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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公共負擔新規定 
8月12日頒佈 

10月15日生效 

公共負擔並不是一個新的概念 

移民局（INS）1999年發佈一份指南，根據指南，公共負擔被定義為“主要依賴”政
府援助的人，這意味著政府提供的收入超過其收入的一半。但收入只計算現金福利，例
如貧困家庭的臨時援助或社會保障的補充收入。公共負擔評估並不包括對SNAP（糧食
券）和Medicaid（政府醫療保險）等福利的依賴。 

 
川普政府新規擴大了1999年臨時指導方針中涉及的福利範圍，將社會安全金（SSI）、
貧困家庭臨時援助（TANF），以及大多數形式的醫療補助和補充營養援助計畫
（SNAP），即糧食券都納入“公共負擔”考量因素。 

 



那些移民群體會受到影響？ 

 那些移民群體不受影響？ 

 Refugees and asylees受庇護的難民 

 Afghans and Iraqis with special immigrant visas 

  阿富汗，伊拉克特殊難民 

 Tvisaand U visa人口販賣和暴力犯罪受害者 

 VAWA家庭暴力受害者 

 Special Immigrant Juvenile Status (SIJS) 

 兒童/青少年特殊移民 

 DHS has granted a waiver of public charge 
inadmissibility國土安全局給予特殊豁免人群 

 US Army/Navy/Marine美國軍人 

 21歲以下兒童 

   工作和學生簽證 
   身份轉換（綠卡） 
   親屬移民（庇護家屬除外） 
   海關入境時 

 那些移民群體受影響？ 



政府福利最好别拿？ 
2019年10月15日：日期非常重要 (I) 

 2019年10月15日：在此日期之前拿以下福利不會作為公共負擔的考量依據： 
糧食券（SNAP） 

政府醫療保險（Medicaid） 

任何州或者聯邦政府給予的現金（cash）福利 
 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 (SSI) 
 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 (TANF)困難家庭臨時
援助金 
 Section 8 Housing Assistance房屋補貼 
 Section 8 Project-Based Rental Assistance 租房補貼  
 Public Housing under section 9 the Housing Act of 1937, 42 
U.S.C. 1437 et seq.免費住房 

 

 但是2019年10月15日以後拿這些福利則會影響 
 其餘的福利則無論是在2019年10月15日之前或者之後拿都會成為公共
負擔的考量依據，但是影響(據說)不會很大 
 



2019年10月15日：日期非常重要 (II) 
 2019年10月15日之前（郵戳為准）提出的新申請均不受新政策影響 
身份調整（綠卡）申請 

移民或非移民簽證申請者 

入境（包括綠卡持有者)  

 考量的期限：3年 
提交申請前的3年（12個月） 

如果3年內獲得政府福利超過12個月，則有可能被視為公共負擔 

 



應對措施 
 我需要停止拿福利嗎？ 

 不一定！ 
  Medicaid所支付的緊急醫療狀況 
 傷殘人員 
 不超過年齡的情況下學校提供的福利 
 21歲以下兒童 
 孕婦以及剛生產60天以內 

 可以通過提交$8,000以上擔保金，但要在移民局允許的情況下 

 擔保人收入超過 250% 聯邦貧困線 

 申請人自己的收入超過 250% 聯邦貧困線 

 申請人有私人醫療保險 



麥緯德律師 

888-888-6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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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調整身份？ 
How can I adjust status? 

 

 政治庇護Asylum 

 特殊青少年綠卡SIJ 

 十年綠卡Cancellation of 
Removal 

 親屬申請以及豁免Family 
petition and waivers 



政治庇護申請Asylum 

 二胎政策時代下的計劃生育主張 

 Family planning claim in 2 child policy era 

 關於宗教，有或沒有在過去受到迫害  

 Religion with or without past persecution 

 關於“紅色通緝”“Red Notice” case 

 川普關於“庇護禁令”的規則Trump's “Asylum Ban” rule 

 



特殊青少年綠卡SIJ 
 紐約州家庭法院New York State Family Court 

 年齡不超過21歲Be under 21 years of age 

 目前居住在美國Currently living in the U.S. 

 未婚Be unmarried 

 因父母一方或雙方的以遺棄，虐待，或者忽視撫養而需要新的在美監護人照顧 

 you cannot be reunified with one or both of your parents because of 
abandonment, abuse, or neglect. 

 移民局申請SIJ application to USCIS 

 優點： 辦理時間相對較短Relatively short processing time 

 弱點：申請人拿到綠卡後不可以申請父母Applicant cannot petition for 
parents 

 



十年綠卡Cancellation of Removal 
 收到政府控告書前，在美已經連續居住十年以上 

 Continuous physically present in the US for at least ten years 

 如果被遞解，你的綠卡或公民的直系親屬會面臨“超常的極度困難” 

 If being removed, your qualifying relative would experience 
“Exceptional and extreme unusual hardship” 

 良好的道德品質Good moral character 

 沒有特定的犯罪記錄 

 No conviction of certain crimes or violation of certain laws 

 



其他移民問題 
You may want to know: 

 

 案件審理時間超時？催辦案
Mandamus 

 未婚夫/妻K1簽證入鏡怎麼調整？ 

 新政策“公共負擔”對綠卡申請
的影響Public Charge and I-485 



 

催辦案Mandamus  
最有效的解決移民申請拖延的辦法 
  如果你的移民申請遞交後等待時間已經超過了正常審核時間該

怎麼辦？What can I do if my application is far outside 
normal processing time? 

 聯邦催辦案是什麼？What is Mandamus? 

 小型訴訟File complaint 

 催辦案是快速有效的解決拖延申請的方法 



K1簽證入境後怎麼調整身份 

 90天內要與美籍申請人結婚Get married with the US citizen 
fiancé within90 day 

 如果超過了90天才結婚呢？ 

 

 沒有跟美籍申請人結婚What if I do not marry this US citizen 
fiancé? 

 是否還有機會調整身份？ 

 



公共負擔與綠卡申請 
Public Charge and Greencard application 

 我想申請綠卡但是我現在正享受政府福利 

 我是綠卡，但是想申請公民，會受影響嗎？Naturalization 

 2019年10月15日正式生效 

 



“小事” 不理 

或有近患  或有遠憂 

    

www.mchenlaw.com 

info@mchenlaw.com 

+1 (718) 939-9000 | (718) 939-9008 

136-20 38th Ave., Suite 9J, Flushing, NY 11354 

 

主講人：陳明利律師 

明理律師事務所 



夫妻之間的暴力問題 
---受虐待的一方不要以為是小事，可能會成為申請移民身份的
一個合法途徑。 

 

 



不要對寵物動粗 
---一旦被指責或指控虐待動物，那可是難纏的官司。 

 



父母管教孩子要得法 
---不能持守“黃金棍下出好人”的天真想法，否則可能會受到
兒童局或刑事法院的干預。 

 



異性相處 
---注意不要被指責性騷擾。比如共同租住房子。 

 



718-463-1111 

法拉盛飛越皇后大樓9G 
136-30 38th Ave., Suite 9G 
Flushing, NY 11354 

info@dehailaw.com 

疑難雜症移民案 

mailto:info@dehailaw.com


 

有遞解令的Arriving Alien 

何謂Arriving Alien 
哪些Arriving Alien 可以取得綠卡 
取消遞解令 
全美標準及各地執行情況 
案例分析 



聯邦催辦令 

何謂聯邦催辦令 
何時辦理催辦令 
催辦令之前的顧慮 
催辦令之後的後果 
案例分析 



公民申請父母因走私人口被拒 

212(a)(6)(E)移民法人口走私相關條例 
豁免申請 
特殊情況  
案例分析 



離婚和移民案件的關係  
 

家暴綠卡 
臨時綠卡轉十年綠卡 
政庇配偶和子女申請綠卡 



第二巡迴庭新案例解析 

來美國超過一年後申請政庇 
A10卡和A5卡 
新案例帶來的轉機 
案例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