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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您被安置在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执法和遣送行动 （ERO） 

运营或承包的拘留设施中。 

语言取得  

如果您不会说或不懂英语，或不能读写英语，将

免费提供您口译员，处理医疗和ICE或拘留相关事

宜。此项协助可以包括会讲您语言的工作人员或

专业口译员。提供给您的任何书面材料也应翻译

成您的语言或由口译员口头向您解释。如果您需

要帮助了解本手册或任何其他信息，请告诉您设

施的工作人员或 ICE 官员。 

您到达设施 

当拘留者

到达设施时，大多数设施遵循相同的基本步骤。

有关处理的步骤和程序，请参阅下一页的表 1。 

您可能会留在设施，直到： 

• 您 获得保释或解除羁押； 

• 您的移民案件已判决； 

• 您被命令遣返；或 

• 您被移送到另一个设施。 

您有责任阅读本手册以了解： 

• 您作为拘留者的责任和权利； 

• 您可以使用的方案和服务； 

• 您必须遵守的规则； 

• 一般情况的程序；和 

• 如何报告问题和投诉。 

本手册仅提供重要信息的摘要，并不涵盖您留在

设施期間的所有权利和要求。 

您将另外收到一本您的设施手册，解释设施规则。 

您务必理解和遵循这两个手册中的规则。 如果您 

丢失本手册，您可以再换一本。 图书馆和住房单 

位有副本可供参考，或可向设施工作人员索取。  

如果您需要帮助理解本手册，请告诉您的设施的工

作人员或 ICE 官员。 

如果您无法听说读写或理解英语，您有权以您理解

的语言或格式接收重要信息，或让人以您的语言口

头向您解释。如果您需要帮助，请告诉官员。 

您的责任和权利  

虽然 ICE 的政策是以尊严和尊重对待所有拘留者， 

并保证设施的安全、可靠和整洁，但您也有责任和

权利。 

您的责任 

您的主要责任之一是学习和遵守设施的所有规则、

法规和说明。如果您不遵守设施的规则，您可能会

受到纪律处分。 

您还必须尊重工作人员、其他拘留者和所有财产， 

并保持自己和周围环境的整洁。 

您也有责任： 

• 与工作人员合作； 

• 使用工作人员的职称，如先生、小姐、医生、

官员及其姓氏； 

• 对其他拘留者保持礼貌；和 

• 遵守洗衣和淋浴时间表。 

您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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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权维护您的个人福祉、卫生和医疗保健。 

拘留于设施的期间内，您有权取得营养均衡的餐

点、干净的衣服以及定期（获得补给品）洗澡/淋

浴和洗衣服的机会。您有权居住在空气流通和供

暖适当的地区，也可获得所需的医疗和心理保健

。 

  

表 1. 拘留者处理步骤 

步骤 人员 程序 

1 接收官员 保管您的衣服、金钱和财产，并给您所有物品的逐项收据。处理过程中的个人搜查有助
于确保您和其他拘留者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  

2 拘留者 务必妥善保管您财产的逐项收据。您获释时将凭此收据取回您的财产。 

3 接收官员 列出您的所有法律和身份证明文件（如护照、出生证明），然后提交给 ICE 官员，该官员 

会将其放入您的官方移民档案中，称为 A-档案。 

4 拘留者 您的个人文件将在您的案件解决后退还给您。a 

5 拘留者 您入住设施期间，会收到一个 A-号码，用于识别您的身份。您应该知会您的家人和律师 

您的 A-号码，让他们可以在线上拘留者定位系统中找到您。 

6 接收官员 告知您在设施中可以和不能保留的东西。该官员的决定是基于安全和安保方面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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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留者 

根据特定设施的政策，您也许能够保留一些宗教信仰物品，如宗教头巾和奖章、單純的
结婚戒指、照片、平装本宗教和个人阅读材料、证件和文件（包括财产收据）和其他小
物品（如设施手册中所示）。 

8 接收官员 提供您床包，如床单、枕套和毯子。 

9 拘留者 检查设施发放和更换床铺用品的政策和程序，但您通常可以每周更换床铺用品。 

10 接收官员 为您提供经过批准的个人卫生用品，如肥皂、牙刷、梳子等。 若有需要，您可以向住房 

官员要求更多的个人卫生用品。 

10 拘留者 您在设施可以淋浴，并获得适合气候的干净衣服。  

11 接收官员 决定您的分类级别，并分配您与同一分类级别的拘留者同住的住房单位。b 

12 医疗保健专
业人员 

询问您的身心健康和药物。 

13 拘留者 向您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报告任何健康问题、残疾或需要残疾人住宿、需要立即关注的
问题，或您正在服用或需要的任何药物。 

14 医疗保健专
业人员 

经批准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将在抵达后 14 天内为您提供全面的体检．c 

a 如果听审庭需要这些文件的副本，您应该提前询问 ICE 官员。 

b 有关此主题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您的设施手册和分类级别。 

c 医疗信息是保密的。如果您需要这些文件的副本，您应该向医疗服务提供者、ICE 官员或设施工作人员索取 

适当的请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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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是残疾人，您有权根据自己的残疾申请住宿

。 

如果您是残疾人，例如行动、说话、呼吸、视觉、

听觉或照顾自己的能力有限，您有权请求并获得合

理的安排，得到与其它拘留者平等的机会以取得、 

参与或受益于该设施的方案 、活动和服务。您也有 

权获得帮助或服务来协助您沟通、观看或聆听。设

施需要以您能夠理解的方式与您沟通，询问您需要

哪些住宿，并顾及您的偏好。设施必须通知您提出

残疾住宿请求的流程以及申诉流程，并且设施必须

让您能够取得这些流程。 

如果您想就设施残疾住宿提出申诉或正式投诉，您

可以按照本手册第 37 页列出的程序进行处理。  

您还有权： 

• 合理和公平的机会来实践您的信仰戒律（即限制

或拒绝），只须考虑安全保障，和设施的运作秩

序。如果宗教活动必须受到限制或拒绝，您有权

要求采用替代方法来实践您真诚的宗教信仰，而

不造成安全保障和秩序的任何顾虑； 

• 向设施或国土安全部（DHS）投诉生活条件； 

• 不受任何原因的歧视，包括您的种族、宗教、国 

籍、性别、性取向、性别认同、身体残疾、心理

残疾或政治信仰； 

• 免于遭受漠视或虐待； 

• 向设施工作人员或国土安全部报告任何攻击行为

，包括性虐待或攻击事件；和 

• 获取法律图书馆资源和法律援助。有关法律援助

方案及其介绍、规则、程序和时间的信息，请参

阅您的设施手册。 

您的移民案件 

您有权免费获得您选择的律师或法律代表。您有责

任获得律师的服务。此人 必须签署 G-28 表格以通 

知设施、ICE 和 DHS 他们将代表您。 

根据您的案件，您可能有权在移民法官面前进行听审 

。您或您的律师或法律代表负责向移民法官陈述您的

案件。 

如果法律允许，美国政府可以使用可能不涉及移民法

官的替代程序来决定您的移民身份。您也可以被授权

在预定的听审庭之前进行保释。如果是这样，您有责 

任支付保释金。 

如果您认为您符合资格，您有权根据各种法律理由要

求免于搬迁。 

这些措施可能包括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

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公约》取消遣返、调整身

份、庇护、暂缓遣返或宽免。 

例如，如果您因种族、宗教、国籍、政治观点或特

定社会群体的成员身份而在本国或您最后一次居住

的国家受到迫害，您有权要求庇护留在美国。 

如符合资格，您有权在听审前自愿离开美国。 

这称为自愿离境。如果您的请求获得批准，您可能会

失去在听审庭上陈述案件的权利。如果您想自愿离境 

，您必须告诉 ICE 官员或移民法官。 

如果您对搬迁过程有疑问，请与您的 ICE 官员交谈。 

您也可以致电 ICE 提供给您的免费法律服务提供商清 

单上的任何律师或法律代表。此外，您设施的法律图

书馆可能有解释此信息的材料。 

如果您认为您有资格获得某种类型的移民宽免，您应

该尝试与律师或法律代表交谈。申请此类宽免可能还

有时间限制，因此请确保及时填写和缴交必要的申请

，否则您可能会错过审查诉求的机会。您有责任准备

和提交请求宽免的适当表格。 

与家人、朋友和法律代表沟通  

手册的这一部分解释如何与设施外的其他人沟通，包括

电话、访客和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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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在您被拘留期间，您的家庭成员、法律代表和 

其他大众可能想要找您。他们可以通过在线拘留者定位 

系统， 在 www.ice.gov/locator 找到您。在线被拘留者 

定位系统中搜索个人的最佳方式是使用拘留者的 A-号码 

和出生国。 

电话 

当您第一次到达设施时，您将有机会使用电话。稍后，

您可以从您的住房单位拨打电话。所有电话都可能受到

监控，但您的律师、法律代表或法院的电话除外。请记

住，如果您不遵守设施规则、滥用电话设备或拨打非法

活动电话，您可能会失去您所有或部分使用电话的权利

。 

您有责任了解设施的电话使用规则 

。您有权要求使用 ICE 电话系统。 

如果您使用手机的请求被拒绝，请 

告诉任何 ICE 官员，您想提出使用 

电话系统的书面请求。有关在设施 

内使用电话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1 页的表 2 。 

使用 TeleTYpe（TTY）机器联系美国的任何电话号码的 

方式：  

• 使用设施 TTY 机器，请先拨打 711。这将连线您与 

电信中继服务 （TRS）。  

• 与 TRS 接线员连线后，请提供 TRS 接线员您要拨打 

的电话号码。 

• 然后，TRS 接线员将连线您与该号码。  

• 如果您有任何关于使用 TTY 机器的问题或疑问， 

请向设施工作人员寻求帮助。 

平板 

您的设施可能有电子平板电脑，允许您与朋友、家

人和律师进行沟通。平板电脑包含一些免费内容和

有用的信息，如本手册的副本、设施公告以及宗教

和法律资源。其他内容可供出租或购买，包括电影

和音乐等娱乐活动。一些设施已启用了其他功能，

如与 ICE 

和医务人员的沟通。请参阅设施手册或向工作人员询

问详情。 

平板电脑的使用是特许，而不是权利，且高峰期的可

用性可能有限。平板电脑的使用可能会受到监控，没有

隐私。因为滥用平板电脑或其他拘留者行为所导致的纪

律处分可能包括失去平板电脑特許。 

访视 

您可以有访客。访客必须遵循设施访视政策和程序。您 

有责任确保您的访客了解访视规 

则。您将在设施的本地手册中找 

到政策和程序。 

所有来访者必须穿着合适的服装 

并且行为合宜。如果您或您的访 

客具有破坏性，他们就必须离开 

，并且设施可能会限制您未来的 

访视。访客和他们带到设施的任 

何东西都可能被搜查。他们可能被要求把他们的财产放

在储物柜或车里。  

您的访客可能会带物品给您，但官员必须先检查并批

准这些物品。请告诉您的访客不要带太多包裹或其他 

物品。  

任何您所接受的未获官员批准的访视物品，都可能被 

视为违禁品而遭到扣押。您还可能因持有违禁品而遭

受行政和刑事处罚。有关访客的信息，请参阅表 3。 

邮件 

您可以收发邮件，除非威胁到设施的安全保障或秩序

。请阅读本手册和设施手册中有关邮件的规则。您有

责任了解并遵守有关邮件的规则，并向任何写信给您

的人解释这些规则。如果有理由相信您没有遵守 

http://www.ice.gov/locator
http://www.ice.gov/loc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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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规则，则您的邮件特许可能会受到限制。有关

邮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表 4。 

表 2. 有关电话的信息 

拨打电话给：a 允许？ 免费？ 备注 

一般大众（朋友、家人、商务） 可 不一定 详见设施规则。 

寻找律师或法律代表（包括非移民律师
）b    

可 是 可设置 20 分钟的电话时限，以利公平使用 

电话。 

律师或法律代表（包括非移民律师）c 
可 不一定 可设置 20 分钟的电话时限，以利公平使用 

电话。 

紧急情况（例如，家人过世或生病）d
 可 是 要拨打紧急电话，请住房单位官员、主管或 ICE 

人员提供帮助。 

国家儿童福利利益攸关方 

可 不一定 如果您需要协助取得处理您的儿童福利案件的办案
人员或律师的联系信息，请询问设施工作人员、您
的递解出境官员或拨打拘留通报和信息热线 

（DRIL）。  

贵国驻美国领事馆 
可 是 领事馆可以帮助您找到律师、联系您的家人或到设

施拜访您。 

国土安全部监察主任办公室 
可 是 从 TTY 机器拨打 1-800-323-8603 或 1-844-889-

4357  

ICE 拘留通报和信息热线 可 是 从 TTY 机器拨打 1-888-351-4024 或 9116# 或711  

ICE 专责办公室 
可 是 从 TTY 机器拨打 1-877-2INTAKE (1-877-246-8253) 

或 711  

联合接纳中心 (JIC) 
可 是 从 TTY 机器拨打 1-877-2INTAKE (1-877-246-8253) 

或 711  

法庭 可 是  

移民法庭和移民上诉委员会 
可 是  

公益律师或免费法律援助团体 
可 是 由移民审查执行办公室认定b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 
可 是  

政府办公室 可 是 为获取您的移民案件文件的电话 

a 如果您在拨打电话时遇到问题，系统无法正常工作，或者无法拨打免费电话给列出的人员，请向 ICE 

住房单位官员寻求帮助。 

b 要查找您地区提供免费服务的律师或法律代表和组织，请查看您的住房单位的公益法律服务联系人列表。ICE 

官员可以为您获取此列表，该列表每年更新四次。 

c 您必须在授权电话号码表上列出您的律师或法定代表人电话号码，以确保该等电话不受监控。 

d 定期致电您的律师或法律代表通常不被视为紧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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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检查您的设施规则，了解访视时间和其他特定信息。

表 3. 关于访客的信息a 

家人和朋友 

允许的访问日 分配时间 备注 ： 

星期六、星期日和节假日 30 分钟，远程访客可 

请求额外时间 

18 岁以下的儿童若有成年访客照看，可 

陪同访视。请查看设施手册，了解是否允许与

未成年人进行接触访视。  

会见律师和律师助理 

星期一至星期五 每天 8 小时（最低） 您可以要求在用餐时间与您的律师或法律代表

会面。设施工作人员将在会面期间提供餐盘或

便餐。 

星期六、星期日和节假日 每天 4 小时（最低） 如果您想取消会面，您必须自行处理。您不得

要求官员或其他拘留者替您取消该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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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有关邮件的信息 

法律邮件和特殊通信来源 

• 私人律师、法律代表和政府律师 

• 法官、法院、大使馆和领事馆 

• 美国总统、副总统或国会议员 

• 美国司法部、国土安全部（包括 ICE、国土安全部监察长办公室、国土安全部民权和公民自由办公室以及 ICE 

卫生服务团） 

• 申诉系统管理员 

• 记者和其他新闻媒体代表 

法律邮件准备 

在信封的左上角，写上： 

• 您的姓名 

• 您的 A-编号 或 ID 号码；A-号码只能包括最后四位数字（A-XXX-XX0-000） 

• 设施的地址 

在信封中间，写上： 

• 收件人的姓名和地址 

• 职称或组织，如律师、律师事务所或法律服务 

在信封上写上"法律邮件"或"特别信件"（告诉您的律师或法律代表，所有寄来的法律邮件都必须贴上这样的标签）。 

邮件隐私 

• 所有来信和寄出的邮件都可能经过检查是否有违禁物品和内容。 

• 如果您收到合法邮件，设施工作人员会在您面前打开邮件，并可以检查是否有违禁品，但不会阅读。 

• 如果您不希望您即将寄出的法律或特殊邮件被打开，请允许设施工作人员检查邮件，但不要阅读，在工作人

员面前密封，并清楚地将其标记为法律邮件。 

• 您可以自行封口其他邮件，并投入拘留者邮箱。 

寄给您的邮件 

所有寄送给您的邮件必须将您的 A-号码 或 ID 号码放在： 

• 信封上，作为地址的一部分 

• 信件内文的第一页必须包括您的 A-号码的最后四位数字（A-XXX-XX0-000）。如果您收到的邮件没有您的 A-号码

或 ID 号码，将会退回给寄件人。这包括法律邮件和包裹。 

您收到的法律邮件还必须在信封上提供此信息： 

• 寄件人的姓名和头衔 

• 「法律邮件」或「特别邮件」用语 

• 如果法律邮件未按要求标记，则设施不会将其视为法律邮件 

重要！ 您有责任向寄送邮件的任何人解释这些规则。 

若有下列情形，設施得拒絕您的郵件： 

• 它被认定是违禁品 

• 它显示、描述或可能导致暴力或失序 

• 解释如何逃跑、制造武器或爆炸物、违法、违反 ICE 规则，或制造毒品或酒精 

• 有明显关于性的图片或描述，或淫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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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威胁、敲诈勒索、贿赂、淫秽或无端亵渎 

• 包含任何非法或不允许的内容、代码信息，或任何威胁设施安全和保障的内容 

身份证件和杂志订阅 

• 设施将把您在邮件中收到的身份证件转发给您的 ICE 官员然后通知您。您可以以书面形式向 ICE 

官员请求身份证明文件的认证副本。 

• 您不得订阅杂志、目录或其他出版物，但您可以有亲戚或朋友寄送订阅给您。 

邮件递送 

• 设施通常在收到邮件后 24 

小时内递送，但如果出于安全原因需要特殊处理，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例如，设施工作人员可以持有法律

邮件长达 48 小时，以检查其是否为法律邮件）。 

• 如果您的邮件在您离开设施后到达，将会被退回给寄件人。 

关于邮件中金钱的规则 

• 如果您在邮件中收到金钱，官员将向您开具该笔金钱的收据，然后存入您的帐户中。 

• 您可以寄送金钱给设施外的人。不建议寄送现金。如果您想购买汇票，请联系值班主管。 

• 每个设施都有关于现金、支票和其他资金的书面规则。请查看设施规则。如果不清楚，您的设施可以帮助您了解

它们。 

支付邮资 

• 如果设施确定您负担不起邮资或邮寄材料的费用，您可以免费寄送某些邮件，像是法律邮件、寄到领事馆和任何

法院的郵件。 

• 您每周可收到三个或以上含邮信封用于您的私人邮件。您可以从您的住房单位官员那里得到纸张、铅笔和信封。 

• 如果设施确定您能够购买到邮寄材料，您将不会免费收到这些材料。您可以从小卖部购买用品。有关邮件的规则

，请参阅您的设施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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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监护问题 

如果我发现我托付孩子的人不能再照顾他们呢？ 

请告诉 ICE 官员或拨打 1-888-351-4024 或 9116# 

联系拘留通报和信息热线 （DRIL）。ICE 可以提供

您机会为孩子安排照顾，或重新审查拘留您的决定 

。您可以在设施中的法律图书馆找到家长授权表格

并填写之。 

我怎样才能找到在边境的移民拘留与我分开

的孩子（们）？ 

请告诉 ICE 官员或从 TTY 机器拨打 1-888-351-4024 

或 9116# 或 711 联系 DRIL。 

如果我得知我的孩子将在我被拘留期间被国家儿

童福利服务机构或计划拘留呢？ 

请告诉 ICE 官员或联系 DRIL。ICE 可以让您有机会 

联系州儿童福利机构，并确定您在为孩子安排照顾

和／或如何参与任何儿童福利程序方面可以有什么 

选择。ICE 也可以重新审查拘留您的决定，特别是 

如果您提供与孩子有关的新信息。 

如果我担心我的孩子在美国的安全呢？ 

您可以告诉设施工作人员，您希望向州儿童福利机

构报告潜在的虐待、漠视或遗弃儿童行为，或者致

电 DRIL。 

如果我有涉及孩子监护权的法律诉讼怎么办？ 

国家儿童福利诉讼：如果法律诉讼涉及国家儿童福

利机构，ICE 可以让您有机会联系该机构和／或您 

的儿童福利律师，讨论您受儿童保护服务机构监督

的未成年子女（们）。如果您需要帮忙寻找个案工

作者，请告诉 ICE 官员或联系 DRIL。儿童福利机构 

和／或您的儿童福利律师将让您知道您可以如何安 

排照顾、加入服务、参与法庭听审，或者其他可以 

加速联系或团聚的步骤。您也应该让您的 ICE 

官员知道是否需要为您的州儿童福利案件做些 

什么。 

家庭法诉讼：如果您与他人（如孩子（们）或

其他家庭成员）之间有法律诉讼，ICE 可以让您 

有机会联系您的律师或法律代表（如果您有）

，参加法庭听审，向法院提交文件，或参与与 

案件相关的其他事项。 

如果我对国家儿童福利或家庭法庭程序有疑问

呢？ 

请与您的律师或办案人员交谈。 您也可以看看 

拘留者或遣返者：我的孩子呢？ 英语和西班牙

语工具包可在所有法律图书馆的电脑上使用。 

工具补充包还包括各州的各种机构和服务部门 

联系信息。 

法律资源 

集体法律权利简报 

有些设施中有社区成员就美国移民法和程序进行

集体简报。这些简报开放给设施内的所有 ICE 拘 

留者。您的设施将在公共使用区发布有关简报的 

公告。如果您无法阅读或理解公告，请要求以您

能够理解的语言或格式提供信息。法律指导材料

也以多种语言在法律图书馆电脑上提供。  

如果您处于行政或纪律隔离中，并且想要参加简报

，在下列情况下设施将安排您前往： 

• 可以作出安全安排： 

• 您的存在不会构成安全风险;和 

• 简报者同意安全安排。 

备注： 并非所有设施都有法律权利简报

，因为并非所有社区都提供法律权利简报 。ICE 

拘留者可以联系设施工作人员或致电 DRIL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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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关于法律简报或了解您的权利导向视频放 

映。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难民

署）热线 

难民署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下

午 2 时至 5 时为寻求庇护者开通免费保护热线， 

并提供电话口译服务。从设施内拨打 #566，可联 

系保护热线。 

您也可以写信给难民署： 

UNHCR 

1800 Massachusetts Ave. NW Suite 500 

Washington, D.C. 20036 

法律图书馆 

所有 ICE 拘留者都有权使用设施内的法律图书馆 

中经批准的法律材料和办公设备（如影印机、打

字机和电脑），仅供用于影印和准备法律文件。

此材料和设备不用于个人通信。如果您需要写私

人信件，请向住房单位官员索取纸张、铅笔和信

封。 

您可以获取法律通信的影印本。有些设施还可以

让您影印您关于设施条件的投诉、申诉和信件、

法律邮件、病假电话请求、纪律判决、特殊需求

表格、照片、报纸文章或其他与陈报移民案件相

关的文件。 

法律图书馆的开放时间是什么时候？ 

法律图书馆的开放时间张贴在所有住房单位。您

每周至少有五（5） 小时可以用来处理您的案件 

。 

如果我在法律图书馆需要更多的时间呢？ 

您应该填写拘留者请求表并将其提交给设施。解

释为什么您需要更多的时间。如果可能，设施可 

能会给您更多的时间。有法院期限的人，或有其 

他紧急需求或特殊情况的人可优先考虑。 

如何找到我需要的法律材料？ 

法律图书馆可能有书籍和出版物，也可以将法律材

料上传到法律图书馆的电脑上。法律图书馆或电脑

上有自助材料，向您展示如何： 

• 做法律研究； 

• 准备法律文件；和 

• 在电脑上使用法律材料。 

如果我需要法律图书馆中没有的法律材料，我该

怎么办？ 

• 您应该填写拘留者请求表 并将其提交给设施或 

法律图书馆协调员。  

• 如果您的请求未获批准，您将收到书面通知。 

是否有可能被拒绝使用法律图书馆？ 

所有 ICE 拘留者，无论住房或分类如何，都有权 

定期进入法律图书馆。但是，如果存在安全顾虑

或其他需要限制或禁止使用法律图书馆的情况，

则可应要求向您提供法律材料。  

如果我需要协助使用法律图书馆怎么办？ 

若有下列需求请洽您设施中的工作人员： 

• 需要协助寻找材料； 

• 需要协助取得方案； 

• 需要设备协助； 

• 说不好或读不好英语；或 

• 有残疾。 

您也可以要求其他拘留者协助您进行法律研究和文件 

准备。如果没有安全风险或其他问题，并且您不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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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拘留者或给予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则可以允许该

拘留者协助您。向设施管理员提交书面请求。 

备注： 设施不会支付拘留者协助您使用法律图 

书馆。 

您需要自己理解法律图书馆的规则。您还应查

看设施手册。如果您不遵守这些规则，您可能

会受到纪律处分，并失去法律图书馆特许。 

分类和住房 

分类级别 

当您到达设施时，官员将决定您的分类级别，

并酌情分配您与您的分类级别所属的其他拘留 

者的住房单位。官员将考虑您的记录中的信息

，包括： 

• 刑事指控和定罪； 

• 移民历史记录； 

• 纪律记录； 

• 当前分类级别；和 

• 其他相关信息。 

如果我认为我的分类级别不正确怎么办？ 

您有权对您的分类级别和住房安置提出上诉。

您必须按照设施手册中的上诉程序提出上诉。 

设施每隔多久重新审查拘留者的分类级别？ 

第一次分类后 90 

天内会重新审核分类级别。之后，大约每 90 至

120天重新审查一次。关于重新审查分类级别 

的详细时间表，请参阅您的设施手册。如果您

被隔离，在您返回一般大众之前，将重新审查 

您的分类级别。 

设施可否在其他时间更改我的分类级别？ 

可以，设施可以因为安全理由或您未遵守规则

而随时更改您的分类级别和住房安置。 

特殊管理单位住房 

拘留者有时

候会被安置在分开的特别管理单位（SMU）住房

中。这通常称为隔离。在 SMU 中，您住在远离其

他拘留者的单独牢房里。这种状况是因为需要更 

严格的监督和／或基于安全、保障，或其他顾虑 

。如果您被隔离，在返回一般大众之前，将重新

审查您的分类级别。 

有两种隔离： 

行政隔离 

行政隔离是非惩罚性的。若有下列情况您会受

到行政隔离： 

• 您正在接受调查或因违纪行为进行听审； 

• 您被安排在24小时内移送或释放； 

• 您需要保护而不能安全地安置在限制较少的环

境中（这可以由设施或拘留者发起）；或 

• 由于医疗和／或心理健康问题、绝食，或自杀 

风险，您需要更严格的监督。 

纪律隔离 



18 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设施可对行为不符合设施规则和规定的任何拘

留者进行纪律处分，包括暂时处以纪律隔离。

拘留者只有在经机构纪律小组或其同等单位的

听审，发现拘留者确有违禁行为，才能将拘留

者判处纪律隔离。  

我在行政隔离中还能获得服务吗？ 

可以。您可以取得与之前相同的服务类型。但

是，取决于可用资源和安全顾虑，您能够获得

的服务可能较少。 

在某些情况下，您获得以下服务的机会可能更

加有限： 

• 淋浴； 

• 娱乐； 

• 法律图书馆； 

• 法律权利团体简报； 

• 一般电话； 

• 一般访视； 

• 宗教指导;和 

• 个人财产和材料（包括法律、宗教和个人 

阅读材料）。 

但是，您仍然可以获得： 

• 邮件； 

• 法律电话； 

• 法律探视；和 

• 医疗保健服务。 

行政隔离可以持续多久？ 

这取决于您的案件。安全主管会审查所有行政隔离 

案件来决定对您的处置。 

审查时间表如下： 

• 安全主管在安置后 72 小时内重新审查您的处置

情况； 

• 安全主管在处置七（7）天后重新审查您的处置

情况；和 

• 第二次审查后的 30 天内每周重新审查，之后每 

10 天重新审查一次。 

如果我不同意将我留在行政隔离的决定呢？ 

您有权对判决提出上诉。 

如何上诉？ 

在连续七天（7）天的行政隔离之后，您可以写

信给设施管理员对任何审查决定提出上诉。如

果您需要协助撰写您的申诉，请咨询工作人员

或翻译。一旦您提出上诉，设施管理员将每 30 

天重新审查一次您的案件。 

如果我被处以纪律隔离，还能得到服务吗？ 

可以，您仍然可以获得同样程度的邮件、法律电话

、法律探视和医疗保健服务。但是，取决于您的违

规行为、安全顾虑和设施的可用资源，您可能获得

较小程度的下列服务： 

• 淋浴； 

• 娱乐； 

• 法律图书馆； 

• 法律权利团体的简报； 

• 一般电话； 

• 一般访视； 

• 宗教指导；和 

• 个人财产和材料（包括法律、宗教和个人阅读

材料）。 

设施会重新审查我的纪律隔离处置吗？ 

您的案件将每件 （7） 天重新审查一次，以确保您 

遵守所有规则，收到适当的服务，并考虑让您回归 

一般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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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安全主管重新审查对您的处置时，他们会与您面 

談并建立面谈书面记录。重新审查后一旦就您的处 

置问题做出决定，安全主管就会将书面决定发送给

设施管理员进行批准或拒绝。除非存在安全 

顾虑，不然设施会提供您最终书面决定的副 

本。请参阅您的设施手册取得更详细的重新 

审查时间表。 

餐食、活动和服务  

餐食 

设施每天提供三（3）次餐食。每个用餐时间都允许

您有一顿餐食。餐食的营养均衡，经营养师调配， 

供应于干净、安全的地方，并配有餐巾和餐具，用 

餐结束时必须返还。用餐地点为中央餐厅、住房单

位的用餐室或特殊住房单位。 

菜单内容为何？ 

设施提供标准菜单。菜单和用餐时间可张贴在住房

公告栏。请查看您的设施手册。 

食物里有猪肉吗？ 

大多数设施不提供猪肉，但请视当日菜单而定

。 

如果我有特殊的饮食需求呢？ 

若因为宗教原因需要特殊饮食，请通知牧师或宗教

服务协调员您需要符合您宗教信仰的通用饮食。牧

师或宗教服务协调员可能会询问您问题以了解您为

什么需要特殊饮食，并可能要求您填写和签署申请

表。还会告诉您设施里有些什么宗教饮食可以选择 

若因为医疗原因需要特殊饮食，请要求医务人员评

估您的需求。您的特殊饮食请求（出于宗教或医疗

原因）必须获得批准，才能获得特殊餐食。 

重要！若有需要，您必须自行要求特殊饮食。 

如果我受到纪律处分，会得到不同的食物吗？ 

不会。食物是依照相同菜单的一般大众餐食的

时间表提供的。  

小卖部或自动贩卖机 

您的设施可能有名为小卖部的商店，或 

自动贩卖机。如果您的设施有这项服务， 

而您不想使用，您不必购买任何东西。如 

果您想使用商店，请先查看设施手册。  

我必须从小卖部买基本的盥洗用品吗？ 

不用。您的设施必须提供您基本的盥洗用 

品和卫生用品，如肥皂、洗发精、卫生护 

垫和牙膏。 

如果我买了一些物品，但在交付之前我被移送或

遣返了怎么办？ 

如果您被移送或递解出境，设施不会寄送物品给您或

退款。但设施可以在您获释之前退款。请查看您的设 

施手册。 

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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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每天至少有一（1）小时的室内或室外娱乐活动

时间。如果您的设施有户外娱乐区，若天候允许

，您每周可以使用五（5）天，每天至少一（1） 

小时。有些设施准许您有更多户外娱乐活动。请

查看设施手册以了解更多信息。 

有哪些娱乐活动可以使用？ 

您的设施可能有电视、电影、游戏和健身器材

。 

如果户外娱乐被取消或无法使用，我会有更多的室

内娱乐时间吗？ 

不会。 

如果我的设施没有户外娱乐活动呢？ 

如果您的设施没有户外娱乐活动，您可能有资格在

特定月份后申请自愿移交到其他有户外娱乐活动的

设施（请洽您的 ICE 官员）。 

宗教 

您有机会信奉您的宗教信仰。但 

是若您或宗教活动或法器对设施

的安全、保障或秩序有登记在案

的威胁，或者宗教仪式会扰乱设

施的秩序，这些机会就会受到限

制。所有设施都必须让您合理地接触宗教服务

和宗教领袖。 

设施工作人员将解释如何联系您设施的牧师或

宗教服务协调员，并为您提供下列相关信息： 

• 宗教祈祷服务； 

• 特殊宗教饮食； 

• 适应您的宗教需要，有效地庆祝宗教节日 

或圣日； 

• 来自宗教代表的访视； 

• 允许在设施内使用宗教头饰和其 

 他宗教财产；和 

• 获得宗教资源、服务、指导和 

 咨询。 

ICE 拘留者通常可以： 

• 参与他们的宗教活动； 

• 穿戴经批准的宗教头饰和服装；

和 

• 拥有其他经批准的宗教财产。 

除非对设施的安全、保障或秩序有登记在案的

威胁，否则设施不能限制这些宗教行为。 

重要！您必须向设施申请批准任何精装的宗教

书籍。除非得到批准，否则所有的宗教书籍都

必须是平装本。 

自愿工作计划 

如果您的设施有志愿者工作计划，您也许能够

自愿工作。ICE 拘留者不需要工作，许多设施不 

允许 ICE 拘留者参与其工作计划。您有责任了 

解 ICE 和您设施手册中的工作计划。  

我的工作会给我报酬吗？ 

如果您在设施中参加志愿工作计划，您的工作

报酬是每天至少 1 美元，而不是以作业项目计 

算。您每天工作结束时都会得到报酬除非您的 

设施另有支付拘留者的方式。例如，有些设施 

会在您被移交或释放之前全数付清。请查看您

的设施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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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多久领一次工资？ 

大多数设施每天支付拘留者工资。您的设施可 

能使用其他的系统，而在您移交或释放之前支

付工资。 

我可以工作多少小时？ 

您每天工作时间不能超过八（8） 小时，或每 

周 40 小时。 

工作计划的要求是什么？ 

要参加此计划，您必须： 

• 签署志愿工作计划声明； 

• 完成任何与工作有关的培训； 

• 遵循所有工作任务的服装、仪容和发型要求

； 

• 依分配给您的班表工作；和 

• 令人满意地完成您分配的工作。 

我可能被志愿工作计划解雇吗？ 

是的，如果您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错过工作，

或者工作不尽如人意，就可能被移出此计划。 

我会因为保持生活区清洁而得到报酬吗？ 

不会。您必须维持您所使用区域的清洁，包括 

您的生活区和您所使用的任何公用区域。如果

您不保持您的区域整洁，您可能会受到纪律处 

分。您需要了解您的设施关于在群体生活环境

中保持生活区和拘留者公用区整齐清洁的规则 

。 

图书馆 

大多数设施的图书馆材料与您在学校或社区图

书馆找到的类似。设施考虑拘留者的需求、兴 

趣和能力来决定其材料。 

我可以随时去图书馆吗？ 

 不行。请查看您的设施手册了解图书馆使用。

每个设施的图书馆都有使用和出借材料的时间

表。请让其他拘留者也有机会阅读图书馆材料

。请您务必小心保管材料并按时归还。 

出席其他法庭听审庭（非移民） 

我可以出席我其他案件（即与我的移民案件

无关）为我安排的法庭听审庭吗？ 

如果您有其他案件所安排的法庭听审庭（例如 

，如果您目前涉及刑事诉讼或儿童监护案件）

，请询问您的 ICE 官员如何能够出席您的听审

庭。如果您有排定的家庭法或儿童福利法庭听

审庭，请询问您的 ICE 官员如何加快您的出庭 

。如果 ICE 无法戒护您本人出庭，将尽力安排 

您通过视频会议系统或电话出庭。请尽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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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文件副本（如果您有）给您的 ICE 官员， 

以便为您安排出庭。 

结婚请求 

如果您想在设施内结婚，您（或您的律师或法律

代表）必须向住房区官员或 ICE 官员寄送书面请 

求，以便将其提交给设施管理员或 ICE 现场办公 

室主任。 

您的书面请求必须确认： 

• 符合结婚的法律要求； 

• 您在心理上有能力结婚；和 

• 您未来的配偶将证明他们将与您结婚。另外

附上注明他们计划与您结婚的文件（由您未来的

配偶签名）。  

设施管理员可能需要将您的请求寄送给 ICE 

现场办公室主任批准。如果您没有及时获得批准，您

可能需要延迟或取消任何婚礼计划。如果您的请求被

拒绝，您和您的法定代表人将获得书面决定和决定理

由。 

服装仪容 

制服 

您会拿到制服（衬衫、裤子和鞋子）和腕带。在 

ICE ERO 和合同设施中，但大多数监狱没有，颜色 

取决于您的安全级别： 

• 蓝色 表示低度监管； 

• 橙色 表示中度监管；和 

• 红色 表示高度监管。 

如果您在监狱里，制服的颜色和规则可能会有所不

同。 

您必须随时穿着代表您的安全级别颜色的制服

。 

例外：视当地规定，厨房工人在值班时可能穿着

不同于其安全级别的颜色（如白色制服、围裙和

／或工作袍）。 

关于服装还有其他规定吗？ 

是的。您还必须遵守以下规则： 

• 禁止破损或脏污的衣服； 

• 一经发放，不可更换或更改用途（例如，不可将

衬衫作为头带或卷起长裤使其变短）： 

• 禁止帽子或头罩，除非它是您

工作服的一部分，或出于宗教原因已获牧师批准

；和 

• 住房单位之外禁止淋浴鞋。 

其他规则 

您必须在下列场合随时穿着完整的制服（衬衫

、裤子和鞋子）： 

• 在您的住房单位之外； 

• 餐厅内； 

• 医疗约诊（除非另有告知）； 

• 出庭； 

• 宗教服务期间；和 

• 见访客。 

也关于服装： 

• 不可解开您的裤腰带露出您的内衣裤； 

• 即使在寒冷的天气里，也不可把手放进裤腰

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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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只穿内衣裤，除非是在牢房或浴室里。 

合适的鞋子和衣服 

• 随时穿鞋； 

• 如果您穿着密闭的鞋子，请穿上袜子，如果

您有的话； 

• 淋浴时请穿着您的浴鞋；和 

• 请依气候穿着合适的衣服。 

个人护理 

您将与其他人一起住在宿舍或上锁的住房单位中。

良好的个人卫生有助于保持每个人的健康。 

我什么时候可以洗澡？ 

查看房屋单位中张贴的淋浴时间表。上面会告诉您每

天什么时候可以淋浴。您必须定期洗澡，保持头发干 

净。 

如果我需要洗发精或其他个人物品怎么办？ 

当您到达时，您将获得一些个人护理用品，包

括洗发精和肥皂、牙膏和牙刷、梳子或刷子，

以及其他个人护理用品。 

如果您的这些用品用完了，请向您的住房官员索取

。妇女可以在需要时向住房官员索取女性卫生用品

。 

仪容 

卫生条件差和不卫生的习惯会损害设施内的健康

和安全。如果您不遵守服装仪容规则，可能会与

设施内其他人发生冲突，工作人员可能会劝告和

管教您。 

设施将尽可能配合您的宗教对服装仪容的偏好。

您必须保持整洁和干净并随时穿着穿合适的服装 

和鞋子。 

我能任意决定我想要的发型吗？ 

可以。只要安全且干净，您可以有任何您想要的 

发型。 

例外： 如果您在厨房工作或操作机器，您的头发 

必须干净，并包覆发网。 

我可以蓄胡吗？ 

可以，除非您

在厨房工作或操作机器。出于安全考量，厨房工

作人员和拘留者在值班时必须剃光 

头。只要接受厨房工作或操作机械的工作，就表

示您同意遵守此规则。此规则没有例外。 

我能刮胡子吗？  

可以，在大多数设施，您可以每天取得抛弃式刮胡

刀。刮完胡子后必须归还。如果您有法庭听审，设 

施将给您机会在出发前刮胡子。 

我能理发吗？ 

可以，如果想要理发，您必须要提出请求。请查看 

您的设施手册，了解如何要求理发。 

重要！  您需要了解设施的仪容规定。请查看您的 

设施手册。 

 
 

 

 

 

洗衣 

您必须缴交一件脏衣服才能换得一件干净的衣服。 

您可以依据以下时间表更换您的项目： 

• 袜子和内衣裤 – 每天； 

• 您的有色制服 – 每周两次； 

您不得与其他人共用刮胡刀。这是为了您的健

康和安全。共用刮胡刀可能传染疾病，如艾滋 

病毒和肝炎。请查看您设施有关刮胡刀的规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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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单、枕套和毛巾 – 每周一次；

和 

• 白色厨房制服 – 每天。 

注意： 

有些设施可以让您更频繁地更换衣 

物。为了确保有足够的干净衣服给 

每个人，您可能不保留额外的衣服 

。除非有洗衣机和烘衣机，否则请 

不要在住房单位中清洗衣服、床单 

、鞋子或其他物品。请查看您设施

手册中关于洗衣、换衣和志愿者工 

作制服的时间表。 

设施清洁 

为了您的健康和安全，保持设施清洁非常重要

。 

我必须铺床吗？ 

是的，您每天开始日常活动或工作之前必须铺床。您

必须保持您区域的整齐和清洁，并与您的住房或宿舍 

室友合作，保持共用生活空间的清洁和秩序。请勿在

任何电线、灯、床、吧台或其他物品上悬挂床单、毯 

子、毛巾或其他物品。请遵守您设施手册上关于悬挂

湿毛巾的部分。 

一般清洁 

• 如果您在水槽上梳头，请移除任何掉落在水槽中 

的头发； 

• 请把垃圾扔进垃圾桶，而不是扔到地板上； 

• 请把所有用过的卫生用品扔进垃圾桶。不要扔在 

地板上或马桶里；和 

• 不要在住房区域留下食物碎屑。它会吸引蚂蚁和

其他昆虫。 

我的个人物品可以保存在哪里？ 

您必须按照设施手册的说明来存放您的个人物品。

设施里的人员会告诉您该怎么做。存放不当的物品 

可能会被拿走。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您必须自己要

求主管将它们退还给您。不要在不允许的地方放置

任何物品，如窗户、窗台、上下铺、储物柜或床垫

下。 

规则和程序 

点名 

在尽量不干扰日常活动的情形下拘留者每天至少点名 

三次（3次）。您必须参与并遵守点名程序。请查看

您的设施手册。 

 

点名时间请不要移动、说话或做任何事情来干扰

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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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没有被点到名、不遵守指示或扰乱点名，您可

能会受到纪律处分（您住房单位中的每个人可能都会 

被锁在自己的房间里）。 

核可财产和违禁品 

所有财产都必须获得核可，表示访客和拘留者都必 

须获得许可才能拥有物品，即使您的设施通常允许

该物品进入。 

备注：如果您有太多物品，滥用这些物品，或未经许

可进行物品交换，设施可能会扔掉您的物品，即使物

品类型已获得批准，。 

未得到设施特别批准的任何物品都可算作违禁品。请

查看您的设施手册关于未经核可的财产和违禁品的部 

分。 

什么是违禁品？ 

违禁品是指设施内不允许携带的任何东西。您不得有

任何不安全或干扰设施运行秩序的东西。您有责任了

解设施内允许和不允许的规则。如果您有下面列出的

任何东西，或者其他任何设施不允许的物品，您可能 

会受到纪律处分。 

违禁物品包括但不限于： 

• 烟草和烟草制品； 

• 酒精或非法药物； 

• 危险物品、致命武器和爆炸物； 

• 任何可能伪装或改变拘留者外貌或用来帮助逃跑 

的东西；或， 

• 任何可用于拍摄拘留者、工作人员或政府财产照 

片、音频或視頻的摄像机、录影机、录音机、手 

机或其他设备。 

个人财产，包括衣服和其他个人物品，也可能是违禁

品，除非经设施管理员批准，或者是您从设施的小卖

部或自动贩卖机购买的物品。 

搜索和查看 

ICE 搜索拘留者，以确保每个人的安全，控制违禁品 

，并保持设施清洁和卫生。这些搜索并不是要惩罚您

。工作人员不会只为了确定您的生殖器特征而对您进

行搜索或身体检查。 

我什么时候会被搜索？ 

下列時刻将搜索您的身体和财产： 

• 当您到达设施时； 

• 每当怀疑您藏有违禁品或武器时； 

• 当您进入住房单位时； 

• 受访后离开访视区时；和 

• 经常性的临检。 

我可以拒绝搜索吗？ 

不行。您必须允许官员或官员们对您进行搜索。您

还必须遵循他们的指示，做他们要您做的每件事。 

 

如果我拒绝搜索会怎么样？ 

您可能与其他拘留者分开，并被隔离起来。这是为了 

保证您和其他人的安全。 

如果您不遵循指示，您可能会受到纪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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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被搜索时，我必须脱掉衣服吗？ 

如果有理由怀疑您可能藏匿武器或其他违禁品，将进

行脱衣搜索。 

我会被同性别的人搜索吗？ 

对于脱衣搜索（当您脱掉衣服时）：您将由和您同性 

别的警官搜索。如果没有同性别的官员，设施将确保 

搜索是私下进行的，有两名工作人员在场，或者有与

您同性别的人陪同观察。 

工作人员能查看我吗？ 

异性工作人员不得在淋浴、执行生理功能或更换衣

服时查看您，除非是在危急情况下或此类查看属于 

例行查房或与公务、医疗体检或监测排便有关。异

性工作人员在进入您可能洗澡、执行生理功能或换 

衣服的区域时应出声示意。  

纪律和您的权利 

秩序和纪律对拘留者和工作人员的安全和福祉至关 

重要。有些问题可以通过咨询非正式地处理，但其

他问题可能需要纪律。 

所有设施都遵循既定程序，以确保您的合法权利得

到尊重，包括您享有以下权利： 

• 正当程序，包括及时处理您的纪律案件； 

• 翻译和口译服务，以便您能够理解和沟通； 

• 如果您有视听障碍或其他通信需求，可提供残

疾人住宿、辅助或服务，确保您与设施工作人

员之间的有效沟通。  

• 与其他人和／或组织沟通，除非该沟通威胁到 

设施的安全、保障或秩序。 

在 ICE 监管期间，您也有权： 

• 防止人身虐待、体罚、不必要或过度使用武力

、人身伤害、医疗保健不足、财产损失和骚扰

；以及 

• 不因种族、宗教、民族血统、肤色、性别、性

取向、性别认同、身体能力、心理能力或政治

信仰受到歧视。 

如果您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您也有权提出申

诉。没有人能因您提出申诉而惩罚您。 

我要如何了解规则？ 

您的设施必须向您提供有关本手册中涵盖的规则、

程序、时间表和所有主题的书面信息。此外，设施

还将提供设施手册。设施需要以您理解的语言向您 

传达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助了解这些信息，请告诉

您设施的工作人员或 ICE 官员。 

如果我违反规则会有什么后果？ 

每个设施都有您和其他拘留者必须遵守的规则列表 

。如果您被指控违反规定，工作人员将： 

• 非正式解决轻微违规问题； 

• 如果非正式解决不成功，在 24 小时内展开调查

； 

• 将低度违规行为提交单位纪律委员会（UDC）；

和 

• 将严重违规行为提交机构纪律小组（IDP）。 

如果您的案件已提交 UDC，将在调查结束后 24 

小时内举行听审庭。   

如果您的案件被提交 IDP，将在 IDP 收到传达后 48 

小时内举行听审庭。 

在听审之前，您可能会被暂时置于行政隔离中。

如果 IDP 认定您违反了设施规则，则根据您的犯 

行严重程度，您可能会受到纪律处分或其他方面

的纪律处分。例如，您可能会暂时被禁止活动、

从小卖部订购或其他特许。 

什么是机构纪律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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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P 由一位纪律听审官员或三人小组组成，他们决 

定如何处理您的违规行为。其中一人将负责小组

工作。某些工作人员不得参加 IDP，包括： 

• 举报违法行为的官员； 

• 调查违规情况的官员；和 

• 任何目击、直接参与或属于举报违规情况

的单位的官员或工作人员。 

IDP 是做什么的？ 

IDP 决定如何解决您的案件。他们遵循拘留设施 

标准，规定适合不同类型的违法行为的制裁方式

。如果发现您没有违反规则，他们可能会减少或

取消指控。如果您不同意 IDP 的决定，您可以提 

出上诉。请查看您的设施手册了解如何提交上诉 

。 

我在 IDP 听审庭上的权利是什么？ 

在将事件报告寄送给 IDP 之前，设施必须书面 

通知您在 IDP 听审庭上的权利，包括您有权： 

• 让您选择未涉案的全职工作人员来帮助您准

备并在 IDP 听审庭上为您发言； 

• 向 IDP 提出陈述和证据，包括证人； 

• 保持沉默。如果您不想说话，您可以不说。您

的沉默不能被用来反对您：  

• 全程参与听审或放弃出庭； 

例外： 当 IDP 开会就您的案件作出决定时，您 

可以在场或不在场。还有，如果您的存在威胁到

设施的秩序或安全，但可以通过电话和书面形式

参与，则不允许您在场。 

• 接受翻译和口译服务，让您能够理解和沟通； 

• 因为您的视听障碍或其他残疾，接受设施可以提 

供的辅助工具或服务，以确保有效的沟通； 

• 收到 IDP 

判决与解释他们如何以书面形式做出该决策；和 

• 如果您不同意，对 IDP 的判决提出上诉。 

重要！ 上诉必须通过正式的拘留者申诉程序提出 

。 

IDP 能延后听审庭吗？ 

可以，如果您有充分的理由延后听审，或者如果 

IDP 想进一步调查您的案件，他们可能会延后您的

听审。但是，如果您在听审前被行政隔离，则延后

时间不得超过 72 小时，除非出现紧急情况。 

武力使用和限制条件 

警官应仅使用适当武力取得对拘留者的控制，保护

拘留者、工作人员和其他人的安全，防止严重的财 

产损失，并确保设施的安全和运作秩序。警官们在

用于解决问题的所有合理的努力失败后可以使用武

力。身体力量或约束装置不用于惩罚。 

刑事指控 

当您在设施内时，必须遵守适用的法律。如果您不

遵守任何地方、州或联邦法律，您可能会被当地、

州或联邦执法当局通知和起诉，并在地方、州或联

邦法院受审。地方、州或联邦指控也可以作为单独

的纪律事项在设施内处理。 

如果我被提交刑事指控会怎么样？ 

您将收到有关您有权获得律师的通知。如果您没有 

足够的钱聘请自己的律师，法院将指定律师来代表

您处理刑事案件。您有权就您的刑事案件与您的律 

师或法律代表交谈，并有权让律师或法律代表与您

一起出庭。 

如果我已经有待处理的地方或州刑事案件， 而我 

想抗辩或寻求撤销指控， 会怎么样？ 

如果您被 ICE 拘留，并希望在当地或州法院出庭， 

对针对您悬而未决的刑事指控提出异议，则当地或

州法院需要向 ICE 发出令状，要求移交您的监管权 

，以便您可以出席当地指控的裁决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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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仅仅请求令状并不一定会停止或延迟 ICE 

的遣返工作。令状必须发给 ICE，或者负责的地方 

或州当局至少需要通知 ICE 其有意发出令状，ICE 

才会考虑推迟或暂停遣返工作。 

一般健康和安全 

疏散演习 

设施内将定期进行疏散演习。演习可以帮助您在真 

正的紧急情况下安全撤出，如火灾、煤气泄漏、民

事灾难或其他危险。在大多数情况下，您不会事先

知道演习。演习不是为了吓唬或给您带来不便。为

了您的安全，您应该了解在紧急情况下离开大楼的

适当程序以及住房单位紧急出口的位置（您的单位

中应有地图）。 

重要！ 在演习或真正的紧急情况下，您必须遵循 

说明。如果您不遵守指示，您可能会受到纪律处分 

。 

厕所使用 

• 不要站在马桶上。请坐在马桶座上，使用后冲

洗马桶； 

• 请将所有用过的卫生纸丢入马桶中冲掉； 

• 不要用马桶水来梳洗；和 

• 将用过的女性护垫或卫生棉条放入垃圾桶中，

而不是丢入马桶。 

洗手 

细菌可以让您生病并可透过手部接触传染。请彻底 

洗手，防止生病： 

• 请务必让水流入水槽，并用肥皂洗手； 

• 洗每个手指，并搓揉您的双手，用肥皂和水清洗 

手的两侧，清洁您的指甲下方至少 20 秒，冲洗 

并擦干您的双手；和 

• 吃饭前、如厕后、接触垃圾后、在外面玩耍或工 

作后，或靠近病人后，请洗手。 

淋浴和个人护理 

• 您应该经常用肥皂和水洗澡； 

• 只在淋浴间洗澡，而不是在水槽中洗澡。不要在淋

浴间或水槽中小便（拉尿）或排便（拉屎）； 

• 水槽只用于洗手或脸，刮胡子，或刷牙； 

• 不要剃头或隐私部位除毛； 

• 不要与他人共享剃须刀; 

• 不要与他人共享发刷、梳子或其他个人护理物品； 

• 不要在身体的任何部位穿洞； 

• 每天使用除臭剂；和 

• 不要把衣服留在浴室里。 

 

 

牙科护理 

• 如果可能的话，每顿饭后和睡觉前刷牙； 

• 将牙刷放在牙齿和牙龈之间的 45 度角处； 

• 上下移动每颗牙齿上的刷子，而不是来回移动

。在进入下一颗牙齿之前，每颗牙齿要花十秒

钟； 

• 每次都要刷您的后牙并轻轻地刷您的舌头； 

• 清洁上下排牙齿的所有外侧表面; 

• 将牙刷来回移动刷您的咬合面；和 

• 如果可能的话，每天用牙线清洁牙齿和牙龈 。 

为了整体健康 

• 一天吃三顿好饭。一定要吃水果和蔬菜。不要吃

太多的糖果； 

• 试着每天至少锻炼 30 分钟。做运动，四处走动 

，就地跑步，或者做俯卧撑。如果您很久没有锻 

炼了，做一些轻伸展或慢跑来热身和防止受伤； 

• 每晚至少睡 8 到 10 个小时； 

设施内不允许纹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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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嗽或打喷嚏时，用肘部捂住嘴，不要往地面或

地板上吐痰。这样会传播细菌，可能使其他人生

病；和 

• 禁止吸烟。把这看作是您永远戒烟的机会。这是

您能为健康做的最好的事情之一。 

 

 

在炎热的天气里如何保持健康？ 

您的身体需要大量的水来保持健康。您在炎热的天 

气里会流汗，流失去身体的水份。这可能： 

• 让您感到头晕； 

• 使您的嘴和舌头干燥产生粘性； 

• 使尿液颜色变深，尿量变少。 

白天多喝水。如果您感到口渴，这意味着您的身体

需要更多的水份。在炎热的天气里即使您不觉得渴

也要多喝水。如果您的尿液颜色很深，您所喝的水 

可能不够。运动时也要多喝水。 

天气炎热时： 

• 穿宽松的衣服； 

• 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待在树荫下； 

• 不要在阳光下待太久；和 

• 如果您开始感到头晕，请坐在树荫下或室 

内。 

有下列情形应通知医疗人员： 

您每次站起来都会感到虚弱或头晕或小便很少 

。 

床铺安全 

• 不要跳上到上铺或从上铺跳下； 

• 上床和下床时要花点时间。确保您脚的大部

分确实踩在地板上； 

• 如果您睡在下铺，下床时请低头；和 

• 万一您从床上摔下来，请通知营中长官，以

便到医疗诊所接受检查。 

无暴力 

该设施将不允许任何形式的身体或性虐待。如

果有人对您进行人身攻击或性侵犯，请立即告 

诉官员或医务人员。在设施内对他人进行身体

或性侵犯者将面临纪律处置。 

与他人相处 

您将与许多人共享生活空间。重要的是

要体贴和承认他人的差异。请勿大声喧

哗影响他人活动。晚上请保持安宁以免

打扰他人睡眠。避开找麻烦想打架的人

。 

医疗取向和健康信息 

设施内或室外任何地方都不允许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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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医疗问题，设施的医疗诊所将为您提供

护理。除罕见情况外，医务人员不会为您提供舒

适物品或特殊鞋子、额外毯子、额外枕头、夹克 

或除臭剂等物品。医务人员也不能回答有关您的

案件、开庭日期或法律状况的任何问题。这些问

题请向您的递解官员提出。 

提供的服务概况 

在被拘留期间，您有权免费获得必要和适当的医疗保

健服务。您可以随时要求医疗保健，包括在您生病或

受伤、有慢性健康问题、需要医疗，或服用或需要开 

始服用药物以保持健康时。 

病史和收纳 

抵达后不久，您将被问及医疗问题，并接受胸部 X 光 

检查或结核病感染测试。这对每个人的健康和安全都

很重要。 

健康评估  

在入住的头 14 天内，您将接受全面的健康评估。将 

提供额外的医疗保健

来处理男性、女性和特定年龄的顾虑。 

女性保健 

女性将接受例行、适龄的妇产科照护。 您可以要求 

验孕，乳房检查，宫颈抹片，性传染病（STI）筛检

，乳房摄影，节育建议，以及医学上适当的家庭计划

。如果您确认怀孕或最近分娩，您将会获得产前和专

门护理。 

看病电话 

如果您生病了，您可以要求在诊所就诊。要接受 

此护理，您要么填写 看病电话表格，要么医务人 

员会在住房区或其他指定区域进行访视。如果您 

不确定病假电话的方式，请洽工作人员。 

牙医或经培训的的保健提供者将在您抵达后 14 天 

内进行初步牙科筛检。 如果您有牙痛或肿胀，请使 

用看病电话流程寻求帮助。拘留超过六个月后，可 

提供牙科清洁等例行护理。 

如果您感到不知所措，有伤害自己的想法，或者觉

得您可能会伤害别人，请立即通知官员或医务人员

，让您能够就诊。 

其他服务 

若有医疗需求，其他服务可能包括药物、生理检查室

或其他诊断测试、X光检查、卫教和咨询，以及针对

严重医疗状况的例行约诊。 

医疗投诉和申诉 

如果您对所接受的护理有疑问或顾虑，请与医务人员

交谈。请记住，某些类型的照护或服务还无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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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仍然不满意，可以填写申诉表格。如果您在诊

所找不到表格，请洽保安或医务人员索取表格。 

医疗保健约诊 

设施内所有拘留者均可获得医疗保健服务，拘留者

无需付费。 

获得非紧急医疗约诊有两种方法： 

1.) 您可能需要填写表格才能注册看病电话。请将表

格放在住房单位的医疗投递箱中。 

表格每天表格取并仔细检查，以决定谁需要 

优先看诊。在许多情况下，您可以在下个工作日

见到医护人员。如果您在周末注册，而您的医疗

需求并不迫切，则通常会在下周一就诊。如果您

在下班时间注册且无法等到下个工作日，并且遇

到医疗紧急情况，请告诉您的住房官员。他们将

联系值班的医务人员。 

2.) 其他设施可能会要求您在每天的特定时间前往设 

施的特定区域看医护人员，而不是填写看病电话

表格。医护人员将评估确认您是否需要在当天就 

诊，还是另外安排约诊。 

您的设施告诉您将使用哪个流程来接受医疗服务。 

请告知您的住房官员，工作人员，或任何可以帮忙 

的人员。如果您需要协助与健康专业人员沟通，请

要求找口译员或能够以您能够理解的方式为您解释

的人。 

第二意见 

您可以要求第二或外部医疗意见，但您需自行付费。 

您或您的律师或法律代表必须向现场办事处主任寄送

您的书面请求。设施在决定是否允许您获得第二个意

见时会考量安全问题。您的设施可能掌握有关如何获

得照护、上诉，或沟通有关设施医疗保健的紧急疑虑 

的其他信息。 

药物 

请勿与他人分享药物。违反本规则可能导致纪律处分

。若您的药物导致皮疹、瘙痒、呼吸问题或腹泻等问

题，请立即通知官员或医护人员。请妥善保管您的药 

物避免遗失。 

心理卫生和自杀风险 

情绪障碍 

在这种环境中，感觉悲伤、焦虑、紧张、愤怒和恐惧

等情绪是正常的。睡眠发生问题也是正常的。请试着

记住，您不会永远被拘留。想办法保持忙碌，保持冷 

静，保持健康。阅读、与人交谈、玩游戏、锻炼、参

加宗教活动或练习放松技巧。医疗服务提供者可以为

您提供压力管理信息。 

如果您有心理健康状况，如抑郁症，或者如果您可能 

有自杀的危险，您将接受情感治疗，并转介给适当的 

心理健康专业人员。 如果您情绪低落，觉得想要伤

害自己，别人威胁要伤害自己，或者您想和人谈谈，

请马上通知您的住房官员。 您还可以通过拘留通报 

和信息热线 （DRIL） 1-888-351-4024 或 9116# 与 

ICE 沟通。您将被转介给适当的健康专业人员。 

病历 

您有权要求获得您的病历影本。请查看设施手册，

了解如何收到您被拘留期间的病历影本。 

如果您需要提供您的病历给其他人，请书面通知设

施，让设施提供您的个人健康信息给其他人或机构

，您的书面请求应包含下列信息，并符合任何其他

当地要求： 

• 您要提供病例的设施地址； 

在健康紧急情况下，您可以立即得到照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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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收到您信息的个人或机构的名称； 

• 您的全名、A-号码（或其他设施识别号码）、出 

生日期和国籍； 

• 要提供的具体信息以及治疗日期；和 

• 您的签名和日期。 

健康信息释出后，书面授权将保留在健康记录中。

若您在从 ICE 的监管中释放后要申请您的病历影本 

，您必须向 ICE 提交信息自由法案 （FOIA） 请求。 

有关提交 FOIA 请求的说明，请前往 

www.ice.gov/foia 或拨打 1-866-633-1182 致电 ICE 

FOIA 办公室。   

如果您住在 ICE 卫生服务团的工作人员设施中，您可 

以透过网络取得您的病历。请洽医护人员说明此过程

。  

关于收集您的医疗保健

信息的隐私通知 

ICE 收集此信息的法律授权是什么？ 

ICE 的医疗保健信息收集系授权自 8 U.S.C. § 

1222 與 1232；和 42 U.S.C. § 249。有关您的医 

疗、心理健康和牙科记录的信息系由美国国土安

全部/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 013 外国人健 

康记录系统维护。请参见 80 Fed. Reg. 239 

（2015 年 1 月 5 日），根据 1974 年修订的隐 

私法案（5 U.S.C. § 552a）。 

为什么要收集这些信息？ 

ICE 

致力于保护和促进您的健康。为了为您提供任

何必要和适当的医疗保健，ICE 医护人员将收集 

有关您和您的病史的信息，包括您的健康状况

、服用的药物以及您因医疗状况而获得的特殊

需求。这些信息可以以各种方式收集，包括通

过您填写的表格或您与医护人员的讨论。 

信息将被如何使用，并与谁共享？  

 ICE 使用医疗信息以便在您受 ICE 监管期间更好地

照顾您，并为您提供您可能需要的任何必要和适当

的医疗保健。ICE 可根据 DHS/ICE 外国人健康记录

系统 80 Fed. Reg. 239（2015 年 1 月 5 日）中列出

的常规用途使用或披露医疗健康信息。例如，如果

您需要 ICE 无法提供的医疗，ICE 可能会将您送到外

部医疗提供者，并与该提供者共享有关您的相关医

疗信息，以便提供商者够适当治疗您。如果您被

移交到其他设施，或被移交到其他国内或外国政府

机构的监管处，或被遣返到其他国家，医疗信息可

能会与该设施、机构或国家共享，

以便提供您后续的照护。 

您的信息也可以与联邦和州通报机构共享来 

进行疾病监测和控制以及与认可 ICE 设施的 

http://www.ice.gov/fo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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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共享。您在这个国家的医疗保健是美国 

纳税人的负担。金融服务中心需要您的医疗 

信息来支付您的医疗保健和治疗您的医疗服 

务提供者。最后，您的医疗信息可以在移民 

、民事或刑事诉讼过程中与司法部或法院共 

享。有关其他可能披露或处理您的医疗保健

信息的更多信息，请咨询 DHS/ICE 外国人健 

康记录系统，80 Fed. Reg. 239（2015 年 1 月 5 

日）。 

我必须提供此信息吗？ 

提供这些信息是自愿的。但是，如果您选择不提供

所要求的信息，它可能会对您的照护或健康产生负 

面影响，因为 ICE 可能没有为您提供适当照护的信 

息。 

备注： 此隐私通知係 1974 年的隐私法案修订案 

(5 U.S.C. § 552a) 所要求的，仅适用于由 ICE 医护 

人员收集并置于您的 ICE 病历中关于您的信息。如 

果您从非 ICE 医护人员或非 ICE 设施获得照护，则 

1974 年的隐私法案可能不适用，您的医疗信息可 

能受其他隐私和医疗保健法规的保护。 

性虐待和攻击意识 

在 ICE 监管期间，您有权安全无恙地免受性虐 

待和性侵犯。ICE 和其设施对受 ICE 监管的任何 

人员受到性虐待和攻击采取零容忍政策。ICE 要 

求所有设施都制定性虐待和攻击预防和干预 

（SAAPI） 计划，其中包括设施通报和调查所 

有性虐待和攻击事件的程序，并确保受害者获

得医疗保健和其他服务。 

安全的拘留环境 

在您的拘留期间，任何人都无权强迫您从事性活动 

或不想要的性行为。无论您的年龄、大小、人种、

族裔、性取向或性别认同如何，您都有权免受不必

要的性侵犯和行为的影响。如果您在设施的任何时

间因为有性虐待或攻击的威胁而感到不安全，或者 

如果您受到性虐待或攻击，您应立即寻求帮助。您

将立即得到保护远离犯罪人，并在适当的时候转介 

至医疗检查。您还将获得心理健康服务和外部受害

者服务。有些受害者还会接受性侵犯法医检查，这 

有助于对犯罪人进行刑事起诉。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本手册中关于「通报性虐待、攻击和骚扰指控 

或事件」的章节。 

定义 

拘留者对拘留者的性虐待和攻击 

拘留者对其他拘留者进行的所有形式性虐待和攻 

击都是被禁止且违反法律的。如果其他拘留者试 

图或强迫您进行性行为，触摸您身体的性部分， 

强迫您触摸他／她身体的性部分，或使用威胁或 

恐吓来试图或迫使您进行性接触， 或者如果您不 

同意或无法同意或拒绝， 就是性虐待。 

工作人員对拘留者的性虐待和攻击 

工作人员（包括合同警卫、医疗专业人员和志愿者

）对拘留者进行的所有形式性虐待和攻击都是被禁

止且违反法律的。如果工作人员与您发生性关系， 

故意以性方式触摸您，提出性要求或重复性评论， 

展示他或她的生殖器，强迫您触摸他们身体的性部 

位，使用威胁或恐吓来迫使您做爱，或进行窥视（ 

当您使用浴室或换衣服时盯着您看），就是性虐待

。任何企图采取此类行动的工作人员也犯下性虐待 

罪。  

性虐待和攻击的例子： 

• 在与您交谈时，工作人员或其他拘留者触摸或抚 

摸您的臀部； 

• 工作人员或拘留者走进步入式冰箱，抓住您的乳 

房； 

• 有人威胁要在您睡觉时强奸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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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强迫您

与他们或其他人发生性关系以偿还债务； 

• 有人为您提供保护，以换取性；或 

• 工作人员或拘留者为提供您特提供或帮助，以换 

取性。 

禁止的行为 

试图或犯下性虐待或攻击的拘留者

或工作人员应受到行政处罚，并可能受到刑事起诉

。根据拘留者纪律政策（DDP），从事此类行为的

拘留者可被控以下禁止行为： 

• 法典 101：性侵犯 

• 法典 207：提出性建议或威胁 

• 法典 404：使用辱骂或淫秽语言 

• 法典 206：参与性 

• 法典 300： 妨害风化 

与中心工作人员或志愿者的关系 

工作人员、承包商、服务提供者和志愿者不得与拘

留者发生性关系和性接触。也禁止自愿关系。设施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不允许向您索要任何类型的性好

处，也不允许与您进行可能导致性活动的对话。  

如果任何工作人员、承包商、服务提供商或志愿者

告诉您他们可以帮助您留在美国，以换取性接触， 

或者如果您不允许性接触，会损害您留在美国的机

会，他们是在撒谎，您应该通报这种行为。工作人

员将因试图或与拘留者进行自愿性接触而受到刑事 

起诉。 

重要！拘留者之间自愿的性行为也被禁止。虽然拘

留者之间同意不是性虐待或攻击，但它违反了设施 

规则，并会受到行政和纪律处分。 

避免性虐待和攻击 

性虐待和攻击从来不是受害者的错。然而，对自己

有自信会让您得到更好的保护。许多施虐者选择会

那些看起来不会反击的受害者，或者他们认为在情

感上软弱的人。不要接受别人的礼物或恩惠。大多

数礼物或恩惠都附带送礼者期望您接受的特殊要求 

或限制。如果您担心自己的安全，请向工作人员报

告您的忧虑。 

您还应该： 

• 通报异性工作人员未先出声告知就进入浴室或

其他区域；： 

• 通报任何单独护送您前往某些偏远地区的工作 

人员； 

• 不要接受其他拘留者担任您的保护者的提议； 

• 找到让您放心的工作人员或医疗提供者，与他

们讨论您的恐惧和担忧； 

• 不要使用毒品或酒精。这些会削弱您保持警戒 

和做出良好判断的能力； 

• 要清晰、直接和坚定。不要害怕说「不」或「

立刻停止」； 

• 明智地选择您的同伴。寻找参与积极活动（如

教育计划、工作机会或咨询小组）的人。如果

您的设施内有这些活动，请参与这些活动；和 

• 相信您的直觉。注意让您感到不舒服的情况。 

如果感觉不对或不安全，请离开或寻求帮助。  

通报所有性虐待和攻击 

如果您害怕被虐待或攻击，或者如果您成为性虐 

待或攻击的受害者，请立即与告诉他人。虐待行

为只有在经过通报后，才能追究犯罪者责任，对

其处以纪律处分或可能起诉。 

尽快通报事件 

尽快通报事件有助于您记得并说明细节。即使

通报在数天或数月后进行，重要的是要通报最

准确和最全面的细节，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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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顺序、事件的时间范围／长度； 

• 进行人身攻击或伤害时的用语措辞； 

• 任何使用的武器； 

• 看到或感觉到的体液；和 

• 其他详细信息 

备注： 

您可以口头或书面向设施工作人员、ICE/ERO 人 

员、国土安全部或 ICE 总部或领事官员通报性虐 

待或攻击事件。您也可以匿名或通过第三方（如

律师、亲属或朋友）进行举报。以下是举报性虐

待和性侵犯的一些方法： 

向设施通报 

告诉设施的任何受信任的工作人员（例如，您的

住房单位官员、牧师、主管、负责官员、医疗保

健提供者、指定的 SAAPI 合规经理等）。您设施 

手册可能有更多关于联系人员的信息。 

向设施提出正式申诉（包括紧急申诉） 

拘留者

可以通过正式申诉举报性虐待或攻击。提交性虐待

申诉没有时限。本手册在第 37 页载有关于提交申 

诉的信息。您的住房官员或单位主管也可以解说此

流程。 

向 ICE/ERO 提出书面非正式或正式请求或申诉 

您的设施中应有用于 ICE 请求的投诉信箱。如果您 

需要帮助查找此信箱的位置，请询问您的住房单位

官员。只有 ICE 才能取得这些信箱中的材料。您也 

可以写一封信，向 ICE ERO 现场办事处主任通报性 

虐待或攻击。为确保机密性，请使用特殊邮件流程

（请参见「邮件」部分）。您的设施可以给您当地 

ICE 办公室的联系信息。 

向国土安全部或 ICE 总部报告 

请拨打免费电话 1-888-351-4024 或 9116# 联系 

ICE 拘留通报和信息热线。 

请拨打 1-800-323-8603 或 518# 免费电话联系国 

土安全部监察长办公室 （OIG），或致函： 

DHS 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Mail Stop 0305   

Attn: Office of Investigations Hotline                                

245 Murray Lane, SW 

Washington, D.C.  20528-0305 

 

向您的领事官员通报 

请致电或写信给您的领事官员。您的设施可以为您

提供领事馆的联系信息。 

通过第三方通报 

请告诉第三方（亲属、朋友、律师等），并要求他们

代表您联系 ICE 或 DHS。  

匿名通报 

您不必说出自己的名字来举报性虐待或性侵犯，但

您能提供的信息越多，就越容易调查所发生的事情 

。工作人员必须对所通报的信息保密，并且只在需

要了解的基础上与有关官员讨论。 

机密性 

如果您举报性侵犯或性虐待，我们将保护您的身份

和您的通报详细信息，仅与那些需要信息以做出有

关您的福利和执法或调查目的的决定的人分享。可

能需要了解的人包括但不限于： 

• 决定您的照护的工作人员； 

• 执法人员； 

• 设施调查人员； 

• 性攻击护士检验员（SANE）或性攻击法医检验

员（SAFE）；和 

• 当地受害者服务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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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认为设施工作人员违反了保密规定，您可以

通过与通报性虐待、攻击或报复行为的相同方式举

报之。 

无报复之虞 

这意味着您不能因为通报而受到纪律处分、变更

住房、从设施计划中被移除或其他负面行为。 

举报性虐待或攻击不会对您的移民程序产生负面

影响 

性虐待或性侵犯后，在情感和身体方面面临许多挑

战，但举报犯罪是您重新获得控制和寻求正义的重

要步骤。如果您因举报性虐待或攻击、参与性虐待

或攻击相关调查或因武力或胁迫而从事性活动而遭

到报复，您可以通过与通报性虐待、攻击或报复行

为的相同方式举报之。 

医疗保健、咨询和受害者服务 

设施将帮助您获得医疗保健、咨询和受害者服务 

您将立即得到保护远离犯罪人，并免费转介您进行体

检和临床评估。您不必说出袭击您的拘留者或工作人 

员的姓名就能获得帮助，但具体信息可使工作人员更

容易帮助您。无论您是否已确认攻击者的身份或同意

作证，您都将继续得到保护远离犯罪人。 

保存任何可能含有犯罪人 DNA 的东西。 如果您

是性虐待或攻击的受害者，您应该尽一切努力保 

存任何可能含有犯罪人的 DNA 的东西。 

还有，避免刷牙，吸烟，喝酒或饮食。如果您换 

了衣服，重要的是不要清洗您被攻击时穿的衣服 

和内衣， 并将它们带去医疗检验。 

接受医疗保健 

在发生性虐待或攻击事件后，无论您决定参与刑事调

查与否，您都必须立即获得医疗保健

。为了您的健康和自我保护，重要的是要检查和治疗

可能的伤害，即使看不出来。您有权接受或拒绝任何

或所有医疗评估和治疗，包括艾滋病毒和其他性传染

病（STI）的检测，以及接受预防性治疗，如预防性

传染病、怀孕（如果适用）和防止艾滋病毒传播的药

物。您还有权视需要获得持续的医疗保健

。您有权让受害者代言人陪同您度过所有涉及性虐待

或攻击事件的医疗评估和治疗期间。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下面关于「心理健康 

和受害者服务」的部分。 

性侵犯法医检验 

除了接受医疗保健

外，还将鼓励部分受害者接受性侵犯法医检验。很

重要，因为证据保存可能是刑事起诉犯罪人的关键

。 您有权接受或拒绝任何或所有 

的检验。 

但是，重要的是要记住，如果不收集或分析，可能

会遗漏关键证据。携带您受到袭击时所穿的衣服和

内衣去接受医疗检验也很重要。如果设施工作人员

有这些物品，请通知检验员。 

性侵犯法医医疗检验 

性侵犯法医医疗检验将由 SANE、SAFE 或其他医疗 

专业人员在医院或其他医疗机构进行。SANE 和 

任何人都不能因您举报性虐待或攻击、参与性虐待或

攻击相关调查或因受武力、胁迫、威胁或害怕武力而

参与性活动而对您进行报复。 

您应该避免洗澡或淋浴、上厕所、换衣服、梳头、

清理事件发生的现场，或者移动任何犯罪者可能碰

过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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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 医务人员经过专门培训，负责检验和治疗遭受 

性虐待的人。这个检验很复杂，平均需要三（3）到

四（4）个小时。 

首先，医疗专业人员会纪录您的详细健康史。接下来

，检验员将从头到脚对全身进行详细的检验和评估（

包括内诊）。这可能包括收集血液、尿液、头发和其

他身体分泌检体、验伤照片文档和收集衣服。最后，

检验员将说明性传染病的治疗，受害者可能在受攻击

期间接触到性传染病和针对女性受害者的怀孕风险评

估和照护。设施或中心将追踪确认提供任何额外的治

疗、咨询、医疗或受害者服务。 

心理健康和受害者服务 

您有权获得合适的心理健康服务和持续照护，包括咨

询和获得外部受害者服务。应您要求，设施工作人员

将让您与受害者代言人联系。受害者代言人和危机介

入服务可以帮助您应对和准备任何长期流程。这可能

包括刑事调查、性侵犯法医医疗检验、攻击后的情绪

和身体反应等，以及您出席法医医疗检验或调查面谈

。专业人士还将帮助您建立优势，辨认您的支援网络

，解决问题，与设施沟通取得您可能需要的任何额外

转诊（心理、医疗、法律）以获得额外的支持和信息

，并帮助您获得与事件有关的任何移民特赦支持，并

在您从 ICE 拘留所获释时帮助您。 

了解刑事司法程序 

当您通报性虐待或攻击事件时，设施和／或适当的执 

法机构将进行调查。通报性虐待或攻击是重要的步骤

。它可以帮助您收集证据（如上所述）和复原。通报

事件本身就可以是您复原与感觉能够掌控您的生活的

良好开端。在所有调查访谈中，您都有权要求要有受 

害者代言人。虽然没有办法改变所发生的事情，但您

可以寻求正义，防止加害者再次犯行性虐待或攻击。

您的性虐待或攻击通报不会影响您的移民案件。 

调查的目的 

设施和／

或刑事调查的目的是决定性虐待或攻击事件的性质

和程度。执法人员或设施调查员会将书面报告造册

，并分派指控的追踪号码。 

面谈 

面谈可能需要几个小时，具体取决于案件的情况。

有些问题可能有点唐突，官员或调查员可能重复与

您面谈。广泛的质疑并不是因为官员或调查员不相

信您；他们的工作是要准确、详细地了解所发生的 

事情。应您要求，您可以要求受害者代言人出席您

的面谈。 

通报事件／选择提出指控 

您可以选择在设施通报后不立即向执法部门提出指控

。只要即时通报事件，即使已经过了几个月，尽快通

知设施并启动调查，可以揭露最有力的证据。此外，

这也将有助于该设施保护其他可能面临虐待危险的拘

留者。如果提出刑事指控，将会起诉。根据既有证据 

与资源，并非所有案件都会被起诉。 

此外，有些情况下，检察官将仅根据提供的证据提

出指控。例如，涉及性虐待或攻击事件的案件，无

论您是否决定参与调查，检察官都可能仅就既有证

据提出指控。如果案件确实进入审判阶段，通常会

要求您作证。须与检察官（或您的律师）或受害者 

代言人讨论所有疑虑对您是非常重要的。 

完成调查 

调查完成后，将以证据确凿、未经证实或毫无根据

为由关闭案件。您将收到 ICE 的书面通知，其中包 

括调查结果和采取的回应行动。 

• 证据确凿表示事实和证据证明该事件有发生； 

• 证据不足表示事实和证据不足以确定事件是否有 

发生；以及 

• 毫无根据意味着事实和证据证明该事件没有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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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您的反应 

成为受害者会伤害您的安全感和信任感。您可能会 

感到震惊、愤怒和焦虑，在受害后几个月甚至几年

内，您会感到尴尬、愤怒、内疚、恐慌、抑郁和恐 

惧，这是正常的。经历从饮食和睡眠模式的变化到

噩梦或瞬间恐怖经验再现等各种身体反应也是正常

的。这些反应会导致您变得退缩。感到无能为力或 

沮丧也很常见。无论您的反应或恐惧为何，重要的 

是要明白，您不应该受到责备且这些反应都是正常 

的。 

可以取得帮助 

设施和 ICE 将帮助您获得支持，并针对您的需求提供 

资源。设施的心理健康和医疗人员以及牧师提供情感

支持。 

此外，应您要求，设施工作人员将让您与当地社区服

务提供者或受害者联系（请参阅「心理健康和受害者 

服务」取得更多信息）。 

性虐待和攻击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性虐待和攻击

与性无关：它是关于权力和控制。所有都受到重视。

您的安全和他人的安全是最重要的议题。为了大家的

安全，我们鼓励您通报所有事件、威胁或攻击。 

人口贩运  

如果您被强迫或要挟（强逼）工作或卖淫，并且／或 

您的护照或其他身份证明被某人拿走并持有，并且／

或您在试图离开工作时受到威胁，并且／或被告知， 

在您为他们工作还清「债务」之前，您不能离开工作

，您或您认识的人可能是人口贩运的受害者。该工作 

可能合法或非法，例如在工厂、工地、农场、餐馆、

酒店、按摩院、家政、清洁服务或卖淫。 就算您非法 

入境，您也可能是人口贩运的受害者。  

如果您相信您是人口贩运的受害者，知道某人可能是 

受害者，或者认识强迫他人工作或卖淫的人，美国政

府希望提供帮助来保护人口贩运受害者并阻止人口贩

运。 

 

通报人口贩运 

您可以通报有关人口贩运的信息，包括关于拘留所

外发生的人口贩运信息。  

以下是您可以进行通报的一些方法： 

对 ICE ERO 

告诉 ICE 官员，或向 ICE 寄送书面请求。您可以在 

一张空白纸上写上您的请求，或向您的住房官员索

寄拘留者请求表。 

对设施医务人员 

告诉您设施的医务人员。 

对 ICE 总部 

从 TTY 机器拨打免费电话 1-888-351-4024 或 9116# 

或 711 联系 ICE 拘留通报和信息热线 （DRIL）。 

对国土安全调查提示热线 

从 TTY 机器拨打1-866-DHS-2-ICE（1-866-347-

2423） 或 711。 

对全国人口贩运热线  

全国人口贩运热线由非政府组织运营，由联邦政府资

助：从 TTY 机器 1-888-373-7888 或 711。 

问题、请求和申诉 

手册的这一节解释如果您有疑问、请求或问题该怎

么办；以及如何提出申诉；还有当您提出申诉时会 

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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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请求和非正式投诉 

如果您有疑问、请求、关注、投诉或想要了解有关

设施规则的更多信息，您可以询问设施的工作人员

、与 ICE 官员交谈，或寄送书面请求给设施或直接 

给 ICE 。 

 

我如何提出书面请求？ 

您可以在一张空白纸上写上您的请求，或向您的住

房官员索取拘留者请求表。有关如何提出申诉，请 

参阅下文。 

什么是拘留者请求表？ 

那是您可以填写向设施或 ICE 人员提出请求或非正 

式投诉的表单。如果您需要帮助填写拘留者申请表 

，您可以询问其他拘留者、您的住房官员或设施的 

其他工作人员。 

重要！ 拘留者请求表是非正式请求。这与申诉不 

同。如果您想提出正式投诉，您可以提出申诉。 

我的请求是不公开的吗？ 

是的， 您可以 将您的请求放在信封中并密封。工作 

人员 – 而不是其他拘留者 – 将立即交付。 工作人员 

不会阅读或更改请求。 

谁将阅读我的请求？ 

您决定要将您的请求送到哪里。将您希望寄达的名称

、头衔或办公室写在信封上。 

如何寄送我的请求？ 

将您的请求放入设施上锁的投递箱中。设施每周

至少两次传真或转寄这些表格给负责您案件的 

ICE 官员。 

ICE 何时会回应我的请求？ 

ICE 通常会在三 （3） 个工作日内回应您的请求。 

如何提出申诉或正式投诉 

如果您遇到问题，请先尝试与官员或其他工作人员交

谈。他或她将设法非正式地解决问题。如果您不愿意

与官员或其他工作人员交谈，或者如果交谈无助于解

决问题，您可以提出正式申诉。在某些设施中，您也

可以在尝试非正式解决问题的同时提出正式申诉。请

查看您的设施手册，了解您何时可以提出申诉。 

若要提出申诉或正式投诉，请遵循以下步骤： 

1) 向您的住房官员索取申诉表； 

2) 填写申诉表，然后交给您的住房官员； 

3) 您可以将您的投诉密封在从住房官员取得 

的信封中保持不公开； 

4) 您的申诉表将寄送给申诉官（GO）；和 

5) GO 将在收到您的申诉后五（5） 天内向您 

提供书面或口头答复。  

例外：如果您的投诉是关于医疗问题的，有些设

施会直接将您的申诉表寄送给医务人员，并保密。

请查看您的设施寄手册。 

如果我不同意，我可以对 GO 的决定提出上诉吗？ 

您可以向提交书面上诉给申诉上诉委员会，通常称 

为申诉上诉委员会 （GAB） 或拘留者申诉委员会 

（DGC）。GAB 或 DGC 将开会审查您的投诉。委 

员会成员不得有投诉中指名、曾审查您的投诉或帮

助您撰写投诉的官员或工作人员。 

当 GAB 或 DGC 开会时，他们可以传唤证人、查看 

证据并收集所需事实来公平决定您的案件。 

GAB 或 DGC 

会要求您参加会议，好让您讲述您的故事；回答 

问题，并回应任何抵触的证据或证词。GAB 或 

DGC 可能允许您通过电话与他们会谈。您将在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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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诉收到后五 （5） 天内收到书面决定。这项 

决定将解释作出决定的原因。 

如果我不同意，我可以对 GAB 或 DGC 的决定提 

出上诉吗？ 

如果您在 GAB 或 DGC 中上诉失败，您也许能够向设 

施管理员提出上诉。请查看您的设施手册。 

我可以替其他人投诉吗？ 

不行，但其他拘留者或工作人员可以帮助您准备 

和提出投诉。 

重要！ 即使您需要有人协助，您也必须遵守所有 

的期限。 

如果我提出投诉，我会受到不同的对待吗？ 

不会，您不能因为投诉而受到骚扰、惩罚或纪律 

处分。如果您认为您因为提出投诉而遭到报复，

请立即联系 GO 或设施管理员。 

我的投诉会留在我的档案里吗？ 

会，您的投诉影本将保留在您的拘留档案中三年。 

如果我有紧急投诉呢？ 

您的设施将有其程序来处理影响您生命、健康和安

全的紧急投诉。如果您的投诉对您的健康或安全构

成立即性的直接威胁，请立即与 GO 或设施管理员 

联系。 

我还能寄送投诉到哪里？ 

您可以与 ICE 拘留通报和信息热线 

（DRIL）沟通您的问题。 DRIL 

是免费的，东部时间周一到周五上午 8 点到晚上 8 

点开放，请拨打 1-888-351-4024，通过公益网络 

拨打 9116#，或從 TTY 机器拨打 711 

。训练有素的操作员为大众和目前被 ICE 

拘留的人服务。DRIL 

信息海报（英文和西班牙文）张贴在拘留设施的公

布栏。还提供语言援助。 

您可以致电： 

• 获取基本的移民案件信息； 

• 获取

免费法律服务提供者的号码，以及您的设施是否

有法律权利群体简报的信息； 

• 通报人身或性攻击或虐待事件； 

• 通报您的设施中严重或未解决的问题； 

• 通报您是人口贩运的受害者或有关设施外发生的 

人口贩运信息； 

• 通报您有严重的心理障碍或状况。如果您认为该 

障碍或状况影响您代表自己或参与移民法庭案件

的能力，您还应通知移民法官；或 

• 让 ICE 知道您的移民拘留将您与您抚养的未成年 

子女分开。 

我可以在哪里举报工作人员的不当行为？ 

如果您认为工作人员不当对待或虐待您，或侵犯您 

的公民权利，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电话或邮件免

费向国土安全部投诉。 

联系 DHS 监察长办公室（OIG） 

• 电话 ：1-800-323-8603 

• TTY：1-844-889-4357 

• 传真 ：1-202-254-4297 

• 邮件 ：  

DHS 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Mail Stop 0305   

Attn: Office of Investigations Hotline                                

245 Murray Lane, SW 

Washington, D.C.  20528-0305 

联系 DHS 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办公室（CRCL

） 

• 电子邮件：CRCLCompliance@hq.dhs.gov 

• 邮件：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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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Compliance Branch, Mail Stop #0190 

2707 Martin Luther King, Jr. Ave., SE 

Washington, DC 20528-0190 

您也可以与 DHS 联合接收中心 （JIC） 

联系，提出有关工作人员不当行为，或对工作

人员或其他拘留者进行性侵犯的指控。 

• 电话 ：从TTY 机器拨打1-877-2INTAKE 或 711  

• 传真 ：1-202-344-3390 

• 电子邮件 ：Joint.Intake@dhs.gov 

• 邮件 ：  

P.O. Box 14475 

1200 Pennsylvania Ave., NW    

Washington, D.C. 20044 

记录 

手册的这部分解释 ICE 保存的关于您的记录和 

文件。 

有什么关于我的档案？ 

ICE 保留您的 A-档案、拘留档案和病历。 

我的A-档案里有什么？ 

您的 A-档案包含您案件中所有法律诉讼的摘要 

，并可能包括您的： 

• 身份证； 

• 照片； 

• 护照； 

• 犯罪记录；和 

• 移民记录及相关文件。 

我的拘留档案里有什么？ 

您的拘留档案有您的： 

• 预订记录； 

• 分类级别工作表； 

• 设施的纪律记录； 

• 行为报告； 

• 您的钱和其他财产的收据； 

• 书面请求、投诉和其他问题； 

• 美国政府文件；和 

• 特殊住房单位记录。 

如果您想要您的 A-档案、拘留文件或病历中的 

文件副本，请询问您的 ICE 官员或设施工作人 

员。如果您希望其他人获得这些文件的副本，

您将需要提供书面同意。 

谁保存我的记录？ 

ICE 保留您的A-档案。设施或 ICE 有您的拘留和 

医疗档案。 

设施释放 

如果您从 ICE 的监管获释，您在离开之前应

该应该要注意到以下情况： 

法律义务 

您应该审查您的所有法律文件，并了解您的释

放条件以及下次出庭的日期和地点，如果您有

的话。如果您不确定下次开庭日期，您可以拨

打 1-800-898-7180 或从 TTY 机器拨打 711 

致电移民审查执行办公室 （EOIR）。 

电话 

您可以拨打一个免费电话，帮助您安排行程。 

释放时间和行程安排 

您应在一天中的合理时间，包括傍晚时间，从 

设施释放。如果朋友或家人不能来设施接您，

请设施的工作人员或 ICE 官员为您安排交通前 

往大众运输地点，如公共汽车站、机场或火车 

。 

mailto:Joint.Intake@dhs.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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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和服装 

您将取回您的财产，包括您到达时穿的衣服。这些

将列在您到达时收到的收据上。请务必检查收据。

如果您没有收到所有财产，请向设施工作人员索取

遗失的财产表。如果您的衣服不适合外面的天气，

请向设施工作人员或 ICE 官员询问合适气候的服装 

。 

医疗 

如果您在拘留期间得到医疗保健

，您将获得医疗文件。这可能包括您的病历、您在

设施逗留期间获得的医疗摘要，或医疗条件后续的

说明或转诊。如果您在拘留期间接受药物治疗，您

也可以获得您一直在服用的药物的补给。 

当地社区服务组织列表 

请询问工作人员或 ICE 

官员您的设施是否有当地社区服务组织的列表，这

些组织可能会在您获释后提供法律、医疗、住房或

其他社会服务来帮助您。并非每个设施都有当地组 

织的列表。 

重要！ 如果您没有收到上述信息和物品，请尽快 

在离开拘留设施之前告知设施工作人员或 ICE 官员 

。 

公告和通知 

以下页面包括一些您应该让自己熟悉的设施公告和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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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 HELP?

Complaints filed with OIDO are confidential, 
and case managers will not reveal any 
information about your case without your 
consent. Talking to an OIDO case manager 
or filing a complaint will not affect your 
immigration case or detention status.

OIDO case managers are experienced and 
trained professionals who understand 
immigration detention issues and facilities 
and are eager to help you.

PHYSICAL, MENTAL,  
OR EMOTIONAL ABUSE

INADEQUATE FOOD OR 
MEDICAL TREATMENT

POOR OR UNSAFE  
LIVING CONDITIONS

To file a complaint, ask 
to speak with the OIDO 
case manager in your 

facility. Your family, legal 
representative, or other 

advocate can also file for 
you at dhs.gov/OIDO.

The Office of the Immigration Detention Ombudsman (OIDO) is 
an independent and neutral office—separate from ICE and CBP—
that is committed to humane treatment and safe living conditions 
for all individuals in U.S. immigration custody and detention.

You can report any issues—such as abuse, inadequate food or medical treatment, or poor or unsafe 
living conditions—to the OIDO case manager in your facility.

www.dhs.gov/OIDO
OIDO is an independent office within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NECESITA AYUDA?

Puede reportar cualquier problema, como abuso, alimentación o tratamiento médico inadecuados, 
o condiciones de vida deficientes o inseguras, al administrador de casos de OIDO de su centro.

Las quejas presentadas ante OIDO son 

confidenciales y los administradores de casos no 

revelarán ninguna información sobre su caso sin su 

consentimiento. Hablar con un administrador de 

casos de OIDO o presentar una queja no afectará 

su caso de inmigración o estado de detención.

Los administradores de casos de OIDO son 

profesionales experimentados y capacitados que 

entienden los problemas y los centros de detención 

de inmigrantes y están ansiosos por ayudarlo.

ABUSO FÍSICO, MENTAL 
O EMOCIONAL

ALIMENTACIÓN O 
TRATAMIENTO MÉDICO 

INADECUADOS

CONDICIONES DE 
VIDA DEFICIENTES O 

INSEGURAS

Para presentar una queja, pida 

hablar con el administrador de 

casos de OIDO de su centro. 

Su familia, representante legal 

u otro defensor también puede

presentar una queja en su

nombre en dhs.gov/OIDO.

La Oficina del Defensor de Inmigrantes Detenidos (OIDO) es 
una oficina independiente y neutral—separada de ICE y CBP—
que está comprometida con el trato humano y las condiciones de 
vida seguras para todas las personas bajo custodia y detención de 
inmigración de los EE. UU.

www.dhs.gov/OIDO
OIDO es una oficina independiente dentro del 
Departamento de Seguridad Nacional.

Oficina del Defensor de 
Inmigrantes Detenidos

SPANISH/ESPAÑOL



NEED HELP?
You can report issues about facility conditions or treatment — such as abuse, inadequate 
food or medical treatment, or poor or unsafe living conditions — to the Office of the 
Immigration Detention Ombudsman (OIDO).   

• Ask to speak with the OIDO case manager in your facility
• On a tablet, sign up for an appointment to speak with your case manager under the “OIDO” tab in the

“Requests” section.
• Your family, legal representative, or other advocate can also file for you at www.dhs.gov/OIDO

www.dhs.gov/OIDO

•
•

•

یمكنك أن تقّدم بالغا إلى مكتب محقق شكاوى احتجاز المھاجرین (OIDO) عن أي مشكلة تتعلف بأوضاع المنشأة 
أو العالج – مثل سوء المعاملة، أو عدم كفایة الطعام أو العالج الطبي،  أو الظروف المعیشیة السیئة أو غیر اآلمنة. 

اطلب التحدث مع المسؤول عن حالتك من مكتب محقق شكاوى احتجاز المھاجرین  OIDO في منشأتك 
سّجل، من خالل  على جھاز لوحي  (تابلت) من أجل الحصول على موعد للتحدث مع مدیر الحالة الخاص 

بك ضمن عالمة التبویب "OIDO" في قسم "الطلبات". 
 www.dhs.gov/OIDO یمكن أیًضا لعائلتك أو ممثلك القانوني أو أي محاٍم آخر  تقدیم الطلب نیابة عنك على

您可以向移民拘留申诉专员办公室（英文缩写“OIDO”）举报有关拘留设施条件或待遇
方面的问题，例如虐待、食物或医疗条件不足，或者恶劣或不安全的生活条件。

• 要求与您所在拘留设施的移民拘留申诉专员办公室的个案经理交谈。
• 在平板电脑上，在“请求”部分的“移民拘留申诉专员办公室”选项下登记，与您的个案经理

预约会面。
• 您的家人、法定代表或其他支持者也可以在该网站（www.dhs.gov/OIDO）上为您提交请求。

Vous pouvez signaler des problèmes concernant les conditions ou le traitement de l'établissement, tels que la maltraitance, 
une alimentation ou un traitement médical inadéquat(e), ou des conditions de vie mauvaises ou dangereuses, au bureau du 
médiateur de la détention liée à l'immigration (Office of the Immigration Detention Ombudsman ou OIDO).

• Demandez à parler au responsable des dossiers OIDO de votre établissement
• Sur une tablette, prenez rendez-vous pour parler avec le responsable de votre dossier sous l'onglet « OIDO » dans la section

« Requests (demandes).
• Votre famille, votre représentant légal ou autre peut également déposer un dossier pour vous à www.dhs.gov/OIDO

Ou kapab siyale pwoblèm ki genyen yo konsènan kondisyon oswa tretman nan yon etablisman; tankou abi, yon alimantasyon 
oswa yon tretman medikal ki pa apwopriye, oswa kondisyon vi ki deplorab oswa danjere. Ou ka fè sa nan Biwo Medyatè ki 
Kenbe Imigran yo (Office of the Immigration Detention Ombudsman, OIDO).

• Mande pou w pale ak responsab ki jere ka OIDO nan etablisman w lan
• Sou yon tablèt, enskri pou w pran yon randevou pou w pale ak responsab ka pa w lan anba tab navigasyon ki ekri “OIDO” nan seksyon

“Demann yo” (“Requests”).
• Fanmi w, titè legal ou, oswa yon lòt reprezantan kapab ranpli dosye a pou ou tou nan www.dhs.gov/OIDO

आप आपवासनर् नजरबंदी लोकपाल के कायालयर् (OIDO) स े— अपने सुिवधा-स्थल की ििस्थतयों या व्यवहार के बारे में िरपोटर् कर सकते है ं
— जैसे िक दुव्यवहारर्, अपयाप्तर् भोजन या ििचकत्सा उपचार, या रहने की खराब या असुिरक्षत ििस्थतयाँ।   

• अपने सुिवधा-स्थल में OIDO केस मैनेजर से बात करने के िलए कहें
• अपने केस मैनेजर से बात करने के िलए, टैबलेट पर, " Requests" (अनुरोध) अनुभाग में िदए "OIDO" टैब के तहत एक अपॉइंटमेंट के िलए साइन अप करें।
• आपका िपरवार, कानूनी पर्िितिनध, या कोई अन्य अिधवक्ता भी www.dhs.gov/OIDO पर आपकी ओर से िशकायत दजर् कर सकते हैं

অপবয্বহার, অপযরা্প্ত খাবার অথবা েমিডেকল িটর্টেমন্ট অথবা খারাপ বা অসুরিক্ষত পিরেবেশ 
বসবােসর মেতা েফিসিলিটর অবস্থা বা িচিকৎসার বয্াপাের অিফস অব দয্ ইিমেগর্শন িডেটনশন 
ওমব্ুডসময্ান (OIDO)-এর কােছ অিভেযাগ জানােত পােরন।

• আপনার েফিসিলিটেত OIDO েকস ময্ােনজােরর সােথ কথা বলেত চান বেল জানান
• একিট টয্াবেলেট িগেয়, “অনুেরাধ” িবভােগ, “OIDO” টয্ােবর িনেচ আপনার েকস ময্ােনজােরর সােথ কথা বলেত

অয্াপেয়ন্টেমেন্টর জনয্ সাইন আপ করুন।
• আপনার পিরবার, আইনী পর্িতিনিধ বা অনয্ানয্ অয্াডেভােকটরাও www.dhs.gov/OIDO-েত িগেয় আপনার জনয্ দািখল

করেত পাের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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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dhs.gov/OIDO
OIDO is an independent office within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Puteți raporta orice problemă – cum ar fi abuz, tratament sau alimentație necorespunzătoare, 
sau condiții de cazare necorespunzătoare și nesigure- la Biroul de mediere în centrele de 
detenție ale imigrației (OIDO).

• Cereți să vorbiți cu managerul de caz de la OIDO din centrul de detenție
• Ca să vorbiți cu managerul de caz, înscrieți-vă pe tabletă la rubrica „OIDO”, în secțiunea „Requests” (Cereri)/
• Familia dvs., reprezentatul legal sau un avocat poate să depună o cerere în numele dvs., online la dhs.gov/OIDO.

Вы можете сообщить о проблемах, связанных с условиями содержания или обращением в 
учреждении, таких как жестокое обращение, неадекватное питание или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плохие или небезопасные условия проживания, в Управление омбудсмена по 
вопросам содержания под стражей иммигрантов (OIDO).

• Попросите поговорить с менеджером по делам OIDO в вашем учреждении
• На планшете запишитесь на прием к своему куратору на вкладке "OIDO" в разделе "Запросы".
• Ваша семья, законный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 или другой защитник также могут подать за вас заявление на сайте

www.dhs.gov/OIDO.

Puede denunciar problemas relacionados con las condiciones del centro o el trato recibido - como por ejemplo, abusos, 
alimentación o tratamiento médico inadecuados, o condiciones de vida deficientes o inseguras - a la Oficina del Defensor 
de Inmigrantes Detenidos (OIDO, por sus siglas en inglés).    

• Pida hablar con el manejador de casos de OIDO en su centro
• En una tableta, solicite una cita para hablar con su manejador de caso bajo la pestaña "OIDO" en la sección "Requests".
• Su familia, representante legal u otro defensor también puede presentar la solicitud por usted en www.dhs.gov/OIDO.

ਤੁਸੀਂ ਆਪਣੀ ਸਹੂਲਤ ਦੀਆਂ ਸਿਥਤੀਆਂ ਜਾਂ ਿਵਵਹਾਰ ਸੰਬੰਧੀ ਿਕਸੇ ਵੀ ਮੁੱਦੇ—ਿਜਵੇਂ ਿਕ ਦੁਰਿਵਵਹਾਰ, ਨਾਕਾਫ਼ੀ ਭੋਜਨ ਜਾਂ ਡਾਕਟਰੀ 
ਇਲਾਜ, ਜਾਂ ਰਿਹਣ-ਸਿਹਣ ਦੀਆਂ ਮਾੜੀਆਂ ਜਾਂ ਅਸੁਰਿੱਖਅਤ ਸਿਥਤੀਆਂ—ਬਾਰੇ ਆਿਫਸ ਔਫ਼ ਿਦ ਇਮੀਗਰ੍ੇਸ਼ਨ ਿਡਟੈਂਸ਼ਨ 
ਓਮਬਡਸਮੈਨ (OIDO) ਨੂੰ ਿਰਪੋਰਟ ਕਰ ਸਕਦੇ ਹੋ।   

• ਆਪਣੀ ਸਹੂਲਤ ਦੇ OIDO ਕੇਸ ਮੈਨੇਜਰ ਨਾਲ ਗੱਲ ਕਰਨ ਲਈ ਕਹੋ।
• ਆਪਣੇ ਕੇਸ ਮੈਨੇਜਰ ਨਾਲ ਗੱਲ ਕਰਨ ਲਈ, ਟੈਬਲੇਟ 'ਤੇ, “Requests” ਭਾਗ ਿਵੱਚ “OIDO” ਟੈਬ ਦੇ ਹੇਠਾਂ ਅਪਾਇੰਟਮੈਂਟ ਲਈ ਸਾਈਨ-ਅੱਪ ਕਰੋ।
• ਤੁਹਾਡਾ ਪਿਰਵਾਰ, ਕਾਨੂੰਨੀ ਨੁਮਾਇੰਦਾ, ਜਾਂ ਕੋਈ ਹੋਰ ਐਡਵੋਕੇਟ ਵੀ ਤੁਹਾਡੇ ਵੱਲੋਂ dhs.gov/OIDO 'ਤੇ ਿਸ਼ਕਾਇਤ ਦਰਜ ਕਰ ਸਕਦੇ ਹਨ।

Você pode reportar problemas com as condições ou o tratamento na instituição – como abuso, 
alimentação ou tratamento médico inadequado, ou condições de vida precárias ou perigosas – 
no Escritório do Mediador nas Detenções da Imigração (OIDO).

• Peça para falar com o gerente de casos do OIDO na sua instituição.
• No tablet, registre-se usando a aba “OIDO”, na seção “Pedidos”, para marcar uma consulta.
• Um familiar, representante legal ou outro defensor também pode registrar uma reclamação por você no

www.dhs.gov/OIDO

İstismar, yetersiz gıda veya tıbbi tedavi veya kötü veya güvenli olmayan yaşam koşulları ile ilgili sorunları, Göçmen Gözaltı 
Merkezi ile İlgili Kamu Denetçisi Ofisi’ne (OIDO) bildirebilirsiniz.   

• Tesisinizde bulunan OIDO vaka yöneticisi ile konuşmayı isteyin
• Bir tablette, "Talepler" bölümündeki "OIDO" sekmesi altında, vaka yöneticinizle konuşmak için bir randevu için kaydolun.
• Aileniz, yasal temsilciniz veya başka bir müdafiniz de sizin için, www.dhs.gov/OIDO adresinden başvuruda bulunabilir

Quý vị có thể báo cáo bất kỳ vấn đề nào về tình trạng và cách đối xử tại cơ sở—như lạm dụng, không đủ thực phẩm hoặc chữa trị 
y tế, hoặc điều kiện sống tệ hoặc không an toàn—đến Văn Phòng Thanh Tra Giam Giữ Người Nhập Cư (Office of the Immigration 
Detention Ombudsman, hay OIDO).   

• Yêu cầu nói chuyện với người quản lý hồ sơ OIDO trong cơ sở của quý vị
• Trên máy tính bảng (tablet), hãy lấy hẹn để nói chuyện với người quản lý hồ sơ của quý vị liệt kê ở trang “OIDO” trong phần

“Requests” (Yêu cầu).
• Gia đình, người đại diện hợp pháp hoặc người biện hộ khác cũng có thể nộp cho quý vị tại dhs.gov/OI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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