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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非营利性移民律师交谈，对自身移民状况进行评估。

• 始终保留受人尊敬的法律服务商或移民律师的号码或名片，以备紧急之需。 列表参见附件 A。 

• 您的其他家庭成员同样要保管好这些号码。

您的工作单位应放置一本紧急预案。

• 如果移民官员来到您的工作单位，则请询问您的同事是否愿意保持沉默；要求与律师沟通。 

• 如果您的工作单位设有工会，则应与工会代表沟通，更好地了解应该如何准备，以防遭受移民突袭

搜查。

制定预案，保护家人。

• 填写好“有限授权书”，确保您遭拘留之后，亲朋好友可以妥善照看您的子女。

 » 这样做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发生紧急情况下，“有限授权书”可以让您的密友或家庭成员

照看您的子女，否则要被送入寄养照顾机构。  列表参见附件 B。

• 为您的子女取得有效的护照。 

 » 如果您的子女是美国公民，则请尽快为他们取得护照。 当他们出国旅游时，护照必不可少。

 » 如果您的子女不是美国公民，则请为他们取得出生国护照。 您可以从自己国家的领事馆取

得护照。 列表参见附件 C。 

• 在母国领事馆，将您的子女登记为您的母国公民，这样，您回到您的母国之后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 例如，在有些国家，如果儿童没有登记，则无法入学。  欲详细了解美国出生子女在母国如

何登记的信息，请参见第 24 页。

在移民突袭搜查之前  
制定紧急预案，保护家人！

将重要文件放置在容易找到的地方。   
将文件复印件交由家庭成员或密友保管，以应紧急之需。 

• 护照

• 出生证明

• 结婚证

• 财产契据

• 所有移民文件，包括“A”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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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您的权利 
遇到警察或移民执法时，应该怎么做

非美国公民的特殊注意事项：

• 您必须做好准备，以防被捕。 与您的家人一起制定预案。 记住重要联系人的电话号码，包括律师。

• 除了律师之外，不要向任何人提及您的移民身份。

• 向律师询问犯罪指控或申诉对您移民身份的影响。 如果您正在狱中服刑，则移民官员可能会去探

视。 在与律师谈话之前，不要回答任何问题，也不要签署任何文件。

• 仔细阅读所有文件。 如果您需要口译员，则请告诉警察或代理人。

您的权利：

• 您有权保持沉默。 如果您希望行使此项权利，则请大声说出来，然后保持沉默。 请记住，您所说

的任何话都可能会被用于对您不利的场合。

• 在俄亥俄州，您的保持沉默权还有一种例外情况。 如果警察合理地怀疑您犯罪了，或者您将要去

犯罪，则您必须披露您的姓名、地址与出生日期。 您向警察提供了上述信息之后，您就不必再回

答其它问题了。

• 您有权拒绝同意搜身以及搜查您的车子或住宅。

• 警察须礼貌对待您。

• 如果您并未被捕，则您有权平静地离开。

• 如果您因犯罪指控而被捕，则您有权聘请律师。 立即要求聘请律师。 

• 无论您的身份是移民还是公民，您均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 

您的责任：

• 保持冷静和礼貌。

• 不要干涉或阻碍警察的活动。 遵守官员的所有切实可行的要求。 

• 即使您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也不要在身体上抗拒官员。 

• 不要撒谎或出示虚假文件。

• 记住会面的细节，并尽快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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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

您有权保持沉默。

不要说您的移民身份或出生地。 

如果您有有效的移民证件，请出示。

如果您在开车时被叫停车

• 尽快将车辆停在安全的地方。 把手放在方向盘上，在警察站到您的车窗之前时不要动。

• 不要下车，不要试图逃跑，也不要做出任何突然的动作。 

• 一经要求，及时向警方出示您的驾驶执照、注册文件和保险证明。

• 如果官员或移民调查员要求进入车内查看，您可以拒不同意搜查。 为了维护某些权利，您必须清楚

地表明您没有授权搜查。

• 如果警察怀疑您隐藏武器，则他们可以“触摸”您的衣服。 您不应该在身体上反抗，但是您必须

清楚地表明您没有许可他们进行全面搜索。

• 司机和乘客都有权保持沉默。 如果您是乘客，可以询问您是否可以自由离开。 如果警察同意， 

请静静地坐着或平静地离开。 即使警察说不，您也有权保持沉默。

• 不要拒捕，即使您相信自己是无辜的。

• 如果您收到交通违规通知单，则请签名；如果您不这样做，您可能会被捕。 事后您随时可以向法

院提起诉讼。

如果被问及您的移民身份

• 记住您有权保持沉默。 您不必与警察、移民调查员或其他官员讨论您的移民或公民身份。 您不必

回答您在哪里出生，您是否是美国公民，或者您是如何进入这个国家等问题。

• 联邦法律要求非公民者应随时携带有效的移民证件。 如果移民调查员（边境巡逻队或移民与海关

执法局（“ICE”））要求查看您的移民证件，并且如果您有有效的移民证件，那么不出示这些证件就

会违反联邦法律。

不要谎报您的公民身份，也不要提供虚假文件。  记下您记得的一切，包括警察徽章和巡逻车号码、警察

来自哪个机构、以及任何其他细节。

了解您的权利（续）



5 immigration.ablelaw.org

咨询律师之前， 

不要在您不明白的东西上

签字！

如果警察或移民官员来您家

如果警察或移民官员来您家，不要开门。 您有权拒绝他们进入，除非他们有某种搜查令。 让警察或调查

员从门下将搜查令递入，或者把搜查令举到窗户边，以便您检查。 

• 搜查令赋予警察进入搜查令所列地址的权利，即使未经许可，但警察只能搜查搜查令所列地址的区

域和物品。 搜查令必须由法官签署。 警察如果从您家里带走任何东西，则向警察索要凭证。 

• 刑事逮捕证允许警察进入逮捕证所指人士的家中，如果他们认为此人在家的话。 刑事逮捕证必须

由法官签署。 

• 驱逐令（“ICE 搜查令”）不允许警察未经同意而进入住宅。

即使警察有搜查令，您也有权保持沉默。 如果您选择和警察说话，则应走出门外，关上门。 然而，在一

些紧急情况下，警察可以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进入您的住宅并对其进行搜查（例如，当一个人在屋里大

喊救命或者警察在追捕某人时。）

如果您被捕了

• 要求与您的律师交谈或打电话。

• 联系您信任的朋友或家人，他们知道您律师的电话号码和您的应急预案。 记住您的联系人号码。

• 联系您的领事馆。 您有权告诉调查员把您被捕的消息通知领事馆。 如果您没有律师，领事馆可以

帮您找到律师，并且可以主动联系您的家人。 

了解您的权利（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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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移民拘留令 
的信息

保释金

48 小时应自个人缴纳相关刑事指控的保释金或者从国家监管中释放之后开始算起。 ICE 仍有可能在缴纳

了当地/州保释金后接回该人，移民拘留的时间也不会计入刑期。 如果可能的话，被拘留后，尽快咨询律

师，以评估缴纳当地保释金是否是一个好策略。 在这件事上，请不要接受职员或监狱工作人员的建议。 

因为 ICE 拘留令仅允许个人被拘留超过州或当地法律

允许的 48 小时，如果仅仅是因为可能的原因而拘留

某人，被拘留者应在 48 小时期限结束后立即获释。 

在这段时间之后，如果您没有被自动释放，您和/或

您的律师应该要求释放。

根据联邦法规，根据移民拘留令而进行拘留时，拘

留时间不能超过 48 小时，不包括周六、周日和节假

日。 上述 48 小时期限始于当地或州警察因任何潜

在的违法行为将该人从监禁中释放出来之后。 如果

没有可能的原因支持，则可以对该拘留令提出异议。

根据 ICE 的拘留
请求，地方政府可
将此人拘留多长时
间？ 

如果监狱没有根据刑事指控拘留某人的独立权限，

那么在移民拘留令期满后继续拘留该人便是非法

的。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请联系律师。

如果命令到期后监
狱继续拘留某人会
怎么样？

48 小时过去后会发
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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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被移 
民拘留

在移民拘留中心，您有权：

• 受到尊重对待

• 获发被拘留者手册

• 自费聘请律师，自行准备法律材料

• 使用电话

• 被探视

• 联系您的领事馆

• 不签署您不理解的声明或文件

• 通信

• 娱乐

• 宗教习俗

• 资金和个人财产

• 医疗护理

如果您遭受遣返（驱逐）程序

• 您有权聘请律师，但是政府不会在移民法院为您提供律师。 如果您没有律师，请索取一份免费或

收费较少的律师名单。

• 记住您有权保持沉默。 您说的话以后可能会被用在不利于您的场合。 

• 和律师交谈之前，不要签署任何您不理解的东西。 如果您需要口译员或者您需要翻译文件，则告

诉调查员。

• 记住您的外侨登记号码（“A 号码”），并把它给您的家人。 这将有助于家人找到您。

• 将所有发给您的文件保存在安全的地方。 

移民法院方面的权利

如果您进入了遣返程序，并且您以前没有被命令遣返过，则您有权向移民法官陈述您的案情。 如果您在同

意未经听证就被遣返的文件上签字，则您可以放弃听证的权利。 您也有权： 

• 委托律师代表您出席听证会，但政府不负责为您提供律师。

• 需要保释金。 

• 如果您不会说英语，则您需要安排一名口译人员参加听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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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非营利移民法律服务商

俄亥俄州非营利移民法律服务商名单 
建议您在遇到移民机构方面的问题之前，与这些组织沟通，以评估您的个人情况，并看看在您被拘留的情况

下是否有补救措施。 

代表他人参加遣返听证会和其他移民事务的组织：

Advocates for Basic Legal Equality, Inc. 

130 W. Second St., Ste. 700 
Dayton, OH 45402

525 Jefferson Ave., Ste. 300 
Toledo, OH 43604

(800) 837-0814

immigration.ablelaw.org

天主教慈善机构克利夫兰教区 

移民和难民服务  

移民法律服务 

7800 Detroit Ave. 
Cleveland, OH 44102

(216) 939-3769 

ccdocle.org/program/immigration-legal-services

天主教慈善机构合法移民服务 

206 W. Main St. 
Ravenna, OH 44266

4200 Park Ave., 3rd Floor 
Ashtabula, OH 44004

800 Market Ave. North, Ste. 1150 
Canton, OH 44702

(330) 297-7250

ccdoy.org/social-action/immigration-services

俄亥俄州西南部天主教慈善机构

7162 Reading Rd., Ste. 700 
Cincinnati, OH 45237

(513) 672-3746

ccswoh.org 

Centro San Jose El Trabajador 
移民工项目

701 Walnut Ave. 44702 
Canton, OH 44702

(330) 454-2220

iwpohio.org/english_version/program.htm

社区难民和移民服务

1925 E. Dublin-Granville Rd., Ste. 102 
Columbus, OH 43229

(614) 235-5747

crisohio.org

阿克伦市国际研究所

207 E. Tallmadge Ave. 
Akron, OH 44310

(330) 376-5106 分机号码 102

iiakron.org

大托莱多国际研究所

3110 Tremainsville Rd. 
Toledo, OH 43613

(419) 241-9178

internationalinstituteoftoledo.org

克利夫兰法律援助协会

1223 W. 6th St. 
Cleveland, OH 44113

(216) 687-1900

lasclev.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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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他人参加遣返听证会和其他移民事务的组织： 

Asian Services In Action, Inc. (ASIA)

3631 Perkins Ave., Ste. 2A-W
Cleveland, OH 44114

(216) 881-0330 分机号码 214

asiaohio.org 

社区法律援助

11 Central Square, 7th Floor
Youngstown, OH 44503

(330) 983-2619

communitylegalaid.org

俄亥俄州西南部法律援助协会 

215 E. 9th St., Ste. 500
Cincinnati, OH 45202

10 Journal Square, Ste. 300
Hamilton, OH 45011

(513) 241-9400

lasswo.org

有关这些组织及其服务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它们的网站或 

immigrationadvocates.org/nonprofit/legaldirectory， 

获取完整的全国移民法律服务目录。

Sisters of St. Francis 
Project Hope / Proyecto Esperanza

300 Short Buehrer Rd.
Archbold, OH 43502

(419) 445-0728

tiffinfranciscans.org

St. Wendelin Parish – En Camino

323 N. Wood St.
Fostoria, OH 44830

(419) 619-3625 

葡萄园社区中心

移民咨询服务

6000 Cooper Rd.
Westerville, OH 43081

(614) 259-5322 

vineyardcommunitycenter.org

附件 A（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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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重要表单 

须知 
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委托人）应填写第 11 - 12 页的表单，以便向第三方（实际代理人）授予一般性权力，

令其可以做出大多数的决定以及做父母为孩子做的大多数事情。

1. 签署这份表单之后，立即复制一份。 尽可能使用副本以保护原件。 

2. 表单应由父母或有法定监护权的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签署。  如果孩子和父母住在一起，则父母双

方都应该签字。

3. 应该为家庭中的每个孩子填写一份不同的有限委托书。

4. 由于带孩子去另一个国家的旅行问题，父母可能希望签署一份有限委托书，让其他父母成为实际

代理人，同时签署一份有限委托书，让另一个值得信任的家庭成员或朋友成为实际代理人。

5. 父母必须在公证人面前签署有限委托书。 如果您在被捕或被拘留之前没有在有限委托书上签字， 

您可以请求监狱工作人员帮助在监狱里找到公证人。 每家银行都有公证人。 您不必支付高额费用。

6. 此种有限委托书可能不会得到所有人、政府组织或企业的尊重或认可。 

7. 如果您提前签署了有限授权委托书，并且上面注明了截止日期，您将不得不重新签署。 

8. 有限委托书只是一个或多个父母被政府逮捕和拘留的短期解决方案。 如果孩子的父母或法定监护

人被拘留，实际代理人需要就孩子的监护问题咨询律师。

有限委托书



儿童和医疗保健、查阅教育记录以及做出教育决定的有限授权书

我/我们，        与       ，目前居住在 

     ，系            

（以下简称 子女）的父母或监护人，在此根据《俄亥俄州修订法典》第 1337 章规定，向     

     （以下简称我/我们的 实际代理人），授权在下列权力方面代替我/我们：

1. 同意对子女进行任何必要的医疗、手术、药物、治疗、住院或其他此类护理；

2. 雇用、保留或解雇任何可能照顾、咨询、治疗或以任何方式帮助子女的人； 

3. 根据《健康保险携带和责任法案》 (HIPAA) 接收关于我/我们子女的受保护健康信息，包括记录的发布；

4. 获取保存在我/我们子女教育档案中的教育记录副本。 我/我们放弃并解除法律对教育机构披露或公开任

何教育记录的任何限制，包括但不限于《家庭教育权利和隐私法》20 U.S.C. 1232g 与《俄亥俄州修订法

典》第 3319.321 节；

5. 参与任何关于我/我们子女的教育决策，如同本委托书所指定的代理人是孩子的父母或监护人。 我/我们

放弃并解除法律对教育机构在决定谁可以为我/我们子女做出教育决定方面施加的任何限制，包括但不限

于《家庭教育权利和隐私法》20 U.S.C. 1232g 与《俄亥俄州修订法典》第 3319 节；

6. 让我/我们子女辍学或上学，或者作为我/我们子女教育的一部分，批准我/我们子女旅行。 我/我们放弃并

解除法律对教育机构在决定谁可以接送我/我们子女上学或批准教育活动旅行方面的任何限制； 

委托人/父母

姓名：       

出生日期：      

ID 类型：       

ID 号码：      

委托人/父母

姓名：       

出生日期：      

ID 类型：       

ID 号码：      

子女

姓名：       

出生日期：      

SSN：       

护照编号：      

实际代理人

姓名：       

出生日期：      

地址：       

       



7. 在照看、监护和管束子女方面，行使与我/我们可能行使的相同父母权利，自行决定是否在我/我们的实

际代理人住宅或我/我们的实际代理人自行决定而选择的其它地点行使上述权利； 

8. 授权并同意和子女一起往返美国以及在        境内旅游；以及 

9. 开展行使本委托书所述权力所必需或附带的其它行为。

此外，如果我/我们离开本州 30 天或以上，则我/我们还建议并同意少年法庭任命我的实际代理人担任法定监护人。

我/我们的代理人的任何合法行为均会对我自身/我们自身、我/我们的继承人、受益人、遗产代理人以及受让人具

有约束力。 我/我们保留在本有限委托书日期之后随时修改或撤销本有限委托书的权利，但是与我/我们代理人打

交道的任何机构或其他方均可信赖本有限委托书，直至该机构或该方收到我/我们正式签署的有限委托书撤销函。

本原件经签字之后，如有复制，则应将复制副本视为本有限委托书的正本。 在我/我们有生之年，本有限委托书

不会因任何法律上无行为能力之情形而受到影响，除非法律另有规定。

本有限委托书自签署之日开始生效，后续发出书面撤销函之后立即终止，或于     
终止， 以先到者为准。

日期：       

签名：                  

俄亥俄州                ）

      县）

本人系上述州县公证员，20  年     月    日， 亲自来到     

                       ，在本人面前对上述文书的签名予以确认，确认签署上述文书系其自愿行为。 

本人业已于首载日期，在本公证书签名并加盖本人公证章，以资为证。       

       本人任期截止日期：      
公证员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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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电话号码与信息

发生紧急情况时，拨打 911

警察：

消防：

大使馆：

在美国的家人/重要联系人

姓名：

电话：

手机：

工作：

关系：

姓名：

电话：

手机：

工作：

关系：

在母国的家人/重要联系人

姓名：

电话：

手机：

工作：

关系：

姓名：

电话：

手机：

工作：

关系：

保险信息

健康保险

公司：

电话：

保单编号：

车辆保险

公司：

电话：

保单编号：

车辆 1：

VIN/车牌号：

车辆 2：

VIN/车牌号：

房屋保险

公司：

电话：

保单编号：

医疗信息

医生：

电话：

牙医：

电话：

儿科医生：

电话：

医院：

电话：

药房：

电话：

附件 B（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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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家庭记录
请使用此表格，以便让所有重要信息都记录在一起。 所有文件的原件均应存放在安全地方（例如带锁的盒子）。

工作单位

雇主 #1：

姓名：

电话：

主管：

起始日期：

工会代表：

电话：

雇主 #2：

姓名：

电话：

主管：

起始日期：

工会代表：

电话：

关于您车辆的信息

车辆 1 制造商/型号：

车牌号：

VIN/ID 号：

车贷：

保险：

车辆 2 制造商/型号：

车牌号：

VIN/ID 号：

车贷：

保险：

请附上每辆车的登记证、保险以及照片。 

学校/日间照料

学校 #1

学校名称：

学校 ID 号：

电话：

子女姓名：

教师姓名：

子女姓名：

教师姓名：

学校 #2

学校名称：

学校 ID 号：

电话：

子女姓名：

教师姓名：

子女姓名：

教师姓名：

社会安全号码/ITIN

姓名：

社会安全号码：

姓名：

社会安全号码：

姓名：

社会安全号码：

姓名：

社会安全号码：

请附上社会安全卡复印件。

附件 B（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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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医疗信息与身份证明 15
附上每位家庭成员的出生证明、疫苗接种记录以及相片。

家庭成员 #1

姓名：

出生日期： 器官捐献：是 否

过敏症：

用药史：

医疗状况与医疗史：

家庭成员 #2

姓名：

出生日期： 器官捐献：是 否

过敏症：

用药史：

医疗状况与医疗史：

家庭成员 #3

姓名：

出生日期： 器官捐献：是 否

过敏症：

用药史：

医疗状况与医疗史：

家庭成员 #4

姓名：

出生日期： 器官捐献：是 否

过敏症：

用药史：

医疗状况与医疗史：

附件 B（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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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员 #5

姓名：

出生日期： 器官捐献：是 否

过敏症：

用药史：

医疗状况与医疗史：

家庭成员 #6

姓名：

出生日期： 器官捐献：是 否

过敏症：

用药史：

医疗状况与医疗史：

家庭成员 #7

姓名：

出生日期： 器官捐献：是 否

过敏症：

用药史：

医疗状况与医疗史：

可以接我孩子放学/负责日间照料我孩子的人 

姓名： 姓名：

出生日期： 出生日期：

住宅电话： 住宅电话：

手机： 手机：

关系： 关系：

不可以接我孩子放学/不可以日间照料我孩子的人 

姓名：

姓名：

姓名：

附件 B（续）

请向您子女所在学校的人员告知，上述章节所列人员是否有权接

送您的子女。 ***如果存在禁止令，则请附上禁止令的复印件，

并向您孩子的学校和/或日托所存档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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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公司

卡 #1

公司：

免费回拨电话：

卡上姓名：

卡 #2

公司：

免费回拨电话：

卡上姓名：

卡 #3

公司：

免费回拨电话：

卡上姓名：

信用卡如有被盗，立即报失！

民事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

移民律师：

其它律师：

附件 B（续）

负责处理法律问题、 
身份盗窃与欺诈的联系人
为了确保您的安全，请不要在此文件上记录您的信用卡号码或账号。

财务事务联系人

支票账户 #1

银行：

免费回拨电话：

有查阅权限的人士：

支票账户 #2

银行：

免费回拨电话：

有查阅权限的人士：

储蓄账户 #1

银行：

免费回拨电话：

有查阅权限的人士：

储蓄账户 #2

银行：

免费回拨电话：

有查阅权限的人士：

公共机构联系人

家庭暴力援助：

检控官：

报告虐待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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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 #1

姓名：

出生日期：

品种：

描述：

登记号：

用药史：

医疗问题：

宠物 #2

姓名：

出生日期：

品种：

描述：

登记号：

用药史：

医疗问题：

宠物的紧急护理

附件 B（续）

兽医

姓名：

电话：

地址：

紧急电话：

宠物的紧急住所

姓名：

电话：

地址：

请附上每只宠物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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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重要号码

俄亥俄州被拘留移民人士与移民声援会信息

政府办公室：

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Columbus

50 West Broad St., Ste. 306 
Columbus, OH 43215

新地址自 2017 年 5 月 13 日开始启用:
395 East Broad St., Ste. 100
Columbus, OH 43215

Cleveland

925 Keynote Circle
Brooklyn Heights, OH 44131

(216) 749-9200

美国公民与移民服务局 (USCIS)：

辛辛那提办事处

550 Main Street, Room 4001 
Cincinnati, OH 45202

克利夫兰办事处

1240 East 9th Street, Room 501 
Cleveland, OH 44199

哥伦布办事处

50 West Broad St., Ste. 306 
Columbus, OH 43215

新地址自 2017 年 5 月 13 日开始启用:
395 East Broad St., Ste. 100
Columbus, OH 43215

USCIS 全国客户服务热线：1 (800) 375-5283

ICE 被拘留者在线查询系统： 

https://locator.ice.gov/odls/homePage.do 

使用此页面可以查询目前被 ICE 拘留的被拘留者，或者在过去 60 天内因任何原因被释放的被拘留者。 您必须

输入此人的“外侨登记号码”（也称为“A号码”）及其出生国。 如果您不知道此人的号码，您也可以用他/她的

名字和姓氏、出生国家和出生日期进行搜索。 按姓名搜索只会检索系统中完全匹配的内容，因此您可能必须尝

试人名的几种变体（使用连字符、只列出一个姓氏等等）。

注：被拘留者在线查询系统不能搜索未满 18 周岁者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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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评估执行办公室 (EOIR):

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 (CBP):

附件 C（续）

案件咨询自动热线  
对于进入遣返程序的人士，可以 7x24 小时查询其案件

状态。 查询时，必须提供外侨登记号（“A 号码”），

但是打电话则是任何人都可以。

1 (800) 898-7180

克利夫兰移民法院

801 W. Superior Ave, Suite 13 - 100
Cleveland, OH 44113

(216) 802-1100

Erie Station
7851 Traut Drive
Fairview, PA 16415

(814) 474-4700

Sandusky Bay Station
709 SE Catawba Rd.
Port Clinton, OH 43452

(419) 732-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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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留所在线查询系统：https://www.ice.gov/detention-facilities

一般信息

被拘留者无法接听来电。  如果您需要联系被拘留者以留下紧急信息，则您必须拨打该拘留所的号码，并留

下被拘留者的全名、外侨登记号以及您的姓名和可以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 您的留言会送给被拘留者。

探视：为了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对探视者进行安检，所有探视者都必须在预定探视时间前 45 分钟到达。  探视

者必须出示有效的可核实的美国政府颁发的身份证才能进入拘留所。 未成年人探视的，必须由成年监护人（

年满 18 周岁）陪同。 不得将未成年独自留在接待室、探视间或其它区域。 

汇款：联系拘留所，了解如何汇款。  如果被拘留者收到邮寄汇款，则将被带到处理区域，将钱存入账户。 

承办人员会提供款项已收回执。 不要邮寄现金。 

如何缴纳移民保释金

任何人在美国期间，如已进入遣返程序，则须缴纳移民保释金。  提供保释金者须出示身份证明与合法的移

民身份。 此人（义务人）负责确保外侨出现在该机构的官员或调查员面前（若要求）。 如欲了解保释金信

息，请拨打保释金查询号码，联系拘留所，请求与承办该案件的驱逐官员对话。 打电话之前，您必须知晓被

拘留者的姓氏及其外侨登记号。 

缴纳 ICE 拘留的外侨的保释金时，您必须在周一至周五（公共节假日除外），上午 9:00 至下午 15:00，到 
ERO/ICE 克利夫兰或哥伦布办事处缴纳。 保释金可接受的缴纳方式包括汇票、认证支票或本票。 保释金必

须缴纳至 “美国国土安全部”。 

如对保释金尚有疑问，请联系债务管理中心： 

债务管理中心 
收件人：Bond Unit
P.O. Box 5000; Williston, VT 05495-5000
电话：(802) 288-7600 | 传真： (419) 619-3625

美国 ICE/ERO 保释金受理机构列表：

https://www.ice.gov/ice-ero-bond-acceptance-facilities

拘留所：

附件 C（续）



22immigration.ablelaw.org

附件 C（续）

俄亥俄州拘留所:

Bedford Height City 监狱
5661 Perkins Rd.; Bedford Heights, OH 44146
(440) 786-3254

停车场：该拘留所的停车场位于大楼附近。

执法和遣返行动组 (ERO/ICE)：
办事处：(216) 535-0510

保释金信息： (216) 535-0510

探视：

只有个人提出申请之后，方可安排探视。 被拘留者

必须在周日安排探视时间，每周可以探视的时间为

一（1）次 30 分钟，可以在周三、周六以及周日进

行探视。

探视时间不得超过 30 分钟。 如果探视者的路程超

过 25 英里，则探视时间不得超过 90 分钟。 

Butler County Correctional Complex
705 Hanover St.; Hamilton, OH 45011
(513) 785-1191

停车场：探视者停车场位于前停车场。 进入停车场

后，左转。

执法和遣返行动组 (ERO/ICE)：办事处热线：  
(313) 568-6049

保释金信息： (614) 469-2900

探视：

被拘留者姓氏的首字母 A - J
星期六：9:00–11:00AM, 1:00–5:00PM, 7:00–9:00PM

星期三：1:00–5:00PM 与 7:00–9:00PM被拘留者姓氏

的首字母 K - Z
星期日：9:00–11:00AM, 1:00–5:00PM，7:00–9:00PM
星期四：1:00–5:00PM 与 7:00–9:00PM

Geauga 县安全中心 
12450 Merritt Rd.; Chardon, OH 44024
(440) 279-2009

停车场：探视者停车场位于大楼前面。

执法和遣返行动组 (ERO/ICE)：
办事处：(313) 568-6049

保释金信息： ((216) 535-0372

探视：

探视时间会在每间禁闭间和大厅公布。 也可以访问 
Geauga 县治安官办公室网站查询。

被拘留者每周可以有 60 分钟的探视时间，增量为 
30 分钟。

莫罗县监狱
 101 Home Rd.; Mt. Gilead, OH 43338
(419) 947-4845

停车场：该拘留所的停车场位于大楼附近。

执法和遣返行动组 (ERO/ICE)： 

办事处：(313) 568-6049

保释金信息： (614) 469-2900

探视：

男性被拘留者：星期六：1:00–3:00PM 与 7:00–9:00PM

女性被拘留者：

星期日：1:00–3:00PM 与 7:00–9: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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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续）

俄亥俄东北地区监狱  
2240 Hubbard Rd.; Youngstown, OH 44505 
(330) 746-3777

停车场：探视者停车场位于车行道左侧，已经做出

标记。

探视：

探视人数限定为一次批准六（6）人。 探视

者只有获得批准之后方可探视。 发电子邮件

至：neohiovisit@corecivic.com，不得迟于准备探

视的那一周之前的星期日。

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3:30-5:30PM

探视时间限定为一（1）小时。

塞尼卡县监狱  
3040 South State Rte. 100; Tiffin, OH 44883
(419) 448-5074

停车场: 探视者停车场位于大楼前面。

执法和遣返行动组(ERO/ICE)： 

办事处：(313) 568-6049

保释金信息： (216) 535-0372

探视：

星期日：

 男性被拘留者：8:00–10:00AM，12:30–4:00PM, 
5:30–7:30PM
女性被拘留者：10:00-11:00AM， 

星期日：7:30–8:30PM 与 30:30–30:30PM

古巴大使馆

2630 16th St. NW
Washington, DC 20009
(202) 797-8518
reception@sicuw.org
cu.usembassy.gov

哥伦比亚领事馆

500 N. Michigan Ave., # 1950
Chicago, IL 60611
(312) 923-1196
cchicago@cancilleria.gov.co
chicago.consulado.gov.co

厄瓜多尔领事馆

30 S. Michigan Ave., Suite 204
Chicago, IL 60603
(312) 338-1002
cecuchicago@cancilleria.gob.ec
chicago.consulado.gob.ec

萨尔瓦多领事馆

177 N. State St., 2nd Floor Mezz. 
Chicago, IL 60601
(312) 332-1393
ConsuladoChicago@rree.gob.sv
consuladochicago.rree.gob.sv

危地马拉领事馆

5559 N. Elston Ave., Ste. 100 
Chicago, IL 60630
(312) 540-0781
conschicago@minex.gob.gt
conschicago.minex.gob.gt

洪都拉斯领事馆

4439 W. Fullerton Ave.
Chicago, IL 60639
(773) 342-8281
hondurasemb.org

领事馆／大使馆列表：

墨西哥领事馆

645 Griswold Ave., Ste. 830
Detroit, MI 48226
(313) 964-4515
detroit@sre.gob.mx
consulmex.sre.gob.mx/detroit

331 S. East St.
Indianapolis, IN 46204
(317) 761-7600
indianapolis@sre.gob.mx
consulmex.sre.gob.mx/ 
indianapolis

委内瑞拉领事馆

20 N. Wacker Dr. Suite 1925
Chicago, IL 60606
(312) 324-0907
ven.chicago@gmail.com
embavenez-us.org/_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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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续）

在您的母国 登记您在美国出生的子女：
联系母国领事馆或大使馆，询问登记您在美国出生的子女有哪些要求。 大多数情况下，在您的母

国登记您在美国出生的子女之后，您的子女即可取得该国的公民身份；这意味着您的子女可以取得

您母国的护照。  

在墨西哥 登记美国出生子女的要求：

父母二人均必须来到最近的墨西哥领事馆，并携带下列材料：

• 未成年子女长格式出生证明原件的经核证无误的复印件。 出生证明应包含子女出生地点、

日期与时间，同时应注明父母二人的姓名与出生日期。 如果上述文件出现错误，则将拒不

受理。 原件的经核证无误的复印件一律不予退还。 

• 未成年子女的 美国护照或州 ID。 

• 父母二人的出生证明原件 如果父母中有一方不是墨西哥公民，则应出示其出生证明，同时

应注明原籍国的旁注，并翻译成西班牙语，除非是美国出生证明。 

• 结婚证（若父母已结婚）

• 父母二人正式的未期满身份证明（护照、领事身份卡以及投票卡）；如果其中一人的原籍国

并非墨西哥，则应出示原籍国签发的有效护照。 姓名应与出生证明上的相同。 

• 两位拥有正式且未期满身份证的见证人（家庭成员、朋友等等）。 

注：每份文件均应复印正反两面。 

重要事项：如果是单身母亲，而且孩子出生证明只登记了她的姓氏，父亲的名字和信息没有出现在

出生证明上，则登记只能在母亲在场的情况下进行。 

如果登记对象是 18 岁以上的成年子女，则可以在父母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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