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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報告說特朗普總統可能很快結束 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 (DACA)（延遲兒童抵達行動）計劃。目前，

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或 DACA將在什麼時候終止，或計劃最後將是什麼樣子。例如，那些有 DACA者，是否可繼續受

到保護不被遣返，並能用他們的工作許可證直至到期為止？還是會撤銷 DACA批准和工作許可？雖然 DACA計劃目前

仍有效，以下是一些如計劃終止時應記緊的事項。 

I. 工作許可證 
 

Employment Authorization Documents (EADs)（批准就業文件），亦稱為工作許可證，一般是直至它們到期或政府要

求退回時仍屬有效的。除非政府要求你退回工作許可證，以下各點應適用。 

• 如 DACA 計劃終止而准予你保留你的工作許可證，你有權合法工作，直至你的許可證到期為止。 
• 即使 DACA 計劃終止，你並無責任告訴你的僱主 DACA 已終止。你的僱主並無權利問你你是否一名 DACA 收

取者，或你如何取得你的工作許可。 
• 你的僱主並無權利解僱你、暫停你工作，或改變你的工作身份，直至你的工作許可到期為止。如你的到期

日即將到來，你的僱主可能請你更新工作許可證但不可採取任何對你不利之行動，即止其到期為止。 
• 有關你身為僱員的權利，請參看國家移民法律中心此建議： https://www.nilc.org/issues/daca/daca-and-

workplace-rights/. 
 

II. 社會安全證號碼 (SSNs) 

你的社會安全證號碼是一個終身有效的社會安全證號碼，即使你的工作許可證和 DACA 批准已到期。  

• 如你仍未做，在你的 DACA 和工作許可證仍有效時，申請一個社會安全證號碼。 
• 你可以和應繼續使用你根據 DACA 取得的社會安全證號碼，即使你的工作許可證已期滿。你可以用你的社會

安全證號碼於教育、銀行事務、房屋和其他目的用。 
• 你的社會安全證號碼包括一個條件，規定需要有效的工作許可證才可用於就業目的。 

 

III. 駕駛執照和其他身份證 
 
是否符合這些資格要看你住在哪個州。如你仍未做，如你的 DACA 仍然有效可使你符合申請你所住的州的駕駛執照

或身份證，申請一份駕駛執照或州身份證。 
 
 

 

如 DACA 計劃終止， 
我需要知道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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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提早假釋旅行 
 

DACA 收受人應在提早假釋時旅行小心。 

• 如你在提早假釋時身在國家外面，記緊即時回來而你的提早假釋和 EAD 仍然有效。如 DACA 計劃終止，不

清楚根據 DACA 提早假釋的人是否仍可回來。最安全的途徑是在宣佈 DACA 終止之前儘快回來。 
• 如根據 DACA 准予你提早假釋而你未有離開美國，或有興趣申請提早假釋，請在做任何事之前，向一名律師

諮詢以決定是否有任何可能的風險。 

V. 其他移民選擇 

很多 DACA 收受者可能符合另一個移民選擇的資格，以取得工作許可證或甚至綠卡。 

• 和一名移民服務者諮詢俾了解你的合法權利和你是否符合另一種移民福利的資格。查找低費用的移民法律

服務，請上網：https://www.immigrationlawhelp.org。 
• 避免詐騙的服務者：確實他們的資格，請提供一份書面合約和任何付款之收據，以及如你懷疑，徵詢第二

者的意見。 
 

VI. 犯罪問題 

任何犯罪逮捕，指控，或判罪，可使你會被移民局追查之風險。 

• 避免聯絡可導致被犯罪逮捕之執法部門。如你被逮捕，確保你向一名移民專家律師諮詢。 
• 如你有犯罪判罪，找出是否可以減輕以免對你未來可能有之移民案件有所影響。 

 

VII. 知道你的權利 

每個人──無論有身份或無身份者，在此國家均有權利。在所有的時候，攜同以下的紅卡在你的身邊，以備在移民

局截查你或查問你的時候，可實行你保持沉默的權利。 (https://www.ilrc.org/red-cards). 

你有以下憲法賦與的權利： 
• 如移民局人員敲門，不要開門。 
• 如移民局人員想和你交談，不要回答任何問題。你

有權保持緘默。 
• 未和律師諮詢之前，不要簽署任何文件。你有權和

一名律師交談。 
• 如你在家外面，問移民局人員你是否可以離開，如

他們答可以，請鎮靜地離開。 
• 出示此卡給移民局人員看。如你在家裡。可在窗口

或門下面遞出去給他們看。 

I do not wish to speak with you, answer your questions, or sign 
or hand you any documents based on my 5th Amendment rights 
under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I do not give you permission to enter my home based on my 4th 
Amendment rights under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unless 
you have a warrant to enter, signed by a judge or magistrate with 
my name on it that you slide under the door. 

I do not give you permission to search any of my belongings 
based on my 4th Amendment rights. 

I choose to exercise my constitutional rights. 

These cards are available to citizens and noncitizens alike

VIII. 更新和資料 
 

小心留意新聞和前往可靠的來源查詢有關 DACA 和其他移民計劃狀況的資料。不要陷入有關你的 DACA 工作許可證

之新費用或不實資料的欺詐。良好的資料來源包括 www.unitedwedream.org, www.informedimmigrant.com, 
www.defenddaca.com, www.ilrc.org, www.nilc.org和 www.weareheretosta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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