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移民拘留所，
我有什么权利？

我被警方逮捕，我相信他们会将我转交移民局。
如果你是被当地警察逮捕，他们 必须在 48 小时内在法庭给你定罪（不包括周末
和节假日） ，或者释放你。如果 警方确实递交了对你刑事指控的文件，那么如果对你的
指控撤销， 你还是必须被释放。你被允许保释，你赢得了你的刑事案件，或者完成您的
刑期。
即使这样，警察或监狱仍可以再多拘留你 48 小时，如果移民局给你发了一个“挽留者”要
求。如果 移民局在 48 小时内没有查到你，那么他们必须释放你。
如果警方没有提出刑事指控， 移民局也没有递交挽留者申请，可以请律师或社区组织帮
助从警方拘留所释放你。他们可以给监狱或者警察局长写请求信。
一定不要主动向警察泻漏你的移民身份 。不要说谎！只是说： “我要见我的律师，或出示
“我了解我的权利”卡。 （样本附后）
我被移民局逮捕
你有权不签署任何声明或文件，特别是放弃你在移民官面前听证会权利的文件。如果有必
要，说你要先见律师。
请不要主动说出你有关移民身份的信息。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作为证据用来对付你。
你有权与您的领事馆联系。各领事馆的的名单和电话号码应张贴在该监狱。如果 没有，
询问你的驱逐出境官员。然后立即联系您的领事馆。如果你留言，告诉他们你的姓名，
你的号码，在哪里被逮捕，和你的驱逐官员姓名。领事可以协助您找到一名律师
或提供其他服务。
（图）不要对移民官说谎！对移民官说谎或对你的身份说谎会导致严重的惩罚。
我在哪里？ （入境驱逐出境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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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驱逐办公室将你拘留。你被逮捕后，你将被置于一个拘留所
或临时处理站 ，在那里将录取你的指纹和面谈。 （有时，这些程序会在逮捕时进行。 ）
然后，将分配一个驱逐官员负责你的案子。记下这个负责你案件的官员名字和
电话号码。
您的移民官员应该为你提供了一份文件，叫做出庭通知，（DTA）,其中会说明移民局对
你的指控。该文件可以帮助你或你的律师了解你的案情。如果在你被逮捕 72 小时内仍然
没有收到该文件，请务必要求拿到该文件。
一定要确保有一个“A 号码”(外国人注册号码 A99 999 999) 这个号码会写在你的绿卡或移民
局文件上。如果你不记得这个号码，让你的家人帮助你找到。如果你从来没收到“A 号
码”，在拘留中心办手续时会给你一个号码，你应该马上向驱逐官员要求。
我会被带到何处？
不久后，你将会被转移到一个移民拘留中心，当地的监狱或美军基地，你住在那里等待你
的移民案件处理。在此期间，你可能会被转移到外州机构。
你可能会在半夜被转移，因此一定要时刻在身边留有一份全部法律文件。如果你的文件存
储在拘留所/监禁，一旦得知你可能会被转移，立即向工作人员要你的法律文件。
如果你认为你可能会被转移到一个距离你的家很远的拘留中心，你又有一个移民律师，那
么你的律师可以向国土安全部递交一份移民表格 G - 28。可以免费下载，网址：
http://www.immigration.gov/graphics/formsfee/forms/g-28.htm 。立即将此表传真给驱逐出境
官员。这种方式可能会说服他们停止你的转移。
（图）我可以接听电话吗？
你被拘留后，有权打一个电话。记住你的律师，家人，朋友或工会发言人的电话号码，并
马上与他们联系。
你的电话可能会被封锁。如果你联系不到你的家人或律师，询问监狱工作人员他们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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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锁了电话号码。此外，让你的家人联系当地电话公司，以确保他们能够接听从拘留所或
监狱的来电。
我的物品将会如何处理？
你被拘留后，你的所有私人物品都会被注册登记。要一份个人物品收据。这是唯一的证据
表明，您有 个人财产。这些物品可能放在驱逐办公室或者会随你从一个中心转到另一个
中心。别指望移民可以帮助您跟踪或管理你在家里或在工作地的个人财产。你被释放或者
被驱逐时， 你的个人物品会还给你。
请确保您的法律文件不要做“个人财产 ”处理。因为你随时需要你的法律文件，一定要求随
身携带。如果你无法保持文件，你有权在任何需要的时候拿到你的法律文件。如果工作人
员将你的法律文件拿走，询问他们如何可以拿到你的法律文件。同时，请确保你的家人有
一份你所有移民和法律文件的复印件（例如，出生证，结婚证，护照） 。
虽然你有权接触你的其他个人物品，但是这些请求经常被拒绝。然而，你可以随时向工作
人员提出书面请求。
我的家人该如何找到我被拘留的地方？
如果你的家人不知道你在哪里被拘留，他们应该联系当地移民办事处 和海关执法局在该
地区的拘留及驱逐办公室。他们 应该准备好你的姓名和“A 号码”。如果他们不知道驱逐办
公室的号码，与移民海关执法局总部联系，电话：202-305-2734。。这些信息也可
以在网上查询： http://www.ice.gov/about/dro/contact.htm 。
告诉你的家人查询监狱的探视规则。一些监狱需要来访者提前提供他们的名单。没有证件
的人最好告诉家人不要去拜访您。
我如何脱离拘留？ 要求保释！
什么是保释金？保释金是付给政府一定数目的钱，作为保证你会出席所有听证会，并服
从所有法官的最终命令。你必须支付全部金额。 必须用出纳支票或银行汇票支付，付给
国土安全部。保释金支付人必须有某种类型的移民身份和证明。他/她可以在任何移民和
海关执法局办公室付保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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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一 个人被释放，也不需要交纳保释金。这叫做“自己释放自己”。 “您必须遵守释
放的条件，否则，你就有再一次被拘留的风险 。这种情况通常是需要特殊条件的，例如
怀孕。
我可以有一个保释听证会吗？通常你应该要求保释听证会！你可能会不合格被保释如果
你： （ 1 ）以前有过一个驱逐令， （ 2 ）有犯罪记录， （ 3 ）在边境/机场被逮捕或
（ 4 ）政府怀疑你 与恐怖分子有联系。
如果我有犯罪记录？你应该找到一份有你犯罪记录的复印件，并咨询一位 有驱逐经验的
移民律师，看看您是否有资格被保释。你可以在你被定罪的县书记办公室或你的前刑事辩
护律师那里获取信息。
如果我无法支付保释金？你可以在保释听证会上要求移民法官降低你的保释金。法官有
权将保释金降到 1500 美元。
我应该带什么文件去听证会？在这个听证会上，法官要考虑你是否代表危险，威胁国家
安全，或飞行风险。你应该递交所有文件可以证明你的永久地址，稳定的就业，在美国有
合法身份的亲属，和任何与社区有紧密联系的证据。你也应该让你的家人 和朋友来参加
听证会，并证明这些问题，或写信支持你。
（图）我在哪里可以找到一位律师？
在办理移民的程序中，你无权获得一位免费律师。 然而，你却有权获得一位律师而不必
向政府付费。你也有权代表自己。
一旦被拘留，你不会有很多时间在案子结束前去寻找一名律师，所以尽快与律师联系是非
常重要的。
你的驱逐出境人员应该给你一个该地区免费法律服务的名单。如果没有，马上要求一份复
印件。如果这些组织无法帮助您，请他们推荐在驱逐出境方面的专业移民律师。
一定要雇一位驱逐出境的专业律师。不要被那些只想赚你钱的人所欺骗。在你的律师承诺
可以帮助你以前，一定要给他一份你的出庭通知（NTA）。在你付律师费以前，要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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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签一份书面合同。该合同叫做“律师费协议”。你律师的完整名字和联系方式一定要随身
携带。
如果对你的律师不满意，保持一份你与律师的通讯记录，以备在需要时提出申诉。
要一份你的移民档案复印件：
一定要留一份你的档案复印件。您可以发一份正式的“信息自由法案”给驱逐办公室。您也
可以要求移民法官给你 一份你的文件副本，或者至少，对你不利的证据。
移民听证会
会给我安排一个听证会吗？如果您没有收到听证会的通知，找出原因！如果 你有一定的
刑事定罪，在边境/机场被逮捕，或事先收到了驱逐令就可能没有听证会。在某些情况
下，您可以讯问原因，你为什么没有有一个听证会。如果您认为法院对你的案件拖的时间
过长，要求一个保释听证会。
如果我害怕回到我的国家怎么办？如果你害怕返回贵国， 立即通知你的驱逐官员和移民
法庭。您可能有资格与一位庇护官员面谈或在法庭上提出这个问题。
我的听证会会在哪里举行？将在当地的移民法庭或其所属法院或通过电视举行。在这种
情况下，你必须提交一份“议案” （请求）要求本人出庭。无论你的听证会是不是本人出
庭，你的律师都可以代表你在移民法庭出席。
我的听证会将安排在什么时间？
要了解你的下一次听证会时间，请打电话： 1-800-898-7180 。这是移民 法庭的自动热
线。准备好你的“A 号码”。
我可以有几个听证会？
你至少有一个听证会。 “主日历” 听证会是一个很短的移民法官听证会。在此听证会上，
您可以要求法官推迟或安排另一个日期“继续”这个听证会，这样可以让您有时间找一位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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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如果你不想为你的案子抗争，您可以请求法官自愿被驱逐出境。如果你想为你的案件
抗争或要求更多的时间找到一位律师，你通常都会被重新安排另一个“主日历”
听证会。如果你被强迫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进行听证会，那么你就否认对你的指控（这可
能会迫使 政府去证实指控） 。如果您正在申请在美国合法居留，你将会被另外安排一个
“个人”听证会，向移民法官陈述你的案子。您应该携带全部有关文件和证人在听证会上为
你作证。但是如果 法官认为，你没有资格被释放， 那么你可能就不会有个人听证会。
（图）我是否有权利 找一个翻译？
如果你不会说英语，你有权在你的主要 听证会上有一个翻译。请确保您或您的律师在主
日历 听证会上向法官要求一个翻译。
我如何获得法律信息？
法律图书馆应该有关于移民法及其程序的资料。如果你没有律师，你也可以写信给你
当地的服务机构或查询拘留监视网 www.detentionwatchnetwork.org 。
•佛罗伦萨的移民和难民权利系列 (The Florence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Rights package) 有
良好的法律材料, 地址：Florence Project Main Office, 2601 N. Hwy 79, PO Box 654, Florence,
AZ - 85232 。
•对于具体的法律问题，请联系国家移民计划全国 律师协会 (National Immigration Project
of the National Lawyers Guide)，地址：14 Beacon Street, Suite 602, Boston, MA 02114 。
•家庭争取自由（Families for Freedom） 也有极好的有关被拘留者信息。地址：
2 Washington Street, 766 North New York, NY 10004 。
如何向政府投诉拘留所条件？
详细记录所有虐待或违反拘留条件规定的情况或者有严重的医疗和心理保健的情况，包括
日期和有关连的移民官或监狱官员的姓名。
向监狱投诉，同时寄一份复印件给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办公室，监狱长或治安
官，人权或民权组织，如国家移民司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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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将所有的人都列在同一投诉中。寄一份复印件给你的家人和律师。然后，尝试与你的
驱逐出境人员或当地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办公室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地方当局无法作出答复，将你的书面申诉寄给以下办事处：
Mr. Timothy Perry, 署理行政长官，拘留协助科，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拘留和驱逐
办公室，美国国土安全部，地址： 801 "I" Street，Suite 980, Washington, D.C. 20536 。
国土安全部，Mail Stop #0800,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Washington, DC
20528, 电话： 202-401-1474 ，202-401-0470 （当地聋人） ;免费电话： 1-866-644-8360 ;电
子邮箱： civil.liberties @ dhs.gov 。
如果申诉涉及医疗和心理保健，寄一份复印件给：
Captain Philip Jarres ，美国 公共卫生服务外勤业务处长， 地址：1220 L Street NW, Suite
500, Washington DC 20005, 电话： 202-732-0100;
向美国国土安全部投诉后，请发一个硬件拷贝到全国移民司法中心。该组织有一个关于拘
留中心待遇或虐待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的信息将被用来记录拘留中心的趋势。您的个人
信息将得到保护。
1 。全国移民司法中心地址： 208 S. LaSalle Street, Suite 1818，Chicago, IL 60604
2 。美国律师协会，移民委员会地址： 740 Fifteenth Street，NW, 9th Floor, Washington, DC
20005-1022
由全国律师指南，国家移民计划提供，网址：detentionwatchnetwor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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