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需要幫助申請美
國公民身份嗎？

請來到我們的公民入籍服務研習所
(Workshop)，這裡有我們的志願者團隊，
包括律師、律師助理，和口譯員，將幫助
您入籍申請。它是免費的，對象為所有符
合條件的合法永久居民（綠卡持有者）。

欲知更多詳情或簽名，請查閱網址：
seattle.gov/iandraffairs/NCC ，或電：(206) 386-9090

有關移民和難民事務辦公室
移民和難民事務辦公室(OIRA)的工作職責是改善西雅圖的移民和難民
居民的生活。通過其新公民運動(New Citizen Campaign)，OIRA旨在
提高移民和難民成為公民的人數，並讓他們參與公民的事務過程。

新公民運動研習場所是西雅圖市府、眾多合作夥伴，和社區組織參
與協助的。

公民研習場所公民研習場所
有何期待

•	 從上午10時開始註冊，這一過程將需要大約4到6個小時之間。

•	 我們將提供一個等候室。請攜帶零食，以便為漫長等待做好準備。

•	 請帶上所有的文件（詳見下文）。如果沒有的話，您可能無法完成
您的申請。

•	 有口譯服務，但若是您自己帶口譯者的話，您等待的時間將會縮
短。您需說話的級別在ESL第2級時才適用。

•	 志律師及, 律师助理 將解答您的問題並協助您完成您的應用程式 。

地點：南西雅圖學院 - 喬治敦校園 (SOUTH 
SEATTLE COLLEGE - GEORGETOWN CAMPUS)
地址：6737 CORSON AVE S, SEATTLE, WA 98108

2016年10月15日
上午10時至下午1時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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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永久居留卡（綠卡）。

	F 過去五年家庭地址和在這
些地址居 住的具體日期的
清單 。 

	F 過去五年雇主的姓名和地
址清單， 包括您為這些雇
主工作的具體日期 。

	F 自從成為美國公民您在美
國以外居 留的具體日期，
以及這些旅行期間的 目的
國家或地區。 帶上護照、
旅行計 劃和證明您在美國
以外所有旅行的機 票（如
果有）。

	F 您孩子的全名、生日和他
們的外國 人註冊號碼，如
果有 。

申請入籍
資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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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公民日需要準備的資料

必須具備下列條件，才能申請：

	F 登記之日年滿 18 歲 。

	F 至少連續合法居留五年（或三年，如果與美國公民結婚）。 

	F 過去五年中在美國生活兩年半以上（或三年中一年半以上，
如果與美國公民結 婚）；過去五年（或三年，如果與美國
公民結婚）中在美國以外生活時間不超過一 年或以上 。

	F 最近的報稅表和 W-2 表
格 。

	F 所有关于您的移民记录的
文件。

	F $680 申請費（有例外）
，透過支 票、現金支
票或匯票支付給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

	F 兩張彩色護照相片 。

	F 提供翻譯員，但如果自帶
翻譯員或 可縮短等待時
間 。

如果您接受政府补助（如
SNAP（食 品券)，SSI，TANF，
医疗补助），请带上你的最
新政府补助书信。

	F 只有政府补助卡是不够
的。

如果您認為在過去五年中或
以前曾經被逮捕、拘留或出
於任何原因不得不出庭： 

	F 帶上所有核發的法院和警
局文件（例如警方報告、
出庭通知和結案單）

如果您綠卡上的姓名與目前
的法名不同：

	F 帶上合法更名文件（結婚
證、離婚證明或法院文
件）。

如果您在與美國公民結婚的
基礎上申請美國公民身份，
請攜帶： 

	F 有關您的配偶及其原來結
婚和離 婚情況的資料 。

	F  證明您和配偶生活在一起
的文 件（例如報稅單、銀
行結單、租 約、抵押契據
和您孩子的出生證 明）。

如果曾經結婚一次以上：

	F 帶上結婚證和離婚（或死
亡）證 明或所有結婚和離
婚的具體日期 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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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件

	F 帶上扶養費支付情況證
明。 

如果從成為永久居民起任何
一年內在美國以外居留時間
超過六個月：

	F 帶上有關您離開並返回美
國日期的詳細說明，以及
在美國有工作或居所的證
明。

如果您有配偶或孩子不和您
居住在一起，請帶上： 

	F 要求您支付扶養費的任何
法院 命令；

	F 您支付扶養費的證明（例
如已作 廢支票、匯票收
據、強制扣押薪 金證明或
父母或照顧您孩子的監 護
人的信函）。

如果您有逾期聯邦、州或地
方稅款（或沒有繳付）： 

	F 帶上您就此事宜呈交給政
府或從 政府收到的任何文
件、信函或書 面資料的
副本。 

如果您已經向美國兵役註冊
機構註冊： 

	F 請帶上註冊日期和徵兵號
碼（如果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