：对家庭暴力受害者及其子女遣返取消令的特别规定 
 
遣返取消令的最后表格是为家庭暴力受害者准备的，也称为“遣返取消令的特别规定”。 
 
如果您能证明以下情况，则符合申请取消令特别规定的条件： 

1. 家庭暴力： 

a. 您被美国公民配偶或合法永久居民（LPR）配偶，或父母虐待；或  

b. 您的孩子被他/她们的美国公民或 LPR 父亲或母亲虐待。 

2. 您在美国居住了至少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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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 

 您家人或同住的人，如您的丈夫或妻子，或男朋友、女朋友，在身
体和精神上的虐待或极端残酷对待，即使您已经不再和他们在一
起。比如，您的丈夫也许命令过您留在家中，每天做饭、打扫卫生
，并威胁过您，如果您离开他，他会伤害您，或打电话给移民局。 

人口贩卖： 

指您被迫、被威胁，或被诱骗去从事体力劳动或不自愿的性行为。 

3. 您是位道德良好的人；以及  

4. 您没有犯过某些罪行。 
 
 
 
 
 
 
 
 

 
 
 
 
 
 
 
 
 
 
 
对于家庭暴力，另外还有其它的特别签证与救助。如果您或您的子女曾在家里是身体或精

神虐待的受害者，那么要与您的律师讨论您有哪些选择，或告诉移民法官。 
 
H.  辩护案例 9：T 签证 

以及  
辩护案例 10：U签证 

 
人口贩卖或某些其它犯罪的受害者可以申请特别签证，用以保护自己不受遣返。 
 
辩护案例 9：为人口贩卖受害者制定的 T 签证 
 
如果您是恶性人口贩卖行为的受害者，则可以申请 T 签证。 
 
 
 
 
 
 
 
比如，有时候人口贩卖的受害者被他们的贩卖人告知，他们只能通过劳动去还清债务，不

然他们或他们的家人就会受到身体伤害，这样受害者会感到陷入了圈套，并感到软弱无

助。或者受害者也许被迫去做妓女，或面对类似的情况，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家人受到暴力

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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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能证明以下情况，则符合申请 T 签证条件： 

1. 您是恶性人口贩卖行为的受害者； 

2. 您是由于这一贩卖行为而来到美国或美国领土的； 

3. 您已经配合，或者愿意配合执法官员去调查这一人口贩卖行为--除非您未满 18
岁，或您因身体或心理创伤不能配合调查；以及 

4. 您可以证明如果您被遣返离开美国，您将遭受极端的苦难。 
 
如果您认为您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那么您应该告诉您的律师、移民法官，或 ICE 官

员。更多信息，请查看 www.uscis.gov。 
 
辩护案例 10：为某些罪行受害者制定的 U 签证 
 
如果您是发生在美国境内某些类型的暴力或恶性犯罪行为的受害者，那么您可能符合申请

U 身份证的条件。 

如果您或您的近亲是家庭暴力或其它暴力，包括强奸、酷刑、人口贩卖、乱伦、性侵犯或

性剥削、绑架、勒索、严重殴打、谋杀、拐卖、虐待性性接触、敲诈、非法禁锢、残割女

性生殖器官、行凶殴打、劫持人质、强迫劳役、妨碍司法、劳役偿债、伪证、卖淫、奴隶

贩卖、篡改证词、非常限制人身自由及其它相关犯罪行为的受害者，那么您也许符合申请

U 签证条件。比如，如果您受到您丈夫的家庭暴力伤害，而您丈夫不是美国公民或永久居

民，那么您可能符合这一条件。（如果您丈夫是美国公民或居民，见辩护 8：对家庭暴力

受害者及其子女遣返取消令的特别规定）  更多信息，请查看 www.uscis.gov。 
 

如果您能证明以下情况，则符合申请 U 签证条件： 

1. 某些违反美国法律，或在美国法律管辖地区内发生的犯罪行为对您造成了严重身

体或精神伤害； 

2. 您有这一罪行的信息；并且 

3. 执法部门指定您可以帮助调查这一罪行。 

 
I.  辩护案例 11：由家庭签证请愿或由您雇主请愿的永久居留权 
 
如果您有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LPR）的近亲，他/她也许能够提交一份签证请愿，

使您有资格获得合法永久居民身份。不过，在您能够调整自己的身份，成为 LPR 和合法

居留在美国的身份之前，通常这一等候的时间很长。 

以下家庭成员可以为您提交家庭请愿： 

 您的美国公民或 LPR 丈夫或妻子； 

 您的美国公民或 LPR 父母； 

http://www.uscis.gov/
http://www.uscis.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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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事处理程序： 

在美国境外的领事馆受理美国居民权申请。 

 您的成年子女，他们必须已满 21 岁，且必须是美国公民；或 

 您的成年兄弟姐妹，他们必须已满 21 岁，且必须是美国公民。 
 
如果家庭请愿看来会给您申请居住权的机会，那么要向移民法官要求提交申请的时间。即

使您有通过批准的家庭请愿，您也许仍然需要离开美国，在您本国的美国领事馆申请居留

权，通过称为“领事处理程序”的手续进行申请。 
 
 

 

 

 

遗憾的是，有些必须要离开这个国家、在自己原籍国申请的人会不符合回到美国的资格。

另外，您也许会有违反移民法或不可解决的犯罪行为。在某些情况下您不需要离开美国，

但是，移民法官或 USCIS 可以查看您的个案，决定您是否可以申请“豁免”政策，使某

些问题得到谅解。豁免政策可以以您在这里合法居住的家人的困难为依据。 

在有些情况下，如果您在某些要求特别技能的领域工作，那么您的雇主可能也为您做担

保，您也可能会收到绿卡。如果您在这样的地方工作，而且您的雇主愿意为您担保，那么

您要去和律师讨论您的个案。 
 
如果您有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近亲，或曾受到亲属或雇主担保，那么您可能符合在法官

面前申请居留权的条件。更多信息及下载家庭或雇主请愿表，见 www.uscis.gov。 
 
J. 其它辩护 

 
有些在美国居住很长时间的人可能符合其它特别辩护条件或保护表条件。  更多信息，

请查看 www.uscis.gov。 
 
辩护案例 12：登记  

 
如果您自从 1972 年一月 1 日起就已经在美国，那么您符合“登记”申请居民条件，即使

您没有任何困难或符合条件的亲属也可以申请。更多信息，请查看 www.uscis.gov。 
 
辩护案例 13：NACARA（尼加拉瓜调整和中美洲救济法） 
 
某些国家--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古巴和前苏联阵营的国民以及他们的配偶及

非婚生子女，如果在美国已经居住了多年且已经提交了相关申请，则可能符合 NACARA
条件。  更多信息，请查看 www.uscis.gov。 
 
 
 

http://www.uscis.gov/
http://www.uscis.gov/
http://www.uscis.gov/
http://www.uscis.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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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案例 14：HRIFA(海地难民入境公平法案) 
 
自从 1995 年就在美国居住，并已提交相关申请的海地人，根据 HRIFA 法，也可能符合

遣返豁免的条件。  更多信息，请查看 www.uscis.gov。 
 
辩护案例 15：古巴调整法案 
 
古巴人与他们的配偶及子女可能符合《古巴调整法案》中规定的救助条件。 
 
如果您认为您可能符合这些辩护之一，那么要告诉移民法官您从哪里来，您在美国已经

多久。更多信息，请查看 www.uscis.gov。 
 
 

http://www.uscis.gov/
http://www.uscis.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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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金： 

您或代表您的他人支付的，保证您会参加所有移民听证会及与 ICE
官员约见的钱款。如果您按所有命令行事，则这些钱可以在结案时返
还给您。 

IV.从拘留所获释--担保金 
 
您应该在接受 NTA 服务的同时已经收到一份 ICE 监管拘留表（286 表）。监管决定表会

显示您是否可以交纳担保金，以及在可以交纳的情况下，在您获释前担保金的金额。 
 
 
 
 
 
 

 

 
您支付担保金后获释，即表示您许诺在结案时接受移民法官的宣判，包括任何上诉宣判，

即使宣判您必须离开美国也是如此。如果您不违反承诺，并直接向ICE支付担保金，那么

您的担保金在结案时会返还，并有利息。为能得到返还金，您必须遵守移民法案的所有命

令；如果您进行了上诉，也必须要遵守上诉法庭的所有命令。要求担保金的表格的网址

是：“www.ice.gov/news/library/forms”。另外，这里是返还担保金的说明网站：

“http://www.ice.gov/doclib/news/library/forms/pdf/i352.pdf”。 
 
如果您通过担保代理支付担保金，那么您只需支付担保金的一部分就可以，但是您在结案

时通常不会有返还金。 
 
如果表格所示的担保金太高，您无法承担，或 是“无担保”，或显示您必须被强制拘

留，那么您有权要求移民法官在担保金听证会上重审这一监管决策。通常移民法官可以重

审您的担保金金额，并设置新的金额。记住，如果您不要求，移民法官不会安排担保金听

证会。所以，您或您的律师需要向移民法官要求听证会。注意移民法官也可以提高您的

担保金金额或完全取消担保金。 
 
被认作“入境外籍人士”的人指在国际桥梁或机场口岸被捕的人，他们不能向移民法官

申请担保金听证会，但可以向 ICE 遣返官员要求“假释”，或从拘留所释放。 
 
谁可以要求保释？ 
 
有些在移民法庭的个人个案不可以申请担保金保释。比如，如果您在一个边境检查点或国

际机场被逮捕，或者您犯过某种罪行，或在您的个案中有国家安全因素，那么您不可以申

请保释。其它如有加急遣返或行政遣返命令的个人，或被遣返后再次非法入境的人，不得

保释，因为他们无权去移民法庭。一般情况下，这些个人将不会被释放，除非 ICE 不能

将他们遣返回原籍国。最后，超过签证期限在美国驻留，或违反签证豁免计划条款的人，

或被遣返却仍然未离开美国的人，将不可保释或听证。 

如有以下情况， 您将不能 获得保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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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在边境检查点或国际机场被逮捕  

 您犯过某些罪行  

 有国家安全因素 

 您有加急遣返令或行政遣返令 

 您在被遣返之后非法再次入境 

 您逾期居留，或违反了签证豁免计划的条款 

 您已经被命令遣返，却没有离开美国 
 
即使法官不可以批准您保释，您也许申请另一形式的释放，即假释。假释由 ICE 批准，

而不是由移民法官批准。 
 
为能符合保释条件，您必须证明： 

 您不是有“潜逃风险”的人 

 您对社区没有危险 

 任何家庭或社区联系的证明，以及 

 您是个负责任的人。 
 
保释听证会另行安排，与您的遣返个案听证会分开。为能符合申请保释条件，您必须向移

民法官证明您不是有“潜逃风险”的人，意思是，您在获得保释后，会参加所有听证会和

与 ICE 的约见。 
 
您也必须证明您对社区没有危险。向移民法官证明您在美国的任何家人或其它社区关系也

很重要，以及您是位负责的人--比如您不会无证驾驶，不会酒后驾驶，有车辆保险，有工

作，纳税，在社区做义工，帮助社区其他成员，或照顾自己的家庭。您可以带证人及信

件，或其它证据，来证明您的家庭关系和社区联系，以及拘留所释放您对您来说很重要的

理由。 

如果移民法官决定不批准您保释，或您觉得移民法官规定的保释金太高，那么您有权在

移民法官做出决定后 30 天内，在移民上诉委员会对移民法官的决定进行上诉。 

V. 离开美国：遣返与自愿离境 
 
离开美国的各种类别： 

 遣返（递解出境） 

 自愿离境或自愿返回 

 奉规遣返（亦称为自愿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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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存在禁制： 

如果您在非法进入美国后居住超过 180 天（约 6 个月）之后离开
美国，那么您会在 3 年内不得返回。 

如果您在美国非法居住至少一年，那么在您离开美国后，10 年内
不得解禁。 

遣返（递解出境） 
 
如果您被移民法官命令从美国遣返，那么您将在至少 10 年内被禁止再次入境，除非您有

特别许可返回。 
 
如果您在被遣返后再次无许可入境，那么您可能犯了恶性重罪。您可能会失去以后所有获

得合法身份的权利。 
 
自愿离境或自愿返回 
 
被批准自愿返回自己原籍国的人，或在法官宣判自愿离境的人，可以立即再次进入美国，

但必须要有合法依据才能再次进入。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申请自愿离境。 
 
您应该注意，针对非法进入美国一段时间后离开的人，有一个称为“非法存在禁制”，或

“3 年及 10 年禁制”的规定。如果您在非法进入美国后居住超过 180 天（约 6 个月）之

后离开美国，那么您会在 3 年内不得返回美国。在您美国非法居住一年后，您将在 10 年

内不得返回美国。 
 
 
 
 
 
 
 
 
 
 
 
 
如果您的妻子、丈夫或父亲是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则可以申请豁免这一非法存在禁制，

但这一豁免政策很难申请到。您不必离开美国，不必通过签证申请领事处理程序来申请这

一豁免政策。但是，在领事对您的个案做出判定后，您仍然需要离开美国来接收豁免令。 
 
您必须遵守规定要求避免严重后果： 

 如果您被判自愿离境，那么您会失去所有在这里居留的许可，且必须按规定时间

离开美国。 

 如果您没有按规定时间离开，那么法官的命令会自动变成遣返命令，任何其它正

式遣返命令一样会有同样的严重后果。 
 
不遵守命令，以及无许可再次入境，都会有更多的严重后果。您如果非法返回美国，则会

引发问题，其中包括犯罪指控。 
 
如果您被指控犯有恶性重罪，或之前被移民法官宣判自愿离境，那么您也许不能申请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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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境。使用签证豁免计划进入美国的个人不得申请自愿离境。 
 
奉规遣返（亦称为自愿遣返） 
 
知道什么是"奉规遣返"--亦称为自愿遣返很重要，这与自愿离境不一样。守规遣返或自愿

遣返的后果同样严重，它们都是被移民法官命令遣返的行为。 
 
您在奉规遣返命令上签了名，即表示您“免除”或放弃某些权利。您将： 

 无权在移民法官面前进行听证 

 无权聘请律师代表您，如果之前还没有聘请的话 

 无权对遣返命令进行上诉。 
 
遣返/离境 
 
如果您被命令遣返，您将从拘留离境，而不会首先被释放。如果您被宣判自愿离境，却因

不能交纳保释金而被继续拘留，或您属于由安全人员押送自愿离境（无保释），那么要注

意与 ICE 官员和领事馆沟通，要在移民法官规定的时间内离开美国。如果您已交自愿离

境保释金，那么 ICE 将为您提供关于怎样证明您按时离境的重要信息。如果您不完全遵

守这些说明，您会有失去保释金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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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更多信息 
 
您有权使用拘留所法律书库查阅更多关于美国移民法律和程序的具体信息。 
 
如果您对拘留条件有问题或投诉，包括您使用法律材料的权力 、探访人和医疗护理方面

的问题，您有权提出投诉，并向 ICE 提交书面申诉。 
 
了解您使用拘留所图书馆的权利与向 ICE 及其他政府官员提交申诉的权利： 

 您有权向 ICE 投诉或提交书面申诉（投诉）。 

 拘留所工作人员必须向您提供申诉信息，否则您可以向 ICE 官员要求信息。 

 您也有权向其他被拘留者或官员请求帮助，起草申诉。 
 
 

DHS 总监察长 
 
您也可以向其他政府官员提交投诉。您有权免费打电话或写信给国土安全局总监察长。 
 
您可以打电话给总监察长：1-800-323-8603。 
 
即使您不能在拘留所拨打 800 号码，您也可以从您自己的电话系统拨打总监察长的电

话。 
 
您也可以写信给总监察长：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Office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Washington, DC 20528 

 
 
DHS 公民权利与公民自由办公室 
 
国土安全部的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办公室（CRCL）审阅评估对 DHS 侵犯公民权利或公

民自由的员工、活动或计划的投诉。  如果您有以下任何遭遇，可以联系公民权利和公

民自由办公室： 
 

 由于您的种族、民族、原国籍、宗教、性别或残疾而产生的歧视； 

 您在移民拘留所时受到权利侵犯或成为移民执法行动的受害者； 

 受到歧视或受到关于进入美国的不当质疑； 

 违反尊重您权利进行正当程序的行为，比如您及时收到起诉的权利，或联系律师

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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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反《暴力侵害女性法案》中的保密规定的行为； 

 对你实施的身体虐待及任何类型的虐待； 

 任何关系到违反其它公民权利或公民自由的 DHS 计划或活动。 
 
您可以电话联系该办公室： 1-866-644-8360 (听障专线： 1-866-644-8361) 或将投诉发

送至：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245 Murray Drive, SW, Building 410 
Washington, DC 20528-0800 
 
传真：202-401-4708 
电邮： crcl@dhs.gov 
 

您可以访问 CRCL 网站获取更多信息： http://www.dhs.gov/crcl。 
 
在提交申诉或向这些办公室写信时，应包括尽量完全的细节。 
 
 
DHS ICE 被拘留者帮助专线 
 
DHS 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 ICE）有一条 ICE 被拘留者帮助专线，您可以免费拨打 

9116#，或 1-888-351-4024。 
 
您可以拨打 ICE 被拘留者帮助专线： 
 
 获得基本移民案例信息； 

 报告任何性侵害或身体侵害或虐待事件； 

 报告恶性问题或未解决问题； 

 报告您是人口贩卖行为的受害者； 

 报告 ICE 您的拘留所将您与您未成年、需要您照顾的子女分隔。 

mailto:crcl@dhs.gov
http://www.dhs.gov/crcl

	 您在美国出生。
	 您的父母或祖父母中一人在美国出生，或是美国国籍。
	 您的父母或祖父母中一人在您出生前成为美国公民。
	 您是永久居民，并且您的父母中一人在您18岁以前成为美国公民。
	 您是永久居民，并且在美国军队服役，并已光荣退役。
	 您在外国出生，父母是美国公民。
	 您的父母中一人在美国武装部队服过役，或者为美国政府在境外工作过。
	这些规定都比较复杂，但是如果您能证明你符合条件，则不会被遣返或拘留！如果您认为您可能是美国公民，您应该告诉ICE官员和移民法官。
	如果您害怕回到自己原籍国会受到伤害，那么即使您没有收到NTA，且没有被通知可以去法庭见移民法官，您也可以从遣返中寻求保护。如果您没有律师，且因为任何原因害怕回国，那么要立即告诉ICE官员和移民法官。
	D. 辩护案例5：临时保护身份（“TPS”）
	美国政府为特定国家国民在自然灾害过后，如洪水或地震，或战争及内乱这样的政治动荡之后，提供特别临时保护身份（TPS）。不是所有遭到灾难的国家都在名单上。
	TPS国家名单可以从ICE官员或法官处索要，或查看网站www.uscis.gov。
	E. 辩护案例6：LPR遣返取消令
	另外一种保护称为“遣返取消令”。有三种不同“遣返取消令”，包括对合法永久居民（LPR）的取消令。遣返取消令生效后，可赦免您过往的非法移民行为，甚至在您过去犯有某些罪行的情况下也可以申请。
	如果您能证明以下情况，则符合申请LPR取消令条件：
	1. 成为永久居民至少五年；
	2. 以任何身份合法进入美国，持续居住7年；并且
	3. 无“恶性重罪”指控。
	如果您持身份证入境，甚至您在得到绿卡前非法入境停留一段时间，只要您在美国至今已获得永久居住权五年，那么您仍可以申请此条取消令。
	您需要确认您没有在移民法中被指控过犯有任何称为“严重罪行”的案件。
	虽然在刑事法庭的某些指控看来不太严重，但是移民法有其自己对“严重罪行”的定义，任何严重罪行都会使您失去申请遣返取消令的资格。最常见的严重畴包括暴力犯罪和某些毒品与偷窃违法的罪行。
	如果您的指控发生在很久以前--即1996年四月24日以前，那么您也许仍可以有资格申请被称为212（c）的帮助，只要这一指控不属于某些犯罪范畴之内，另外也取决于您的宣判结果。
	即使您符合遣返取消令的三个条件，您仍然需要向法官证明您应该得到第二次机会，比如这些原因：长期在美国居住，在美国的近亲，受雇历史，您是否拥有财产--如地产或商产，您对社区是否有贡献，是否纳税，以及其它与社区的联系，以及在被定罪后的表现。
	第二类型的遣返取消令称为“非LPR取消令”，它服务于已在美国居住至少10 年，却无任何记录的人们。
	如果您能证明以下情况，则符合申请非LPR取消令条件：
	1. 您的配偶、子女或父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LPR），如果您被遣返，他们将遭受超常和极端的特别困难；
	2. 您已在美国居住10年以上。
	3. 您没有任何犯罪指控，如恶性重罪或涉及道德败坏的罪行；
	4. 在申请前10年之中，您一直是道德良好的人；并且
	5. 您应得到酌情有利量裁--您值得赦免。
	即使您在过去10年中曾短期离开美国也可以符合条件，但是如果您单程离开美国超过90天，或者是在过去10年总计离开美国超过180天，那么您将不符合此条件。您需要收集证据，证明自己过去10年在美国居住，证据包括收据，工作与学校记录，您孩子的出生证明，纳税记录，水电收据，以及您朋友与在美国的社区领导发给您的信件。
	G.  辩护案例8：对家庭暴力受害者及其子女遣返取消令的特别规定
	如果您能证明以下情况，则符合申请取消令特别规定的条件：
	1. 家庭暴力：
	a. 您被美国公民配偶或合法永久居民（LPR）配偶，或父母虐待；或
	b. 您的孩子被他/她们的美国公民或LPR父亲或母亲虐待。
	2. 您在美国居住了至少3年；
	3. 您是位道德良好的人；以及
	4. 您没有犯过某些罪行。
	H.  辩护案例9：T签证
	以及
	辩护案例10：U签证
	如果您能证明以下情况，则符合申请T签证条件：
	1. 您是恶性人口贩卖行为的受害者；
	2. 您是由于这一贩卖行为而来到美国或美国领土的；
	3. 您已经配合，或者愿意配合执法官员去调查这一人口贩卖行为--除非您未满18岁，或您因身体或心理创伤不能配合调查；以及
	4. 您可以证明如果您被遣返离开美国，您将遭受极端的苦难。
	如果您能证明以下情况，则符合申请U签证条件：
	1. 某些违反美国法律，或在美国法律管辖地区内发生的犯罪行为对您造成了严重身体或精神伤害；
	2. 您有这一罪行的信息；并且
	3. 执法部门指定您可以帮助调查这一罪行。
	I.  辩护案例11：由家庭签证请愿或由您雇主请愿的永久居留权
	遗憾的是，有些必须要离开这个国家、在自己原籍国申请的人会不符合回到美国的资格。另外，您也许会有违反移民法或不可解决的犯罪行为。在某些情况下您不需要离开美国，但是，移民法官或USCIS可以查看您的个案，决定您是否可以申请“豁免”政策，使某些问题得到谅解。豁免政策可以以您在这里合法居住的家人的困难为依据。
	在有些情况下，如果您在某些要求特别技能的领域工作，那么您的雇主可能也为您做担保，您也可能会收到绿卡。如果您在这样的地方工作，而且您的雇主愿意为您担保，那么您要去和律师讨论您的个案。
	辩护案例12：登记
	辩护案例13：NACARA（尼加拉瓜调整和中美洲救济法）
	辩护案例14：HRIFA(海地难民入境公平法案)
	辩护案例15：古巴调整法案
	如有以下情况， 您将不能 获得保释：
	 您在边境检查点或国际机场被逮捕
	 您犯过某些罪行
	 有国家安全因素
	 您有加急遣返令或行政遣返令
	 您在被遣返之后非法再次入境
	 您逾期居留，或违反了签证豁免计划的条款
	 您已经被命令遣返，却没有离开美国
	为能符合保释条件，您必须证明：
	 您不是有“潜逃风险”的人
	 您对社区没有危险
	 任何家庭或社区联系的证明，以及
	 您是个负责任的人。
	离开美国的各种类别：
	 遣返（递解出境）
	 自愿离境或自愿返回
	 奉规遣返（亦称为自愿遣返）
	自愿离境或自愿返回
	您应该注意，针对非法进入美国一段时间后离开的人，有一个称为“非法存在禁制”，或“3年及10年禁制”的规定。如果您在非法进入美国后居住超过180天（约6个月）之后离开美国，那么您会在3年内不得返回美国。在您美国非法居住一年后，您将在10年内不得返回美国。
	如果您在非法进入美国后居住超过180天（约6个月）之后离开美国，那么您会在3年内不得返回。
	如果您在美国非法居住至少一年，那么在您离开美国后，10 年内不得解禁。
	您在奉规遣返命令上签了名，即表示您“免除”或放弃某些权利。您将：
	 无权在移民法官面前进行听证
	 无权聘请律师代表您，如果之前还没有聘请的话
	 无权对遣返命令进行上诉。
	VI.更多信息
	了解您使用拘留所图书馆的权利与向ICE及其他政府官员提交申诉的权利：
	 您有权向ICE投诉或提交书面申诉（投诉）。
	 拘留所工作人员必须向您提供申诉信息，否则您可以向ICE官员要求信息。
	 您也有权向其他被拘留者或官员请求帮助，起草申诉。
	 由于您的种族、民族、原国籍、宗教、性别或残疾而产生的歧视；
	 您在移民拘留所时受到权利侵犯或成为移民执法行动的受害者；
	 受到歧视或受到关于进入美国的不当质疑；
	 违反尊重您权利进行正当程序的行为，比如您及时收到起诉的权利，或联系律师的权利；
	 违反《暴力侵害女性法案》中的保密规定的行为；
	 对你实施的身体虐待及任何类型的虐待；
	 任何关系到违反其它公民权利或公民自由的DHS计划或活动。
	在提交申诉或向这些办公室写信时，应包括尽量完全的细节。
	DHS ICE 被拘留者帮助专线
	DHS 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有一条 ICE 被拘留者帮助专线，您可以免费拨打 9116#，或 1-888-351-4024。
	您可以拨打ICE被拘留者帮助专线：
	 获得基本移民案例信息；
	 报告任何性侵害或身体侵害或虐待事件；
	 报告恶性问题或未解决问题；
	 报告您是人口贩卖行为的受害者；
	 报告ICE您的拘留所将您与您未成年、需要您照顾的子女分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