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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開始和續期申請 
 

在 2017 年 9 月 5 日，特朗普總統指示國土安全部（DHS）和美國公民與移民服務署（USCIS）分階段和最後在兩年

半內結束童年期抵美延遲行動 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 (DACA)。意指，以 2017 年 9 月 5 日為準： 

• USCIS 將繼續處理所在 2017 年 9 月 5 日時已接受之所有待決之開始申請。 
• USCIS 將否決所有其他新的開始申請。 
• USCIS 將繼續處理所有待決並已入檔案之續期申請。 
• USCIS 將繼續接受和處理 DACA 在 2017 年 9 月 5 日至 2018 年 3 月 5 日到期之續期申請直至 2017 年 10 月

5 日。DACA 已過期者不再符合續期的資格。 
• USCIS 在 2017 年 10 月 5 日之後將否決所有收到的 開始 和 續期 申請。 

重要：有最新未過期之 DACA 者，將繼續持有 DACA 直至到期為止。意指目前的 DACA 收受者，可保持其被遣返之保

護和工作許可，直至期滿為止。USCIS 將不會向移民局（ICE）提交 DACA 的收受者和申請者以作遣返，除非他們符

合 USCIS 的出現通知之準則，或對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有風險。目前待決和正在處理之申請者，應出席生物識別技

術之約見和回應任何他們從 USCIS 收到之額外證據的要求。 

如根據上述準則你符合續期的資格，你應立即和提交申請俾有足夠的時間在 2017 年 10 月 5 日之前提交給 USCIS 並

為其接受。續期申請必須在 2017 年 10 月 5 日前收到（而不只是以郵戳為準），以確保處理你的申請。詳情可參看

政府的 常問問題 和 DACA 有關結束 DACA 的 備忘錄。 

II. 工作許可 
 

目前 DACA 收受者之就業授權文件〔Employment Authorization Documents (EADs)〕，亦稱為工作許可，將繼續有效

直至到期或政府終止你的 DACA 為止。  

• 如你目前根據 DACA 有未過期的工作許可，你可以保持你的工作許可和有合法工作之權利，直至你的工作許

可期滿為止。 
• 你無責任告訴你的僱主你的 DACA 已期滿。你的僱主無權利查問你是否一名 DACA 收受者，或你如何取得你

的工作許可。 
• 即使 DACA 正在接近尾聲，你的僱主無權解僱你、暫停你的工作，或改變你的工作身份，直至你的工作許可

已期滿為止。如你的期滿日期即近，你的僱主可能請你提供更新的工作許可但不可以採取任何對你不利之

行動，直至工作許可期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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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仍然有權利申請新工作或轉變工作，直至你的工作許可期滿為止。 
• 有關你身為僱員之權利詳情，請參看國家移民法律中心之諮詢資料： 

https://www.nilc.org/issues/daca/daca-and-workplace-rights/. 
 

III. 社會安全證號碼 (SSNs) 

你的 SSN 是一個終身有效的社會安全證號碼，即使你的工作許可和 DACA 已期滿。  

• 如果你仍未有，在你的 DACA 和工作許可仍然有效時申請一個社會安全證號碼。 
• 即使在你的工作許可期滿之後，你可以和應繼續使用根據 DACA 取得的社會安全證號碼。你可以用你的社

會安全證號碼用於教育、銀行事務、房屋和其他目的用。 
• 你的社會安全證號碼條件之一，是當用它做就業目的時，必須有有效的工作許可。 

 

IV. 駕駛執照和其他身份證明卡 
 
持有駕駛執照之資格和規定，要看你住在那一個州而定。如你仍未有，如你的 DACA 仍然有效並在你住的州可使你

符合駕駛執照或州政府發出的身份證資格時，你仍可申請駕駛執照或州身份證。 
 

V. 提前假釋之國外旅遊 
 

政府在九月五日的宣佈，同時對 DACA 收受者在國外旅遊亦稱為提前假釋之能力，有重要的改變。具體言之： 

• USCIS 將否決所有提前假釋之新申請。 
• USCIS 將結束所有提前假釋之待決申請和退回申請費。 
• USCIS 訂明之前准予之提前假釋保持有效，而該等人等保持在旅遊文件訂明日期內出境和入境之能力。但

是，持有有效提早假釋之個人，在離開美國之前，應向一名有經驗之移民服務者諮詢。 
• USCIS 訂明目前住在國外和持有有效提前假釋之 DACA 收受者，應在他們提前假釋期滿之前，可以回美國。 
• 即使 USCIS 訂明提前假釋仍然有效，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署仍可自行酌定拒絕你重新進入美國，因而並無

保證會准予持有提前假釋旅遊之 DACA 收受者重新進入美國。 
• 如你以提前假釋身份旅遊或目前在國外，確保在截止日期之前回美。 

 
如根據 DACA 准予你提前假釋但你沒有離開美國，或有意申請提早假釋，在做任何事之前，請教一名律師以決定可

能的風險。 
 

VI. 其他移民選擇 

很多 DACA 的收受者可能符合另一種移民選擇的資格，以取得工作許可或甚至綠卡。 

• 和一名移民服務者諮詢以明白你的合法選擇，和你是否可能符合另一種移民福利的資格。查找低費用之移

民服務，請上網： https://www.immigrationlawhelp.org 
• 避免欺詐性的服務者：確實他們的資格、請他們提供一份書面合約和任何付款之收據，如你有懷疑，查詢

第二者的意見。 
 

VII. 犯罪問題 

任何因犯罪而被捕、被控或定罪，均可使在移民局有風險。  

• 避免聯絡可使你因犯罪而被捕的執法部門。如你被捕，確保你向一名移民專家律師諮詢。 
• 如你有因犯罪而被定罪，請往見一名律師找出你是否可改變定罪對你未來移民案件之影響。 

https://www.nilc.org/issues/daca/daca-and-workplace-rights/
https://www.immigrationlawhel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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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知道你的權利 

每個人──有身份或無身份者在此國家均擁有權利。在所有時候帶備下面的紅卡以執行你被移民局截停或查問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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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X. 更新和資料 
 

小心跟進和使用有關 DACA 及其他移民計劃的新聞並使用可靠的來源。不要被有關你的 DACA 工作許可付新費用或不

實資料欺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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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ilrc.org/red-cards)
http://www.unitedwedream.org/
http://www.informedimmigrant.com/
http://www.defenddaca.com/
http://www.ilrc.org/
http://www.nilc.org/
http://www.weareheretostay.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