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act Sheet 
在解决电子验证上的暂时未证实后如何   

更正您的 USCIS 记录 

电子验证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系统，雇主可以利用这套系统来确认新雇用员工的就业资格

。电子验证 能对照各种 信息，从员工的“I-9 表格”（就业资格认证 (Employment 
Eligibility Verification)），到美国国土安全部 (DHS) 和社会保障总署的档案数据。如果信
息匹配，员工便有资格在美国工作。如果信息不匹配，电子验证将为 雇主发出警报，员
工则可以在他/她解决问题期间继续工作。 

如果您收到了电子验证发出的《DHS 暂时未证实 (TNC) 表格》，这可能是因为您在 

DHS 数据库中的移民记 录有错误。更正移民记录中的不准确处可以避免您未来继续收到 
DHS TNC。成功解决您收到的 DHS TNC 中的问题后，您可以选择采取进一步措施来更
正您的移民记录。  

您可以使用以下任何一种方式来更正您的移民记录： 

1. 联系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 (USCIS) 以更正您的“I-551 表格”（合法永久居民

卡）或“I-766 表格”（工作许可文件）。  

您可以登录 InfoPass 网站 http://infopass.uscis.gov 或拨打国家客户服务中心电

话 1-800-375-5283 来预约前往本地 USCIS 办公室以接受现场面试。 

请注意预约面试是更正您的 USCIS 记录的最快捷的方式。记住在赴约时携带能

够支持您的移民身份的证明 文件。  

http://infopass.uscis.gov/


2. 提交书面《信息自由法案》(FOIA) 请求。 如果您知道您需要更正哪些信息，您可以向

《信息自由法案》/《隐私权法》 (FOIA/PA) 办公室提交请求来更正 您的 USCIS 记录，
提交地址为： 

Privacy Act Amendment 
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National Records Center 
FOIA/PA Office 
P.O. Box 648010 
Lee’s Summit, MO 64064-8010 

我们建议您在提交的请求中加入以下信息（若适用）： 

• 您提交请求的原因。例如，“我提交《隐
私权法》请求来更正我的记录是因为我
到了一份电子验证 TNC。”   

• 不准确的信息 

• 对记录的更改建议 

• 出生日期和地点 

• 回复地址  

收

• 您的移民或公民身份文件副本 

• 该信息不准确的原因 

• 文件编号和/或全名 

• 经公证的申请人签名 

• 其他可以帮助查找记录的信息 

如果您不知道您需要更正哪些信息，您可以使用“G-639 表格 - FOIA/PA 请求”来提交书面

请求，以获取您的 记录。您可以前往附近的 USCIS 办公室或登
录 http://www.uscis.gov/files/form/g-639.pdf 来获取此 记录。您可以使用上述地址，但应
在信封上标明“《隐私权法》请求”(Privacy Act Request) 而不是“《隐私权 法》修正
”(Privacy Act Amendment)。  

3. 联络 USCIS 或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来更正您的“ I-94 表格 - 出入境记录”
。 

如果在您的 USCIS 颁发的“I-94 表格”中有错误，您可以拨打上述号码联络 USCIS 以更正
记录。 

http://www.uscis.gov/files/form/g-639.pdf


如果在您进入美国时，您的“I-94 表格”中有错误，您必须前往附近的 CBP 延期检验站、

入境口岸或入境港来更 正错误。如需延期检验站或口岸列表，请登录 CBP 网站 
(www.cbp.gov) 并点击页面底部的“口岸”(Ports) 链接。  

4. 访问 USCIS 网站 www.uscis.gov 以了解如何更新或更换您的移民文件。 

5. 联络学生和交流访问者项目 (SEVP)。  

如果您是学生或交流访问者，您可以前往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的学生和交流

访问者项目 (SEVP) 网站 www.ice.gov/SEVIS。网站中包含了关于如何更新学生
和交流访问者记录的信息。  

http://www.cbp.gov/
http://www.ice.gov/SE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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