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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編號 1 - 2。 申請類別 若您係提交首次申請，請選擇項目編號 1 。 若您係提交延長申

請，請選擇項目編號 2，並提供您最近一次依據 DACA 規定適用之暫緩遣返期間到期日。 

此日期亦為您的工作許可證文件 (EAD) 到期日。 若 ICE 曾針對您的案件核准首次暫緩遣

返，且您希望提出延長申請，則請選擇項目編號 2，提供您最近一次依據 DACA 規定適用

之暫緩遣返期間到期日，並回答申請表上所有後續問題。 

若您希望提出延長申請，且： 

 您在提交您最近一份 I-821D 表並獲得核准時未滿 15 歲，且正在進行遣返訴訟程序；

以及  

 您目前仍然未滿 15 歲，惟已完成相關遣返訴訟程序， 

請選擇項目編號 2 並提供您目前 DACA 規定適用之暫緩遣返期間到期日。 

項目編號 3.a.- 3.c. 。 完整法定姓名. 提供您的全名。 若您有兩個姓氏請同時提供，並於必

要時在不同姓氏之間加入連字號 (-)。 

項目編號 4.a.- 4.f. 。 美國通訊地址。 在申請表中的相關空格，提供您的完整美國通訊地

址。 您可列出您的有效地址、陸軍郵局（APO）、艦隊郵局（FPO）、轉送（In Care of）

地址或商業登記地址。 若您係透過郵政信箱（PO Box）收取郵件，亦可提供郵政信箱地

址。 若您的郵件係寄送給您本人以外之他人，請在您的美國通訊地址中，亦將該人之姓

名填入「轉送」欄位。 若您的通訊地址係位於美國領地，且包括一都市化名稱

（urbanization name），請將該等都市化名稱填寫在「轉送」欄位。。 

項目編號 5.- 5.g. 。 遣返訴訟資訊。 請於您所知範圍內填寫此部分問題。 若您於項目編號 

5 的答覆為「是（Yes）」，則您亦需選擇適當狀態或結果（第 5.a、5.b、5.c、5.d 或5.e

項），並提供最近一次遣返訴訟之日期（第5.f 項）及地點（第 5.g 項）。 若您被准許自

願離境，請選取 5e ，並提供一份自願離境命令之影本。 

項目編號 6。 外國人登記編號。 外國人登記編號，或稱為「A 編號（A-Number）」，通

常係用於發給申請或被賦予特定移民福利之人。 除 USCIS 外，美國 ICE、美國 海關暨邊

境保護局（CBP）、移民法庭及美國國務院（DOS）亦可能對特定外國人核發一 A 編號。 

若您已擁有 A 編號，請於相關空格填寫該編號。 

項目編號 7。 美國社會安全號碼（若有）。 填寫社會安全局正式提供給您的 9 位數字美

國社會安全號碼（若有）。 

項目編號 8。 出生日期。 請以月／日／年格式提供您的出生日期。 若您係申請延長 

DACA，則只要您截至 2012 年 6 月 15 日時尚未年滿 31 歲，則無最大年齡限制。 

項目編號 9。 性別。 選擇您的性別（男性或女性）。 若您不確定您的確切性別，請填寫

您在出生時所開立出生證明書上載明的姓名。 



 

 

項目編號 10.a - 10.b。 出生地。 在申請表相關空格中，填寫您的出生國家、城市、鄉鎮或

村落名稱。 

項目編號 11- 12. 居住國及公民或國民身分國家。 提供您目前居住國家之名稱，以及您目

前屬於公民或國民身分之國家名稱。 請注意: 若您不屬於任何國家，請填寫您最近一次擁

有公民或國民身分之國家名稱。 若您係一個國家以上的公民或國民，請提供核發給您最

新護照的外國國家名稱。 

項目編號 13。 婚姻狀態。 選擇您於提交 I-821D 表時的婚姻狀態。 請注意: 若您依據您舉

辦結婚典禮所在州法律規定結婚，則您得選取「已婚」，即使您目前居住州不承認該等婚

姻亦同。 若您目前屬於分居但尚未離婚之狀態，您應選擇「已婚」。 

項目編號 14.a. - 14.c.。 使用之其他姓名（若有）。 請於申請表中相關空格，填寫您所使

用的任何其他姓名，包括暱稱、別名及女性婚前姓名。 若您需額外空格填寫，請使用第 8 

部分。 其他資訊。 

處理資訊。  

編號 15 – 20 之項目，係依據「美國行政管理和預算局（the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規定填寫，以蒐集本備忘錄填寫之人種與種族資料，請參閱： 

http://www.whitehouse.gov/omb/fedreg_1997standards/ 

USCIS 使用生物測定資料及個人簡歷資料執行背景調查，以做成 DACA 決定。 背景調查

作業需申請人前往 USCIS 申請服務中心（ASC），提供作業所需資訊及其生物測定資

料。 USCIS 目前係透過申請作業蒐集此等資訊，以減少您於 USCIS ASC 面談所需花費之

時間。 

項目編號 15- 16 種族與人種請選擇最適合您狀況的人種與種族選項。 有關聯邦人種與種

族資料蒐集及分類標準之詳細資訊，請參閱「美國行政管理和預算局（OMB）」網站 

www.whitehouse.gov/omb/fedreg 1997standards。 

種族與人種之種類與定義 

1. 西班牙裔或拉丁裔。 係指古巴人、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南美或中美洲人，或其他

西班牙文化或區域之人，無論人種為何皆同。 （備註：此種類僅包括於項目編號 1 之

種族）  

2. 白種人。 係指源自歐洲、中東或北非之任何原生人類之人。  

3. 亞洲人。 係指源自遠東、東南亞或印度半島之任何原生人類之人，舉例來說，包括柬

埔寨、中國、印度、日本、韓國、馬來西亞、巴基斯坦、菲律賓、泰國及越南。  

http://www.whitehouse.gov/omb/fedreg_1997standards/


 

 

4. 黑人或非裔美國人。 係指源自非洲任何黑人種族之人。  

5. 美國印地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 係指源自北美及南美（包括中美）之任何原生人類

之人，以及仍維持部落關係或社群關係之人。夏威夷或其他太平洋島嶼原住民。 係指

源自夏威夷、關島、薩摩亞或其他太平洋島嶼之任何原生人類之人。 

項目編號 17。 身高。 以英吋及英呎選取最適合您身高的數值。 舉例來說，若您身高為五

英呎九英吋，請在英呎選擇「5」、英吋選擇「09」。 請勿以公尺或公分格式填寫您的身

高。 

項目編號 18。 重量。 輸入您體重的磅數。 若您不清楚您的體重為何，或若您需填寫低於 

30 磅或高於 699 磅之數字，請填寫「000」。 請勿以公斤格式填寫您的體重。 

項目編號 19。 眼珠顏色。 請選擇最適合您眼睛顏色的選項。 

項目編號 20。 髮色。 請選擇最適合您頭髮顏色的選項。 

第 2 部分。 居住地與旅遊資訊（適用首次及延長申請） 

第 1 項。 請選取此問題之適當答覆。 

第 2.a. – 5.f.項 地址。 若您係提交首次申請書，請列出您居住於美國境內之所有地址。請

自您最近居住之地點開始填寫，然後是前一次的地址，並在您所知範圍內追溯填寫至您首

次入境美國時所居住的第一個地址。 若您係提交延長申請書，請列出您自前次提交 I-

821D 表後曾居住過的美國境內地址。 

項目編號 6.a - 7.c. 離境。 列出您離開美國境內的所有時間，請從您最近一次離境開始填

寫，然後是前一次離境，並追溯填寫至您第一次離開美國境內的時間。 「離境日

（Departure Date）」係指您離開美國之日期。 「回國日（Return date）」係指您回到美國

之日期。 您會離開美國原因的一些釋例，譬如包括結婚、喪禮及家人緊急事件。 若您需

額外空格填寫，請使用第 8 部分。 其他資訊。 

若屬首次申請： 列出您自 2007 年 6 月 15 日起所有離開美國之時間。 

若屬延長申請： 列出您自 2012 年 8 月 15 日起所有離開美國之時間。 

項目編號 8。 於未取得提前離境許可之情況下離開美國。 選取此問題之適當回覆。 

項目編號 9.a.- 9.c. 。 護照. 於申請表相關空格中，列出核發您最新護照的國家、該護照之

護照號碼及到期日。 



 

 

項目編號 10。 邊境證（Border Crossing Card）編號（若有）。 若您持有邊境證，請於相

關空格中填寫您的證件編號。 

第 3 部分。 僅適用首次申請。 

項目編號 1。 本人係於年滿 16 歲以前首次入境並在美國定居。 若您係於年滿 16 歲以前

入境美國，但於您最近一次回國且持續居住在美國境內之前，您曾短暫離開美國一段時

間，您可提供相關證據證明您在年滿 16 歲以前曾定居美國，譬如證明您在年滿 16 歲以前

曾在美國境內入學或工作之記錄，或您於年滿 16 歲以前曾在美國境內居住多年之記錄。 

項目編號 2。 首次入境美國之日期（確切或大約時間） 於申請表之相關空格，以月／日

／年格式填寫您首次入境美國之日期。 您得填寫確切日期，或若您不知道確切日期則可

填寫大概之日期。 

項目編號 3。 首次入境美國之地點。 於申請表之相關空格，列出您首次入境美國之城市

或港口名稱。 您得填寫確切地點，或若您不知道確切地點則可填寫大概之地點。 

項目編號 4 及 5： 填寫適當資訊。 

項目編號 6、7 及8。 教育資訊。 於申請表之相關空格，說明您是否符合 DACA 程序之教

育指導方針規定。 另外，亦請填寫您目前或過去接受教育之學校或地點之資料，包括您

的畢業日期，或若您目前仍在學則請提供您最近一次入學之日期。 

項目編號 9。 服役資訊。 說明您是否為美國陸軍之一員。 若您於項目編號 9 之答覆為

「是」，則您需於9.a – 9.d 填寫您的服役資訊，包括部隊名稱、服役日期及退伍類別。 

第 4 部分。 犯罪、國家安全與公眾安全資訊 （適用首次及延長申請） 

項目編號 1. - 7.。 請選取各問題之適當答覆。 您應回答本節之所有問題。 若您於本節任

何問題之答覆為「是」，請說明相關情況，並於第 8 部分提供詳細說明。 其他資訊。 

請注意: 若您於項目編號 1 或 2 之答覆為「是」，請仔細閱讀申請表，確認您是否遵守此

等問題適用之額外證據規定。 

若您係提出延長申請，且您自前次申請並獲核准適用 DACA 規定後曾遭逮捕、告發及／

或被判決有罪，則您需填寫適用本節（第 4 部分）之所有項目。 您亦需填寫第 8 部分。 

填寫說明相關情況之額外資訊，並包括您於本節（第 4 部分）中答覆「是」之任何項目之

完整說明。 

請注意: 包括藥品散布或販毒、於藥物影響之情況下駕車、家庭暴力、性侵害或剝削、搶

劫或非法持有或使用武器之品行不端行為；構成重大品行不端行為，無論其判決內容為何

皆同。 



 

 

第 5 部分。 申請人聲明、證明、簽名與聯絡資訊 （適用首次及延長申請） 

項目編號 1.a.- 5. 。 請勾選是否有他人為您說明本申請書。 於適用時，協助您填寫本申請

書之律師、美國移民局（BIA）認證代表人或其他個人，亦需填寫 第 7 部分- 「填寫本申

請書之非申請人聯絡資訊、聲明與簽名」， 並於申請書上簽名並註明日期。 每份申請皆

需載有申請人簽名之正本。 提供已簽署姓名之申請書影本，或以繕打姓名取代簽名之方

法，皆非可接受之方法。 於申請書上簽名並註明日期，並提供您的白天聯絡電話、行動

電話及電子郵件地址。 若您未滿 14 歲，您的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可代替您簽署申請書。 

第 6 部分。 口譯員聯絡資訊、證明與簽名 （適用首次及延長申請） 

項目編號 1.a.- 5. 。 若您使用口譯員為您閱讀申請書填寫說明，並將您對每個問題的答覆

記錄在本申請書上，則該員需證明您的申請書上所記載資訊係屬正確。 口譯員亦需填寫

本申請書之本節內容、提供其姓名、所屬公司或組織（若有）之名稱與地址、白天聯絡電

話及電子郵件地址。 口譯員亦需於申請書上簽名並註明日期。 

請注意: 若您選擇第5部分項目編號 1.b.（亦即由他人協助為您解讀本申請表）， 則您需填

寫第 7 部分- 「填寫本申請書之非申請人聯絡資訊、聲明與簽名」。 

第 7 部分。 「填寫本申請書之非申請人聯絡資訊、聲明與簽名」。（適用首次及延長申
請） 

項目編號 1.a.- 7.b. 若填寫本申請書之人非第 1 部分所列人士，包括提供義務協助之律師或 

BIA 認證代表人或口譯員，該等人員亦需填寫本申請書之本節內容、提供其姓名、所屬公

司或組織（若有）之名稱與地址，以及聯絡資訊。 若填寫本申請書之人為律師或美國移

民局（BIA）認證代表人，其亦應提交填寫完整之「G-28 表- 以律師或 BIA 認證代表人身

分參與訪談通知（Form G-28, Notice of Entry of Appearance as Attorney or BIA-Accredited 

Representative），以及本申請書。 律師或 BIA 認證代表人及協助您填寫申請書之任何人，

亦需於申請書上簽名並註明日期。 

請注意： 於研討會中為個人提供義務協助之律師或 BIA 認證代表人，若無意願於研討會

後代表該等個人，則應評估與該等個人間之關係，以及所提供協助之類型。 律師或 BIA 

認證代表人並應依據該等評估之結果，決定是否提交G-28 表。 若未提交 G-28 表，則律師

或 BIA 認證代表人應依據相關情況決定是否應發出一封信函給該等個人及 USCIS，說明

其代表行為之範圍限制。 

第 8 部分。 額外資訊 (適用首次及延長申請) 

項目編號 1.a. - 6.b.。 若您需額外空格填寫本申請書之任何項目，請利用下列空格填寫。 

您亦可影印第 8 部分以填寫相關資料，並與您的申請書一併提交。 請於每頁上方填寫您

的姓名及 A 編號（若有）； 您載明與您填寫內容相關之頁次、部分編號及項目編號； 並

於每頁簽名及標註日期。 



 

 

回到畫面最上方. 

避免犯下常見錯誤 

請閱讀下列祕訣，以避免您的申請書因常見申報錯誤而遭拒絕或延遲處理.  

１.    請同時寄送所有申請書表 – 您應將下列申請書表放在同一郵件中寄送： 

a.    I-821D 表- 幼年抵美者暫緩遣返之符合要件 

b.    I-765 表-工作許可申請書 

c.    I-765 WS表計算表 

請詳閱郵寄說明，以瞭解依據您所在州別之不同，應將申請書表寄送到何處。 若係透過

美國郵政服務寄送，記得將資料寄送到郵政信箱。 所有申請書表皆可至 www.uscis.gov 免

費下載。 請勿親自或透過網路付錢購買空白 USCIS 申請書表。 

2. 請於提交申請書前仔細閱讀年齡指導方針規定 –若您從未參與遣返訴訟，或您的訴訟

程序已終止，則您於申請時必須至少年滿 15 歲。 

 

為符合「童年抵美者暫緩遣返（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計畫的申請資格，

您必須在2012年6月15日時未滿31歲。   

３.   請於各申請書表上，以相同方式填寫您的姓名與出生日期 –資訊書寫方式之不同，

可能導致延遲處理相關作業。 舉例來說，您不得於一申請書表上寫 Jane Doe，然後在另

一份書表上寫 Jane E. Doe。 請仔細閱讀申請表之所有填寫說明，這點很重要。 

４.   請於您的申請表上簽名 –您必須於您的 I-821D 表及 I-765 表上簽名。 若係由他人協

助您填寫申請表，則該人亦需於 I-812D 表及 I-765 表上您簽名旁的指定位置簽名。 

５.   請使用正確版本的 I-765 表 –在向 USCIS 提交您的申請書前，請確認您的申請書版

本為最新。 請前往本局申請書表頁面（Forms page）下載最新版本書表。 您可免費於本局

網站下載所有 USCIS 申請書表與填寫說明 www.uscis.gov. 

６.   請使用 I-821D 表而非 I-821 表 – I-821D 表用於申請適用童年入境者暫緩遣返手續。 

I-821 表則是不同的申請表，該表用於申請暫時庇護狀態（Temporary Protected Status），是

完全不同的程序。 

７.   請勿線上提交 I-765 表 – 暫緩遣返手續之申請作業不能透過線上提出。 您需將您的

申請書表（表 I-821D、I-765、I-765WS、佐證文件與申請費）送交適當USCIS 加密箱。 

http://www.uscis.gov/humanitarian/consideration-deferred-action-childhood-arrivals-process/filing-tips-deferred-action-childhood-arrivals#Top
http://www.uscis.gov/node/41151
http://www.uscis.gov/node/41151
http://www.uscis.gov/node/45616
http://www.uscis.gov/
http://www.uscis.gov/node/42125
http://www.uscis.gov/
http://www.uscis.gov/node/45616


 

 

８.   繳交正確金額的申請費 – 申請適用童年入境者暫緩遣返手續申請費為 465 美元，且

無法豁免繳納。 申請費豁免僅限特定情況方適用。 您得提交兩張分別為 380 美元及 85 美

元之支票，或僅提交一張 465 美元之支票。 

９.   完整與正確回答所有問題 –若任何項目不適用或答案為「無」，請將該空格留白。 

惟請勿將日期空格留白。 請參閱下列祕訣 #10 說明。 為確保您的申請書被接受並處理，

請確認您已填寫下列必填欄位： 

 I-821D 表: 姓名、地址、出生日期、初次申請或延長申請、最近一次DACA的到期

日、A-號碼（僅限續期）。    

 I-765 表: 姓名、地址、出生日期、符合申請資格種類 

１０.  請勿將日期或入境地點答覆空格留白 – 您需填寫 I-821D 表上所有與日期及入境地

點有關之所有欄位。 若您不知道確切資訊，您得填寫最接近日期或入境地點.  您需以月

／日／年格式填寫日期。 

１１.  提供所有佐證文件與證據– 您需提交所有必要證據與佐證文件。 此等文件為 

USCIS 於針對您的申請案件做成決定時所需之資料。 請依據您的證據所符合的指導方針

規定順序，排列與標示您的證據。 若於針對您的申請案件做成決定時需取得額外資訊，

則USCIS 得發出證據提供要求書。 

１２.  證明有工作之經濟必要性之個人資訊 – USCIS 將審核您的個人目前年所得、年開

支及您目前總資產之價值，以決定您是否有工作之經濟必要性。 於證明您的經濟必要性

時，您將不需提供其他同住家人之財務資訊。 您不需就此部分提供佐證文件，不過若您

提供，USCIS 將會接受並予以審核。 

１３.  若您的申請書表填寫錯誤，請重新填寫一份 – USCIS 希望您運用電腦輸入您的答

覆，並將其印出來。 若您係親筆填寫申請表，請使用黑色墨水填寫。 若您的申請書表填

寫錯誤，請重新填寫一份。 掃描器將會透過修正液或修正帶，因此將會導致申請書表以

錯誤書表處理，並將導致處理作業延遲或拒絕處理。 

１４.  檢視您的完整申請書表 – 為確保您的申請書表獲接受並處理，請在將相關資料提

交予 USCIS 前，非常仔細檢視您的全部申請資料─這點非常重要。 

有關童年入境者暫緩遣返手續之詳細資訊，請參閱 www.uscis.gov/childhoodarrivals。 若您

對提交申請書表有任何問題，請撥打 1-800-375-5283 聯繫 US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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