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责声明：本建议是由法律援助会的移民法部门建立的。 本建议不是法律建议，也不能代替移民专家的建议。

多年来，美国国土安全部（「国土安全部」）的工作人员已经将数以千计的非公民置于驱
逐/递解出境程序中（通常是出国旅行之后）。以下是一些问题和答案，可以帮助你决定
你是否可以离开美国并回来而不构成移民问题。一般来说，答案取决于你的个人情况。如
果以下任何情况于你的情况相符，你应该在订下任何离开美国的计划之前，向有信誉的、
有经验的移民律师寻求法律意见。
我是美国的合法永久居民（绿卡持有人），之前从未有任何执法行为问题。如果我在美
国境外旅行，我还能回来吗？
可以。 作为合法的永久居民，你可以自由出入美国。要重新返回美国境内，你需
要出示你的绿卡（如果你还没有绿卡，则需要出示护照内未过期的「I-551 印
章」），以及你国籍国家的有效护照或难民旅行文件。 只要你不在美国境外停留
超过一年，你仍能保留你的永久居留身份。然而，请注意，我们不建议你离开美国
超过六个月，因为这将打断入籍所需的连续居住权，而且你回境时，你可能会就你
目前与美国关系而接受深入调查。 如果你必须在美国境外停留超过一年，你可以
采取程序以保留你的合法永久身份，但这些程序必须在你离开美国之前执行。如果
你认为你的旅行有可能超过一年（或超过六个月），在你离开美国之前请寻求有信
誉的、有经验的移民律师的法律意见。
我是美国的合法永久居民（绿卡持有者），之前曾有任何执法行为问题。 如果我在美国
境外旅行，我还能回来吗？
可以，但是。 根据对你的指控，如果你旅行并打算回境时，如果你有某些刑事定
罪，国土安全部可能会启动驱逐/递解出境程序。 国土安全部可能会把你扣番到移
民拘留所，同时他们试图把你驱逐/递解出境。如果你被逮捕，但没有被定罪，一
定要带同证明刑事指控被撤销的文件出游。然而，请注意，即使你支付了罚款或获
得缓刑，或被撤销的定罪，你亦可能会被驱逐/递解出境。 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没
有定罪，国土安全部也可能以「有理由相信」你与某些案件相关的原因而拒绝你入
境；特别是如果你在美国境外停留超过 180 天。如果你曾经被逮捕，无论你是否被
定罪，在你离开美国之前，请向有信誉、有经验的移民律师寻求法律意见。
我目前正处于驱逐（递解出境）程序中。我可以旅游吗？
视乎情况。 如果你是合法的永久居民（绿卡持有者），并且目前正处于移民法庭
的驱逐程序中，你应该能够离开并重新入境美国，只要你有（i）有效的未过期的
护照，和（ii）未过期的绿卡，或护照上或 I-94 卡上未过期的 I-551 印章。 不过，
根据你的个人案件，当你回境时，你可能被视为「抵达外国人」，这可能影响你的
权利。另外，根据你的个人案件，你在返境时可能会被强制拘留。此外，如果你的
绿卡在你在美国境外时过期，而你离境的时间较长，你可能难以续签（取决于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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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案件），这可能会令你难以回境。条例允许绿卡持有人申请再入境许可，并允
许难民申请难民旅行证件，即使在驱逐程序中也可以旅游。然而，请注意，即使有
这些文件，在驱逐程序中出国旅游亦相当复杂。如果你处于这种情况，请向有信
誉、有经验的移民律师寻求法律意见。
我以前收到驱逐令（递解出境）。 如果我离开后，我是否能够返回美国？
视乎情况。 如果你已经被要求驱逐/递解出境，当你离开美国时，将视作你已被
驱逐出境。如果你出境旅游，你将不被允许回境美国，除非你事先获得某种「豁
免」，或在你离开后过了一定的时间，然后再申请新的签证或其他许可证回境美
国。 (根据你被驱逐出境的原因，即使在一定的时间后，你亦可能无法回境。)如
果你曾经收到移民法庭的出庭通知，你可能已经被命令驱逐/递解出境。 即使你从
未出庭，在你缺席的情况下都可能已被命令驱逐/递解出境。 许多人以前有驱逐/
递解出境令，但不知道这些命令。 要想知道你是否被命令遣送/驱逐出境，你可以
致电移民审查行政办公室的自动热线 1-800-898-7180， 你可以安心打电话查询。你
需要你的外国人注册号码（A-number）才能完成查询。
我非法来到美国，或者在美国的逗留时间超过了签证允许。 如果我离开，我是否能够返
回美国？
视乎情况。 如果你合法来到美国，但逗留的时间超过了 I-94 表格上显示的到达/
离开记录（白色或绿色的卡，可能在你进入美国时钉在你的护照上，或者你可以从
i94.cbp.dhs.gov 下载）上的日期，或者如果你未经海关或用假文件非法进入美国，
即视作「失去合法身份」或无证件。 如果你离开美国，即你没有权利再回境，除
非你去你所在国家的美国大使馆或领事馆申请签证。 当你「失去合法身份」时，
你在美国生活的这段时间被称为非法居留。 如果你有超过 180 天但少于一年的非
法居留，并离开美国后，你将不会获得回境美国的签证，为期三年。 如果你有一
年或一年以上的非法居留而离开美国，你将在十年内被禁止获得签证。 这是「因
非法居留而被禁止三年或十年的情况」。即使你不受三年或十年禁令的限制，如果
你非法在美国并离开，你将来可能难以获得签证，因为你需要向美国政府证明你将
遵守新签证的条款。在某些情况下，你也许可以在旅行之前提前要求「豁免」三年
或十年的禁令。在你离开美国之前，请向有信誉、有经验的移民律师寻求法律意
见。
我的护照上仍有一个有效的非移民签证，而且该签证允许多次入境。 我可否用它再来美
国？
可以，但前提是你现时的合法身份。 代表你在美国的逗留时间没有超过你的 I-94
表格上显示的到达/离开记录（白色或绿色的卡，可能在你进入美国时钉在你的护
照上，或者你可以从 i94.cbp.dhs.gov 下载）上的日期。 如果你是「失去合法身
份」，你不能用你的签证回到美国。即使你在美国停留的时间比 I-94 上显示的日
期多一天，你的签证亦会被取消。 你必须从你本国的美国领事馆获得新的签证，
然后才能回到美国（在某些情况下，你可以在你本国以外的国家申请签证）。 上
述的三年或十年禁止入境规则可能适用于你，这取决于你处于「失去合法身份」状
态的时间。 在离开美国之前，请向有信誉、有经验的移民律师寻求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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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持临时签证进入美国，我在国土安全部有一个延期或改变身份的申请正在等待。 我可
以离开美国再回来吗？
不可以。 如果你在你的申请待定时离开美国，国土安全部将认为你的申请被撤回
或放弃。 如果你急需离开美国，你可以要求国土安全部加快处理你的申请。 你可
以致电国土安全部，电话号码印在你的收据通知上。
我有一个身分转换的申请（绿卡申请/I-485 表格）正在处理。 我可以离开美国再回来
吗？
视乎情况。 在你转换身分的过程中离开美国（除非你有 H-1B 或 L-1 签证），通常
会在法律上被视作撤回或放弃申请。 然而，在旅游之前，你可以向国土安全部申
请提前假释，以获得离开美国的许可。 预先假释是允许某些非公民在国外旅行后
重新进入美国的许可。 如果你有一份经批准的、未过期的预先假释文件，那么离
开美国将不被视为放弃你的身份转换申请。在离开美国之前，请向有信誉、有经验
的移民律师寻求法律意见。
如果我获得提前假释，我是否能保证重新进入美国？
不可以。如果你犯了、被逮捕或被判定犯了任何刑事罪，在没有寻求有信誉的、
有经验的移民律师的法律建议之前，不要在获得预先假释的情况下离开美国。 即
使你有提前假释，国土安全部也可能拒绝你再次入境。
我有一个庇护申请正在处理。 我可以离开美国再回来吗？
视乎情况。 如果你离开美国，国土安全部一般会认为你的庇护申请被撤回或放
弃。 你可以通过申请提前假释向国土安全部申请离开美国，但这并不保证你会被
允许回境美国。你不应该使用你声称会受到迫害的国家的护照旅游。此外，如果你
前往你声称会受到迫害的国家，美国移民局很可能会拒绝你的庇护申请，因为这可
能代表你不再害怕返回那个国家。在离开美国之前，请向有信誉、有经验的移民律
师寻求法律意见。
我是一名逃亡者，或者我在获得庇护后获得了合法的永久居民身份。 我可以在美国境外
旅行并回来吗？
可以，但前提是你首先要从国土安全部获得难民旅行文件。不要用你声称你会受
到迫害的国家的护照旅游。另外，如果你前往你声称会受到迫害的国家，国土安全
部可能会终止对你的庇护授权。 即使你在获得庇护后已经成为合法的永久居民，
如果你回到声称受到迫害的国家、使用该国的护照，或以任何方式利用该国的保
护，你的基本庇护地位也可能被终止。在离开美国之前，请向有信誉、有经验的移
民律师寻求法律建议。
我有 U 类非移民身份。我可以离开美国再回来吗？
可以，但不建议旅游。如果你在 U 批准后到美国境外旅行，但你的护照上没有有
效的 U 签证，你必须（a）在国外的美国领事馆申请一个新的 U 签证，允许你回到
美国，并且（b）在 90 天内返回，否则你将失去调整身份的资格（申请绿卡）。如
果你在离开之前已经累积了超过 180 天的非法居留，你将需要在申请签证返回美国

www.legalaidnyc.org

Page 3 of 4

Last updated November 22, 2021

之前寻求三年或十年禁令的豁免。在离开美国之前，请向信誉良好、经验丰富的移
民律师寻求法律建议。
我正在申请 U 类非移民身份，而我的申请正在等待。我可以离开美国再回来吗？
是的，但不建议旅行。如果你在申请 U 类非移民身份的过程中到美国境外旅行，
如果你没有被授权入境美国，你将必须留在美国境外，直到你的实际 U 类签证被
批准，可能是在离开美国多年后，除非你被批准假释返回。如果你在离开之前已经
累积了超过 180 天的非法居留，你将需要寻求豁免三年或十年的禁令，才有资格回
境。如果对美国合格罪行的调查/起诉仍在进行，离开美国也可能影响你与执法部
门合作的能力；如果你不与执法部门合作，你的申请可能被拒绝。在离开美国之
前，请向有信誉、有经验的移民律师寻求法律意见。
我有 T 类非移民身份。我可以离开美国再回来吗？
可以，但不建议旅行。如果你在 T 签证批准后到美国境外旅行，但你的护照上没
有有效的 T 签证，你必须（a）在美国领事馆申请 T 签证，以允许你回到美国，和
（b）在 90 天内返回，否则你将失去转换身份的资格。如果你在离开之前已经累积
了超过 180 天的非法居留，你将需要寻求豁免三年或十年的禁令，然后你才有资格
返回。此外，如果你返回你的国家，可能会导致你失去 T 签证身份，因为你在申
请 T 签证时声称如果返回你的国家，你会遭受极端的困难。在离开美国之前，请
向有信誉、有经验的移民律师寻求法律意见。
我正在申请 T 类非移民身份，我的申请正在等待。我可以离开美国再回来吗？
一般来说，不可以。如果你在 T 签证审理期间离开，你将失去获得 T 签证的资
格。唯一允许你返回美国的例外情况是你与人口贩运受害者有关。
我可以去波多黎各、关岛、美属维尔京群岛或北马里亚纳群岛旅行吗？
可能。虽然波多黎各、关岛、美属维尔京群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美国领
土」）是美国的一部分，但从美国本土前往这些地方的非公民旅行者可以像国际旅
客一样接受美国移民官员的审查程序。(见《移民和国籍法》第 212(d)(7)条和《联
邦法典》第 8 篇第 235.5 条）。 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在美国境内的机场进行
「预检」，以决定该旅客是否可以重新回境美国大陆。这种「预检 」过程通常是
以非常非正式的方式进行，没有法律代表的帮助。这可能涉及 CBP 官员询问移民
身份，检查护照，或将旅客带到一个单独的区域进行更详细的询问。尽管从这些美
国领土到美国本土旅行的非公民可以免于国际旅客面临的护照和签证要求，但他们
仍要遵守所有其他不可受理的理由。(见《移民和国籍法》第 212(d)(7)条和《联邦
法典》第 22 章第 41.1(c)条）。正因为如此，从美国本土前往任何这些美国领土的
旅行对于无证个人和因刑事定罪或其他禁止再入境的合法身份的个人来说都有风
险。在从美国本土前往这些领土之前，请向有信誉、有经验的移民律师寻求法律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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