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应急预案 

 
 

 

 

 

 

 

 

 

 

 

 

 

 

 

 

           为您的家庭做好应对移民局的准备 

 

 

家庭应急预案 

为您的家庭做好应对移民局的准备 



 

 

         如果你被拘留、驱逐出境，如果你担心你孩子的境遇，那么你应该准备一份家庭应急预

案。我们希望你永远都不需要使用你的应急预案，但是拥有这样一份预案可以帮你减轻遇到

突发状况时的压力。请记住，如果你的孩子们出生在美国，他们就是美国公民。 

         通过这套预案，你也能了解到怎么寻找好的移民方面的法律帮助和其他的一些有用的信

息。 

 你目前能做什么 

         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准备你的家庭应急预案。 

         当你做以下重要举措时并不需要律师： 

 找到一位你能够信任的成年人在你无法照顾孩子的时候帮你照顾孩子。 

尽快的和这个人谈论你的需要。 

 填一份《备用监护人指定表》。这一份表格可以给予照顾你孩子的人为你孩子做出

许多正式决定的权力。 

 完成一份《托儿计划》，包括了紧急电话号码和其他重要信息。把这份文件放到你

的重要文档中。 

 

这套预案里集中了这些文件的模板。 

 

 你还能做些什么 

         移民法是复杂的，所以找一位持证的律师可以使你得到帮助。 

         一位律师可以帮助你许多事情，包括： 

 评估你的移民状态，比如查出你是否有资格获得绿卡，签证或工作许可； 

 指定代理权，使得一位你信任的人有管理你财政的权力； 

 在你被驱逐出境的过程中代表你；以及 

 帮助你找到可以帮助你家庭的其他法律工具，比如不同类型的监护或者为孩子申请

特殊移民少年身份。 

 

  这套预案能告诉你如何找到并雇佣一名律师，以及如何避免移民服务诈骗（公证欺

诈）。 

 

 

将重要文件归档 

 
         在安全的地方保留一份所有重要文件的卷宗或者这些文件的拷贝。告诉你的孩子，

家庭成员和备用监护人，遇到紧急情况时在哪里能够找到这份卷宗。 

 

这套预案中的表格 



 

 

 重要的儿童资料表 

 紧急联系人信息和紧急联系电话表 

 需要知道的有价值的信息表（加入孩子的名字） 

 备用监护人指定表 

 

 

 

其他重要文件 

 

 孩子的医疗状况信息，包括健康保险，药物治疗清单，和其医生的联系方式 

 护照 

 出生证明 

 结婚证明（如果有） 

 任何人对你的限制令（如果有） 

 A-号码：你的外国人注册号码（可以在你的移民文件如：工作许可，绿卡，签证和

其他任何移民局和海关文件中找到） 

 你驾照的复印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社安卡或者个人纳税号码 

 出生登记（美国出生的孩子并登记在其父母的祖国国籍的需要提供）（如果适用） 

 你希望能被找到的任意其他的文件 

 

 

 

 

 

 

 

 

 

 

 

托儿计划 

 
 决定谁能在你不能照顾孩子时帮助你 

         和你希望帮你照顾孩子的人谈谈并确认他知道他将被列为紧急联系人。在脑中记住

他的电话号码并确保你的孩子也能记住。 

         确保你孩子知道什么人可以或不可以从学校接走他们，以及什么人将会照顾他们。 

         你孩子的学校只可以让你指定的成年人接走孩子。所以，确保你经常更新所有学

校、课后计划、日托、夏令营和其他计划的紧急联络单和许可表格，包括什么人可以或

不可以接走你的孩子。如你有任何人的法庭限制令，确保给学校一份副本。 



 

 

         确保可以接走和照顾你孩子的人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你的孩子。给他们一份你孩子

每周行程表的副本，特别是如果行程表中的每一天都不一样。 

 和你孩子谈谈你的计划 

         即便是很短暂的时间，也无须令孩子们担心，向你的孩子保证当你无法照顾他们

时，会有人照顾他们。让你的孩子知道在你不在的时间里，什么人可以照顾他们。告诉

你的孩子在哪里能找到这份《托儿计划》。 

 制定一份重要文件卷宗 

         用一份卷宗，档案袋或者大的信封来整理你的重要文件。你计划中所有的信息只有

在你能轻易找到它们时才有重要的价值。把你的卷宗放在一个安全并合宜的位置。告诉

你的家人和备用监护人如何找到这份卷宗。 

 为你孩子写下医疗信息 

         确保你记录了你孩子的任何身体疾病和过敏情况，你孩子吃的任何的药品，以及你

孩子的医生和健康保险信息。将这些医疗信息的副本放入上述重要文件卷宗中。 

         把一份医疗信息副本交给孩子的学校和你指定的监护人。让你孩子知道当你不在身

边的时候如何找到这些信息。 

 

 

 

 

 

托儿计划 

 

 签一份《备用监护人表》 

         备用监护人的指定是在你无法照顾孩子时给予你信任的成年人法律权力帮助你的一

种正式的方式。它给予的权力是非正式安排下给予不了的。举例来说，如果你的邻居同

意照顾你的孩子，但他不是备用监护人，他就不能为你的孩子做一些教育和身体健康方

面的决定。 

         备用监护人的指派一直持续到你能再次照顾你孩子为止，或者一年，取两者中较短

的时间。监护权从生效日期开始持续一年，但不是从你签署《备用监护人表》的那天开

始。你可以在任意时间终止监护权。《备用监护人表》可以在任意地方填写。这份表不

需要公证，但是却需要两个见证人的签字。请给你孩子的学校及 为你孩子提供健康保健



 

 

的机构或个人一份完整的《备用监护人表》副本。自己留存一份副本并把原件交给备用

的监护人。 

 确保你孩子有所有的护照 

         如你孩子是在美国出生的，请上网 www.travel.state.gov 查找更多取得美国护照的详

情。 

         如你孩子是在你的祖国出生，请向该国的领事馆查询取得护照的详情。 

         如果你的孩子在美国出生你也可以向你祖国的政府登记你孩子的出生（例如向领事

馆登记）。这样可以使你的孩子受益，比如可以使你的孩子获得你祖国的国籍。 

 告诉你的家人和紧急联系人，如你被移民局和海关拘留时，如何找到你 

         康涅狄格州没有移民局和海关的拘留所。康涅狄格州所有被海关和移民局拘禁的人

员将首先会被拘留在马萨诸萨州。拘留所在马萨诸萨州的北达特茅斯市，波士顿，普利

茅斯和格林菲尔德。然而，被拘留的人员可以在任何时间被转移至其他州。 

         家人可以用移民局的被拘留者检查器查看亲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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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你的家人和紧急联系人有你的 A-号码（即移民局给你的移民文件上的外国人登

记号码），如果你有的话。 

 

 

重要儿童资料 

孩子的名字  
出生日期  
孩子的手机号码（如果有）  
学校/托儿所/保姆  名字  
学校/托儿所/保姆  地址  
学校/托儿所/保姆  电话号码  
老师的名字  

教室号码  

课后照顾人名字  

课后照顾人电话  

其他活动营/运动/计划  

其他活动营/运动/计划 电话  

过敏情况  

医疗情况  

服用药物  

医生 电话号码  

医生  地址  

医疗保险  

http://www.travel.state.gov/
https://locator.ice.gov/odls/homePage.do


 

 

医疗保险号码  

 

 

紧急号码和重要联系资料 

紧急号码  

即时紧急情况 911 

警察局  

消防局  

中毒控制局  

家庭联系人  

母亲/父母/监护人  姓名  

母亲/父母/监护人  固定号码  

母亲/父母/监护人 手机号码  

母亲/父母/监护人  工作地址  

母亲/父母/监护人  工作电话  

父亲/父母/监护人  姓名  

父亲/父母/监护人  固定电话  

父亲/父母/监护人  手机号码  

 

 

重要儿童资料 

 

续上表  

父亲/父母/监护人  工作地址  

父亲/父母/监护人  工作电话  

其他紧急联系人和关系  

手机号码  

其他紧急联系人和关系  

手机号码  

其他紧急联系人和关系  

手机号码  

 

 

其他联系人  

牙医 姓名  

牙医 联系电话  

牙医 保险公司  

保单号码  

  

车的品牌/型号  

车牌号码  

车险公司以及其电话号码  

车险保单号  

  



 

 

领事馆  

领事馆 地址及电话号码  

  

宗教组织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宗教组织  地址  

宗教组织  电话  

  

律师/法律服务提供者   

律师/法律服务提供者  地址  

律师/法律服务提供者  电话  

 

 

 

 

 

关于你的孩子的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孩子的名字） 

 

最喜爱的食物  

不喜爱的食物和过敏食物  

睡觉时间和睡觉习惯  

最喜爱的玩具、书、游戏、和活动  

看电视的时间要求  

亲密好友的名字  

宵禁  

驾驶限制（年长的孩子）  

其他重要规则  

 

 

孩子的每周计划 

星期 活动 地点/电话号码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天   

 

 

备用监护人表格 

         为你的孩子指定一名备用监护人是不需要去法庭的。当你孩的其他父母同意备用监

护人的指定，或因为法院的判决失去了当父母的权利，或死亡时，你可以通过填写一些

简单的表格，指定一名备用监护人。 

         在康涅狄格州，如果备用监护人不愿意和你合作，你还有其他的监护人选择。如果

是那样的话，请一名律师多了解一下你的选择。 

 

 备用监护人要做什么 

        备用监护人需要照顾你的孩子，照料你孩子的健康，为你的孩子提供食物、衣服和

住所，并且确保你的孩子去上学。一名备用监护人在医疗和教育方面可以为你的孩子做

出具有法律效应的决定。监护权不是从你签了表的那天开始，而是从生效那天开始持续

一年。如果父母死亡了，监护权会在 90 天内过期。 

 

 你孩子的利益 

         备用监护人可以通过向康州社会服务部门（Connecticut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 

DSS）来为你的孩子获利。你可以通过拨打 DSS 的电话：1-855-626-6638 来申请福利。以

下福利是可以通过申请得到的： 

 

 医疗保险 

         新的监护人必须确保你的孩子有医疗保障。如果你的孩子是美国公民并且拥有康涅

狄格州的哈士奇医疗保险（Husky Medical Insurance），孩子的医疗保险会在新的监护权

开始时延续。 

 

 资金援助（TFA） 

         你的孩子甚至可以在监护人不具备资格的条件下获得资金援助。监护人可以代表你

的孩子申请资金援助。 

 

 食物票（SNAP） 

         如果监护人有资格获得食物票，那么监护人可以把孩子加入食物票的家庭计划。 



 

 

 

 社会保障 

         如果你的孩子有残疾人社会保障补贴的话，补贴还会延续。为了拿到孩子的补贴，

监护人必须和社会保障管理部门（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填完一些表格。社会保

障是属于联邦的福利。你可以通过登录 www.ssa.gov 联系社会保障管理部门。 

 

备用监护人表格指南 

 
         要指定一名备用监护人，你必须要填完接下来四页的表格。这些表格需要见证人，

但是不需要被公证。你不需要去法庭。填这些表格不需要任何花费。 

 

 定义 

 

 备用监护人：当你不能照顾孩子的时候同意照顾你孩子的人 

 主要人员：你 

 应承的父母：你孩子的其他父母亲 

 见证人：除了你外的其他人，其他的父母或者备用监护人。 

 

 每步指引 

 

 填完《备用监护人指定表格》 

 

 在两名见证人面前填完表格。注意：备用监护人不能成为其中一位见证人。 

 每一名见证人必须在《父母签名见证表》（Witness to Signature of Parent）签字。 

 

 让其他的父母在两位见证人的见证下签下应承父母。如果你的孩子有不一样的父母，你

将需要给每一位父母提供独立的表格。 

 

 每一名见证人必须在《应承父母签名见证表》（Witness to Signature of Consenting 

Parent）签字。 

 

 要求备用监护人将完整的表格放到安全的位置。在你的重要文档卷宗里保存一份副本并

给孩子的学校和健康保险提供者各一份副本。 

 

 如果你被拘留或者驱逐离境，备用监护人应该填一份《备用监护人指定生效表》

（Statement that Designation of Standby Guardian is in Effect）。这份表格是他作为你孩子

监护人的依据。这份表格不需要在法院填写。 

 

http://www.ssa.gov/


 

 

                 备用监护人的指派为期一年，中途可以接回你的孩子。 

备用监护人的指定                                                                                                                    康涅狄格州 

 

我，                                         ，                                                                                              ， 

              （父母的名字）                                              （地址） 

康涅狄格州，指派                                          ，                                                    作为我未 

                                              （备用监护人姓名）               （地址） 

成年子女的备用监护人。我的孩子有： 

                                          （孩子的生日：                          ） 

     （孩子的名字） 

                                          （孩子的生日：                          ） 

      （孩子的名字） 

                                          （孩子的生日：                          ） 

      （孩子的名字） 

监护权将在下列情况之一发生后生效（适用的请打钩） 

 我被美国移民局或者其他州或联邦法律部门驱逐出境或者拘留。 

 我死亡了，备用监护人有我死亡证明的附件。 

 其他情况（请详述） 

我孩子其他父母的名字是： 

                                                                                                                

                             （其他父母的名字） 

选择一项： 

 其他父母对指派的同意已经附上。 

 其他父母，                                         ，已经死亡或者被移除了对未成年子女的合法监护权。

死亡证明或者法院监护权移除令已经附上。 

本人已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仔细的考虑了这项指派。 

签字人： 

父母：                                                                                           日期：                                                                       

父母签名见证 

 



 

 

我证明，上表中负责人的签字人是在本人在场的情况下签字的。我同时证明我的年龄超过了

十八岁并且我不是被指定的备用监护人。 

                      

 

（一号见证人的签字）                                                                      （签字日期）  

 

 

（一号见证人的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号见证人的签字）                                                                        （签字日期） 

 

 

（二号见证人的地址） 

 

 

 

 

 

 

 

 

应承父母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上述每一位未成年子女的其他父母，同意上述文件中人员

对我的指派并成为我未成年子女的备用监护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父母的签字）  

 

 

（其他父母的地址） 

 

 

 

应承父母签名见证 

我证明，上表中其他父母的签字人是在本人在场的情况下签字的。我同时证明我的年龄超过

了十八岁并且我不是被指定的备用监护人。                

 

（一号见证人的签字）                                                                      （签字日期）  

 

 

（一号见证人的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号见证人的签字）                                                                          （签字日期） 

 

 

（二号见证人的地址） 

备用监护人指定生效表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居住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州， 

                          （姓名）                                                       （地址） 

在错误的表述会被惩罚的原则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居住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康涅狄格州， 



 

 

 （父母的名字）                                                      （地址） 

指派我作为她未成年子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备用监护人，

_______________。 

                                                                          （孩子的名字                                                          （文件签署日期） 

 

文件中列举的情况之一已经发生并在下面打钩 

 父母被美国移民局或者其他州或联邦法律部门驱逐出境或者拘留。 

 父母死亡了，死亡证明的副本已经附上。 

 其他情况（请详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了解错误的陈述将会使我受到处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备用监护人签字） 

 

见证人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号见证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号见证人） 

寻找并雇佣一名持证律师 

         为了在这些复杂的问题上得到帮助，你需要和一名律师谈一谈。你可能有资格从康涅狄格州法律服务

组织（Connecticut legal services organization）获取免费的法律援助，或者也有私人律师愿意帮助你。请确

保你聘请的律师有执照并且有移民法的工作经验。 

         所有的康涅狄格州的律师根据要求持有执照。你可以通过登录康涅狄格州司法网站（Connecticut 

Judicial website）：http://www.jud.ct.gov/attorneyfirminquiry/AttorneyFirmInquiry.aspx 搜索律师的名字来查

询他们是否有执照。 

 雇佣律师时该问什么 

 你对类似我这样的案子有什么经验？ 

 你要对我收取多少费用？ 

 你具体能做些什么来帮助我？ 

 

 注意！避免自己受到诈骗 

http://www.jud.ct.gov/attorneyfirminquiry/AttorneyFirmInquiry.aspx


 

 

只有持证律师或者移民审查专属办公室和移民申诉代表是被认证和有资格在移民问题的案子中帮助你

的。康涅狄格州的移民审查专属办公室和移民申诉代表可以在这里找到：

http://www.justice.gov/eoir/page/file/942306/download#CONNECTICUT 

不要雇佣出现以下情况的任何人： 

 拒绝为你提供任何书面合同 

 以空白的移民表格向你收款 

 因为自己和移民局（USCIS）有关系就承诺能帮助你成功 

 假装是一名持证律师 

 要求你在表格上撒谎或者是签署空白表格 

 向你收款并把你安排在“等候人员名单”或者安排你“排队”。没有这样的名单，不用排队。 

如果你怀疑受到欺骗，向你的领事馆或者警察报告。然后联系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用英语或者西班牙语申诉。申诉电话：877-382-4357 

 

 低收入家庭的法律服务 

康涅狄格州法律服务项目向低收入的家庭提供免费的民法法律服务。此服务的联系电话取决于你的居

住地。 

 哈特福德郡：优胜哈特福德法律援助：860-541-5000 

 纽黑文郡：纽黑文法律援助：203-946-4811 

 康州其他地区：康州法律服务移民热线：800-798-0671 

 

 私人律师 

如果你不符合法律援助的资格，你可以找一位私人律师帮助你。许多有移民法经验的律师都是美国移

民律师联盟的成员。你可以用这个网站来找到康涅狄格州的移民律师：http://www.ailalawyer.org 

了解你的权利 

每个人——有无移民身份——在这个国家均有权利。和家中每个人谈谈（包括你的孩

子），确保他们明白如移民局（ICE）或移民官员来你家时如何应对。 

 

 ICE（移民局）在你门口 
 

 如移民局或警察没有搜捕令，不要开门让他们进入。你无需开门，除非移民局官员

出示一份法官签名的搜捕令。 

 搜捕令上必须有你正确的姓名和地址。 

 请他们将搜捕令从门下滑入或从窗口出示给你看。确保搜捕令是由一名法官签名的

并有你的地址在上面。 

http://www.justice.gov/eoir/page/file/942306/download#CONNECTICUT
http://www.ailalawyer.org/


 

 

 

 如果 ICE 逼近或者逮捕你 
 

 你有权保持沉默： 

 你不需要和 ICE 交谈或者回答他们的问题。 

 给你的律师或者领事馆打电话。 

 在和律师通话前不要签署任何文件。 

 

 

 

 

有用的资源 

 如你的孩子被家庭儿童部门（DCF）拘留： 

DCF 热线电话                             1-800-842-2288 

 

 申请福利  

社会服务部门：           1-855-626-6632 

          1-855-626-6638 

 

 监护权信息和表格： 

康州遗嘱法庭：       www.ctprobate.gov 

 

 社会服务信息： 

联合道路康州地区服务：                                                                          2-1-1 

http://www.ctprobate.gov/


 

 

              （United Way CT Local Services）                                        1-800-203-1234（康州以外地

区） 

 

 法律援助 

   康州法律服务移民热线：     800-798-0671 

   优胜哈特福德法律援助：     860-540-5000 

   纽黑文法律援助：      203-946-4811 

   美国移民律师联盟：      www.ailalawyer.org 

   耶鲁移民诊所：       203-432-4800 

   康州州立大学庇护和人权诊所：    860-570-5205 

州长丹尼尔 P. 马洛伊办公室想对以下机构和组织为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共同完成家庭

应急预案表示感谢： 

 

儿童和家庭部门 

住房部 

紧急服务和公共保护部门 

公共卫生部 

社会服务部 

州立教育部 

儿童办公室 

康州遗嘱法庭 

 

纽黑文市，市长办公室 

优胜哈特福德法律援助 

纽黑文法律援助 

康州法律服务 

哈特福德法律团体 

过激举动军政府 

康州学生梦 

http://www.ailalawyer.org/


 

 

 

 

 

康涅狄格州家庭应急预案是在移民法律资源中心：www.ilrc.org 提供的模板的基础上

创建的。我们衷心的感谢他们让我们根据本州的居民情况改编此家庭应急预案。 

http://www.ilr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