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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拘留者及其支持网络的假释诉讼常见问题解答   
 

2019 年 5 月 30 日，南方贫困法律中心 (SPLC) 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ACLU) 在美国地方法院对国土安

全部 (DHS) 提起诉讼。该诉讼称，新奥尔良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拒绝给予符合条件的寻求庇护者

假释的公平考虑，而假释是一种有条件的自由。2019 年 9 月 5 日，法官 James E. Boasberg 批准了 
Heredia Mons 等人诉讼 McAleenan 等人 (DHS) 一案的集体确认和初步禁令动议。许多人对这一判决

的意义及其将如何影响被新奥尔良 ICE 外勤处拘留的个人的案件产生疑问。  
 

1. 法官于 2019 年 9 月 5 日的判决意味着什么？  
 

初步禁令。禁令是法官强制当事人采取某种行动或不采取某种行动的命令。在这个案件中，

联邦法官要求新奥尔良 ICE 外勤处在就集体成员的假释申请作出决定时遵循一定的程序。首

先，他们必须以对方能理解的语言告知人们，他们有权寻求假释。其次，他们必须给人们一

个机会来提交佐证假释申请的证据。第三，他们必须 根据三个关键因素来考虑该等证据，

决定是否批准假释。因素包括：  
 

a. 身份。相关人员是否令 ICE 满意地表明他们就是自己所说的那个人？  
b. 潜逃风险。相关人员是否表明，如果被释放，他们将履行参加移民案件中所有法庭

听证会的义务？  
c. 对社区的危害。相关人员是否表明他们不会对社区构成危害？    
 

集体确认。当法官确认某个集体时，这意味着其案件判决不仅适用于诉讼中指定的原告，还

适用于所有集体成员。该工具使得诉讼将让更多遭受与原告同样伤害的人员受益。在本案件

中，法官为实施初步禁令而临时确认了一个集体，这意味着所有集体成员按照上述规定都享

有假释判决权利。在这起诉讼中，法官允许路易斯安那州的 SPLC 和 ACLU 代表所有集体成

员。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代表每个集体成员的个人假释申请；我们不这样代表。  
 

2. 谁将成为集体成员？根据这起诉讼谁有资格获得潜在救济？  
 

集体由符合以下要求的个人组成：  
a. 目前被新奥尔良 ICE 外勤处拘留，这意味着他们在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阿拉

巴马州、阿肯色州或田纳西州被 ICE 拘留   
b. 在美国边境入境口岸提出庇护后立即被拘留 1  
c. 通过可信的恐惧访谈 以及   
d. 没有最终遣送令   
  

3. 上诉被移民上诉委员会 (BIA) 拒绝的被拘留者将怎样？这起诉讼对他们有帮助吗？  
 

遗憾的是，上诉被 BIA 拒绝的个人不属于此集体，只有非常有限的例外。因此，法官的判令

不适用于他们。   
如果有人选择向 BIA 提出庇护被拒绝上诉，则 BIA 可以维持上诉，将上诉移交给移民法官，

也可以拒绝上诉。    
 
如果 BIA 维持上诉，只要他们继续被拘留，就有资格获得假释。  
 
如果 BIA 拒绝上诉，则该人将面临最终遣送令，并可能被驱逐出美国。    
 



但是，如果有人仍在向 BIA 提出庇护判决上诉，而且尚未收到 BIA 的答复，则遣散令不具最

终性，因此他们可以申请假释。请注意，ICE 可能会认为移民法官的最初拒绝会增加他们的

潜逃风险。  
 

4. BIA 拒绝亲人的上诉后，我们如何才能阻止其被驱逐出境？  
 

您可以通过申请复审 向美国巡回上诉法院提出 BIA 判决上诉，并向巡回法院寻求暂缓遣

送。在某些巡回法院中，将自动临时暂缓遣送；这可能需要向法院进一步辩论为何应继续暂

缓。请注意，很难赢得暂缓。如果巡回法院拒绝暂缓，而您的亲人被驱逐出境，则即使被驱

逐出境，他们的上诉仍可能悬而未决。  
 
您可以使用 I-246 表格向 ICE 寻求暂缓遣送。您可能需要出示护照或其他旅行证件。  
 
如果您认为 BIA 误用了法律，则可以要求 BIA 在其做出判决的 30 天内重新考虑其判决。这不

会自动暂缓遣送。您可以向 BIA 提出暂缓动议。  
 
您可能有资格要求 BIA 或移民法院在 BIA 做出判决的 90 天内重新审理案件。并非每个案件都

有资格重新开庭；一般而言，如果满足以下条件，案件就有资格重新开庭：(a) 国家/地区状

况发生重大变化，使得被告现在有资格获得庇护，(b) 被告没有获得律师的有效援助，并且

做了某些事情来记录和通知律师；(c) 发出遣送令后的变更（无论是被告案件还是法律）意味

着被告不再可按照政府对 NTA 的指控方式被遣送；以及 (d) 受虐配偶寻求某些形式的救济。

仅在非常有限的情况下，这才会导致自动暂缓遣送。相关人员可以向移民法院或 BIA 提出暂

缓动议。  
 
有关重新考虑动议和重新开庭动议的更多信息，您可以访问：  
https://www.americanimmigrationcouncil.org/sites/default/files/practice_advisory/the_basics_of
_motions_to_reopen_eoir-issued_removal_orders_practice_advisory.pdf 
 
请注意，在驱逐出境过程中不配合可能会导致刑事诉讼。  
 

5. 为什么不能将诉讼修改为包括未经正当程序拘留但不在集体内的其余人员呢？  
 

我们认识到，通过此类集体诉讼寻求的救济仅限于根据 2009 年假释指令有资格获得假释的

人员，而且有许多人受到其意愿的限制，应有机会获释，但不属于这起诉讼的集体范畴。   
 
在这起案件下的救济有限。其中一些限制与政府制定移民法的方式有关。政府将管制受不同

移民案件阶段适用的几种不同法律和法规约束的人员。具体来说，在收到最终遣送令之前和

之后，不同的法律和法规管辖人员拘留情况。在这起案件中实施的规章是 2009 年假释指

令，这是国土安全部制定的仅适用于某些人员的规章。长期以来，政府一直采取这样的立

场：根据 2009 年假释指令，收到最终遣送令的人员不符合假释条件。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并非所有人现在都可以根据我们的诉讼获得救济。但是，我们希望您跟

我们具有共同的信念，即帮助某些人总比谁都帮不上更好，并且为被拘留的亲人争取正义的

斗争肯定不会到此为止。  
 

6. 如果我现在申请假释，我会获得假释吗？  
 

https://www.americanimmigrationcouncil.org/sites/default/files/practice_advisory/the_basics_of_motions_to_reopen_eoir-issued_removal_orders_practice_advisory.pdf
https://www.americanimmigrationcouncil.org/sites/default/files/practice_advisory/the_basics_of_motions_to_reopen_eoir-issued_removal_orders_practice_advisory.pdf


现在，新奥尔良 ICE 外勤处已下达法院判令，裁定其 2009 年假释指令中所写的假释判决。尽

管我们希望他们理解法院判令的严肃性和严重性，但我们无法预测 ICE 将如何应对。即使 ICE 
确实开始裁定假释判决，我们也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被假释。   
 

7. 如果我已经申请假释，是否需要提交新申请？  
  
原告的立场是，新奥尔良 ICE 外勤处负责重新裁定任何过去的假释申请。但是，由于我们不

确定 ICE 将如何处理此过程，因此您可能需要重新提交假释申请。  
   

8. 我在哪可找到有关假释申请方式的信息？  
  
我们为想要自己准备假释申请而没有律师的人员开发了一种资源。请查阅随附的假释指

南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https://www.splcenter.org/ICEParoleToolkit 您可以在其中下载该指

南，观看我们录制的信息网络研讨会，并找到其他有用资源。如果您还有其他疑问，可

以致电我们的假释热线电话 833-907-1214，服务时间为周二至周五上午 9:00 至下午 4:00
（中部时区），节假日除外。由于我们的话务量很高，感谢您的耐心等待。 

https://www.splcenter.org/ICEParoleTool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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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假释的说明 
 
步骤 1. 找到您的保证人。  

 
谁可以成为我的保证人？ 
您的保证人是同意在您移民案件的整个过程中为您担责的人员。此人将以书面形式向 ICE 证明：

(1) 一旦离开拘留所，将为您提供住所 (2) 将为您提供经济支援 (3) 将确保您参加法庭听证会。 

我的保证人必须是我的亲戚吗？ 
不需要。相关规章未规定保证人必须是假释申请者的亲戚。但是，经验表明，如果保证人熟悉的

话，ICE 认为更有利。如果您没有愿意成为您保证人的家庭成员，请不要放弃。考虑其他选择，

例如信仰组织、移民支持者或您所在国家/地区同胞的声援者。 

我的保证人必须是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 
没有书面规定要求这样做。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保证人不是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那么 
ICE 很少会批准假释。因此，请尽力找到一名是公民或居民的保证人。 

步骤 2. 与您的保证人协作来编制佐证函  
 
佐证函有何用途？ 
佐证函将让您有机会向 ICE 表明，您的保证人将兑现诺言，给您提供住所，为您提供经济支援，

以及确保您将前往移民法院参加所有听证会，直到您的案件结束为止。 

我的保证人的佐证函必须说些什么？ 
您保证人的佐证函必须包含以下要素： 

1. 保证人相关数据 

 保证人的全名 
 保证人的实际地址 
 保证人电话号码 
 保证人移民身份（首选永久居民或美国公民） 

2. 您的信息 

 您的全名 
 您的 A 编号 
 您的原籍国家/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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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您和您的保证人如何彼此认识的说明 

 你们之间的关系（例如，婚姻、父母/子女、堂兄弟姐妹、朋友或通过移民支持组织认

识） 
 你们彼此认识多久了 
 表明您的保证人如何了解您的性格或亲密关系程度的轶事 

4. 保证人的书面承诺 

 您在假释期间将住在保证人所指定地址的承诺 
 保证人愿意在您的移民案件期间为您提供经济支援的承诺 

步骤 3. 获取所有必要证件/文件。 
您将需要证件/文件来确立几项事情：您的身份，您获得假释后不会潜逃，以及您对社区没有危

害。 

身份证件 
您可以在申请中包含多个证件/文件来确立您的身份。请参阅本指南标题为“假释核对清单，可证

明身份的证件”的部分中的证件/文件列表。 

证明您没有潜逃风险的证件/文件。 
这些证件/文件将主要来自您的保证人。除了您保证人的函件，您还需要： 

1. 您保证人的居住地址证明。确保您将要使用的任何证件/文件均包含保证人的姓名和居

住地址。示例： 

 电话账单 
 公用事业账单 
 抵押或租赁 

2. 您保证人的移民身份证明。示例： 

 永久居民卡（绿卡）复印件 
 美国护照复印件 

证明您对社区没有危害的证件/文件。 
您在原籍国家/地区有犯罪记录吗？ 

 没有  尽量取得该国家/地区政府部门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有  包括证据表明您服完了任何已判刑的判决，您已经改造好，和/或指控是出于迫害相

关政治原因而提出的。请参阅本指南标题为“假释核对清单，可证明您对社区没有危害的

文件”的部分中的证件/文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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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翻译任何非英语证件/文件。 
对于任何非英语的证件/文件，请包括原始语言的证件/文件，外加两样内容： 

1. 证件/文件的英语翻译版本 

2. 翻译证明 

翻译证明的内容如下： 
 

 

步骤 5. 对您的申请进行最终审查。 
确保满足所有要求。使用本指南标题为“假释核对清单”的部分来验证您已遵循所有步骤。 

步骤 6. 发送证件/文件。 
您或您的保证人可以发送申请。申请应发送给您的 ICE 驱逐出境官。 

 

如果您的保证人通过邮件发送，请让他们使用可证明收到的邮件服务。如果您的保证人通过

电子邮件发送，请确保他们保存假释申请提交证据。 

无论是谁发送，都应在发送之前备份一份完整申请并将其保存在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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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ificate of Translation 
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ereby state that I am fluent in the English and 
_______________ languages, and am competent to translate from ____________ to English, and 
that I have translated the foregoing document fully and accurately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ies.  
Signed: 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d:  ____________________ 
 



 
 

假释核对清单 
 
1.可证明身份的证件  

」护照  

」您的有效护照原件或 

」您的护照复印件以及此处列出的一种或多种其他身份证件  

」身份证  

」您的有效身份证原件或  

」您的身份证复印件以及此处列出的一种或多种其他身份证件  

」出生证明 

」您的出生证明原件以及此处列出的一种或多种其他身份证件  

」您的出生证明复印件以及此处列出的一种或多种其他身份证件  

」可以确认您身份的人员的宣誓书（函件）  

」必须包括您的全名、出生日期、九位数 A 编号和您的原籍国家/地区 

」必须由合法的永久居民（绿卡持有人）或美国公民签名。此外，还必须提供该人的护照或
绿卡复印件  

」必须包含该人的全名及其地址和电话号码 

」必须说明他或她认识您的方式和时间  

2.可证明您没有潜逃风险的文件  
」将向您提供佐证的个人或社区组织的宣誓书（函件）   

」必须包括您的全名、出生日期、九位数 A 编号和您的原籍国家/地区 

」必须包含该人/组织的全名及其地址和电话号码 

」必须由合法的永久居民（绿卡持有人）或美国公民签名。此外，还必须提供该人的护照或
绿卡复印件  

」必须说明您将居住在所列地址，并且该人/组织愿意在您处理移民诉讼时为您提供支持（例
如，为您提供住房和食物）  

」必须包括公用事业或电话账单复印件，而且该人/组织的姓名/名称和当前地址必须与宣誓
书中包含的居住地址相符  

」必须说明您与该人的关系以及彼此认识了多久。 

」可以包含您将与其居住在一起的任何其他人员的详细信息（其他家人、朋友等） 

」可以包括轶事，以证明您与该人的关系和强烈的道德品质 

」除了保证人宣誓书外，您还可以提交  

」社区中其他人表明其佐证的函件。注意：必须包含写信人的姓名、地址、联系信息和移民
身份  

」释放后您将获得的任何法律、医疗或社会服务的文件  

3.可证明您对社区没有危害的文件  



」在您的原籍国家/地区和您居住的任何其他国家/地区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在您的原籍国家/地区和您居住的任何其他国家/地区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复印件。 

」无罪释放或撤销任何刑事指控的证据 

」改造课程证书或其他积极成就证明（学位或培训的完成、长期就业、志愿者活动、与您的礼拜场
所相关的活动） 

」证明您无犯罪记录的宣誓书 

」必须包括您的全名、出生日期、九位数 A 编号和您的原籍国家/地区 

」必须经您签名 

」证明您改造的宣誓书  

」必须包括您的全名、出生日期、九位数 A 编号和您的原籍国家/地区 

」必须由合法的永久居民（绿卡持有人）或美国公民签名。此外，还必须提供其护照或绿卡
复印件  

」必须包含该人的全名及其地址和电话号码 

」必须说明他或她认识您的方式和时间  

」必须说明她/他为什么认为您已改造好  

提示 
 

1. 请记住，这不是您的庇护申请。尽管您可能提到迫使您来到美国的迫害或酷刑，但这不应成为假释申
请的重点。相反，您应该重点证明 1) 您的身份，2) 您没有潜逃风险，3) 您对社区没有危害。ICE 在做
出假释决定时应会关注这些特征。 

2. 如果您的身份证件被移民官员没收，请考虑在佐证书中提及政府拥有哪些证件。 

3. 如果有任何佐证书可以公证，则最好进行公证。可以考虑去当地的银行或邮局询问，或者向公证员付
费。 

4. 确保翻译所有非英语的证件，并提供原始版本和翻译版本。这包括佐证宣誓书、护照、出生证明以及
其他任何非英语证件。 

5. 您可以发挥创造力！如果您有其他有助于证明自己身份且证明您不会有潜逃风险或公共安全风险的证
件、函件或证明，则可以将其包括在内。 

6. 您和为您提供佐证的人员了解您假释申请的内容很重要。会有 ICE 代理给您致电进行访谈，并且可能
会致电为您提供佐证的人员来确认佐证宣誓书中的信息。  

7. 您可能希望提交一个封面，其中简要说明申请并列出申请中包含的证件/文件。  

8. 随信附上一小包支持佐证宣誓书样本，让您大致了解此类函件的形式。请记住，这些只是样本。
这些证件/文件不应在您的假释申请中提交给 ICE，并且您不应逐字抄写任何函件。这是个人流程
，每个案件都是唯一的。 



 
 
 
 
 
 
 
 

佐证函样本 
请注意，这些都是示例。您不能提交这些函件或逐字复制这些函件。 

佐证函必须包含您案件的具体信息。 

确保翻译所有非英语的证件，并提供原始版本和翻译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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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示例 #1 

Mary Smith 

201 Greenbrook Springs Dr. 

Orlando, FL 32789 

          2019 年 6 月 12 日 

 

尊敬的 ICE 官员：您好！ 

本人 Mary Smith 谨此申请在佛罗里达移民法庭出席听证会期间将 Terry Manuel Beal (A#123-456-789) 

从拘留所释放。 

我是一名美国公民。我一直在美国生活，在我现在居住的城市和社区生活了 13 年以上。 

我是去年认识 Terry 的。我现在的男朋友是 Terry 的表弟，他介绍我们认识。认识 Terry 以来，我一

直认为他是一个善良的人。在 Terry 被拘留期间，我每周跟他通话两三次。 

如果从拘留所被释放，Terry 将和我们一起住在我位于 201 Greenbrook Springs Dr., Orlando, FL 32789 

的家里。我将为 Terry 提供衣服、食物及其所有必需品等经济援助，并确保他有交通工具去参加未

来所有的移民法庭听证会。  

我附上了一份我的出生证明复印件来证明我在美国的移民身份。我还附上了一份电费账单的复印

件，以证明我家的地址，还有一份我的财务记录复印件，以证明我可以在 Terry 处理佛罗里达移民

法庭庇护案期间提供经济援助。 

感谢您通情达理地考虑本次申请。如有任何疑问，请直接与我联系。我在家工作，因此美国东部标

准时间上午 9 点以后都有时间。您可以拨打电话 (555) 123-4567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marysmith123@email.com 联系到我。我已出具本函件，连同我的佛罗里达驾照和出生证明原件，本

函件随附复印件，经佛罗里达州公证员公证。 

        此致！ 

        Mary Smith 
        Mary 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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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套用函件！*** 
佐证函应个性化！ 

下面是一个套用函件示例。 
这不是您想要的！ 

 
经济担保书 

 
本人 Max Withers 是美国公民，持有新泽西驾照 M1111 12345 67810，现居住于 14 Brown Blvd., 
Trenton, NJ 08601，兹证明如下，如有不实，愿接受伪证罪之罚： 

我出生于 1990 年 12 月 1 日 

自 2016 年起一直在 Education Inc 工作 

以及如下事宜： 

本担保书代表以下人士执行： 

姓名：Martin Hinajosa  婚姻状况：单身 

与保证人的关系：姐夫 

出生日期：01/02/1980 

地址：Stewart Detention Center/146 CCA Road, Lumpkin GA 31815 

我愿意并能够为代表其执行本担保书的人士提供经济援助、食宿和所有费用。本担保书由本人提供

担保，保证有关人士不会成为公共负担。 

保证人的宣誓或誓词 

本人谨此声明，本人已知晓本人所签署的这份担保书的内容，并保证其真实无误，若有不实，愿接

受伪证罪之罚。 

 

    Max Withers         08/07/2019 

    Max Withers 

 

新泽西州 

默克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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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TA DE APOYO - CUÑ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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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示例 #2 

2019 年 8 月 30 日 
 
 

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P.O. Box 248 
Lumpkin, GA 31815 

 
尊敬的 ICE 官员： 

本人 是美国公民，有新泽西州驾照 #L             
为证，特此证明我姐夫  ， 
若获假释将住在我位于新泽西州的家中。我保证他不会成为公共负担。我自 
2018 年 8 月 13 日起就在 上班，我愿意在

 处理庇护案件时向其提供经济援助、食宿以及一切相关生活费

用。 

我与 的妹妹 已交往三年。

我们于 2019 年 5 月 14 日团聚，现在她与我的家人和我一起住在新泽西州。

我们的地址是   。 

我和家人一起全力支持 和她的哥哥处理庇护案件。我们保证

 将出席其所有 ICE 报到和法院听证会。 

我已在这封函件中随附我的驾照和美国公民证明，并乐意提供您处理这项

请求时可能需要的其他项目。 

感谢您的考虑，我希望 尽快入

住我们家。 
 
 
此致！ 

 











假释访谈问题样本 
 

1. 您是否有保证人？（是或否） 
 

2. 他们与您是什么关系？（姓名、地址、电话号码） 
 
 

3. 您是否将与保证人住在一起？（是或否） 
 

4. 如果不是，您将居住在哪里？他们与您是什么关系？（姓名、地址、电话号码）  
 

5. 您是否有住在美国的亲密家人？说明：（母亲、父亲、小孩数量；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

居民） 
 

6. 如果您的假释获准，您是否有旅行安排？ 
 

7. 您是否有足够的资金用于任何形式的交通/食品？（出租车、公交车资或机票）  
 

8. 您是否有社区关系人或非政府保证人？说明：（教堂、改造计划）  
 

9. 您是否曾被判有罪？说明：（仅回答是或否） 
 

10. 您是否有政府签发的有效身份证件？  
 
 

11. 如果没有政府签发的身份证件，是否有可自行确定自身身份和地址且佐证个人所声称身

份的有效性的亲属可提供第三方宣誓书？  
 

12. 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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