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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訪視驗證（EVV） 
個人服務提供者的常見問題集（FAQ） 

什麼是電子訪視驗證（EVV）？ 
EVV 是一項聯邦要求，以電子方式記錄向客戶提供的居家照護
服務特定元件，並作為提供服務的驗證。DSHS 將使用 PPL 的
Time4Care™ 應用程式，作為解決方案，讓個人服務提供者在提
供客戶照護時，也能上下班打卡，並按工時領取薪資。 

為什麼我需要使用 EVV？ 
國會通過的《二十一世紀醫療法案》 (21st Century Cures Act) 制
定了新規則，要求各州使用電子訪視驗證（EVV）系統，以確保由州
政府支付的服務提供給有需要的客戶。此要求適用於所有居家與
社群型的服務。身為個人服務提供者，您將需要遵循新規則以提
供服務給客戶。 

DSHS 轉換為消費者導向的雇主時，我也將需要使用 
EVV 嗎？
是的。DSHS 仍在將個人照護服務轉換為消費者導向的雇主。
此轉換完成後，CDE 也將會有 EVV 技術要求。DSHS 正在使用 
IPOne 實施 EVV 以滿足聯邦時間表，並避免因不符合要求而對
各州要求繳納鉅額罰款。

我和客戶住在同一戶。這樣還需要使用 Time4Care™ 
應用程式嗎？
不需要。目前有適用與客戶住在同一戶的同住豁免權，這表示
您不需要使用 Time4Care™ 應用程式上下班打卡。您將繼續在 
IPOne 入口網站提交時程表。 

我該如何使用 EVV？
個人服務提供者將在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上，在您開始每輪
照護時使用 Time4Care™ 應用程式上下班打卡。該應用程式將
記錄 EVV 元件。您可在 Apple™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Store 下載 Time4Care™ 應用程式。

Time4Care™ 的運作方法是？ 
Time4Care™ 使用鬧鐘來記錄您每輪工作的開始與結束時間。該
應用程式使用 GPS，並只會記錄您上下班打卡的位置。不會記錄
您在工作期間或其他時間的位置。 

Time4Care™ 應用程式中將會記錄哪些資訊？
每次開始個人護理時，便開始以電子方式記錄下列資訊：

執行的服務類型

接受服務者

服務日期

服務提供者

服務開始與結束的時間和位置

若我沒有網際網路存取權，該如何使用該應用程式？ 
該行動裝置應用程式會持續離線作業，並仍將在您每輪上下班打
卡時，記錄您的時間與位置。當您的裝置來到有網際網路存取權的
區域時，離線時的項目將會自動上傳。

是否有如何使用 Time4Care™ 應用程式的說明？ 
有的。說明與訓練影片都在 PPL IPOne 網站，網址是 https://
www.publicpartnerships.com/programs/washington/
individual-providerone-ipone/training/#content - 按一下

「訓練區段」。

我需要使用 Time4Care™ 應用程式嗎？ 
是的。Time4Care™ 是 Public Partnerships 行動裝置 EVV 應用程
式。您可在 Apple™ 或 Google™ Play Store 下載 Time4Care™。 



華盛頓 | IPONE

www.publicpartnerships.comwww.publicpartnerships.com

Time4Care 有哪些好處？ 
輕鬆輸入時間 - 當您開始每輪工作時，可隨時隨地輸入工作時
間。 

節省時間 - 不需要電腦或傳真機，即可直接在智慧型手機或平板
電腦上迅速記錄您的時間與服務詳細資訊。 

服務提供者是否可使用 iPhone 或其他智慧型手機來輸
入工作班次？ 
可以。服務提供者可使用已開啟 GPS 的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
在裝置中安裝 Time4Care™ 應用程式來輸入工作班次。 

若我沒有智慧型手機該怎麼辦？ 
電子訪視驗證（EVV）需要使用搭配 GPS 的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
腦，經由 Time4Care™ 應用程式來執行上下班打卡。2020 年 12 
月 16 日後，個人服務提供者應下載並使用 Time4Care™ 應用程
式。

有一項例外是，客戶使用有線電話透過撥號系統來驗證服務。請
造訪我們的訓練網頁，並查看「IVR 快速參考指南」傳單。此傳單位
於 EVV 訓練的下方。 

若您需要更多協助，請聯絡「客戶服務中心」。 

若在我的工作班次期間，客戶希望前往不同位置時，會發
生什麼問題？ 
舉例來說，我們經常在我的工作班次快結束前，拜訪朋友或家人。 

沒問題！您可使用 Time4Care™ 應用程式在一個位置上班打卡，
並在不同位置下班打卡。 

Time4Care™ 是否有包括錯過訪視或排定輪班的提醒
功能？ 
沒有。該應用程式並不提供排程提醒或錯過訪視的警告，因為它
並不連結至設定排程。 

Time4Care™ 是否支援多個語言？
目前暫不支援。然而，部分資訊與訓練教材將會以其他語言提供。
請造訪下方的 PPL IPOne 網站連結。 

是否有方法可查看我在特定時間範圍內的所有工作時
數？ 
有的。您可前往 Time4Care™ 應用程式中的「Pay Periods」（支薪
期間）功能表選項，並檢視在支薪期間內的總工作時數（更多資訊
請參考 Time4Care 快速指南）。您也可造訪 IPOne 入口網站檢
視工作時數。 

我是否能自訂該應用程式？ 
不能，Time4Care™ 應用程式的設定是專為 DSHS 計畫需求所訂
定，所有服務提供者使用的皆為相同應用程式。 

Time4Care™ 行動裝置應用程式推出後，我是否還能提
交紙本時程表？
2020 年 12 月 16 日後，付款系統將不接受紙本時程表；除非您
是同住豁免權服務提供者。 

為什麼我不能提交紙本時程表？
為遵守本常見問題集中先前提及的聯邦要求；2020 年 12 月 16 
日後，DSHS 為個人服務提供者推出 Time4Care 行動裝置應
用程式，以便提交工作時間並獲取薪資。Time4Care™ 使用上
相當方便，也有許多支援功能可使用以協助度過此轉換期。PPL 
IPOne 的訓練網頁網址 https://www.publicpartnerships.
com/programs/washington/individual-providerone-
ipone/training/#content 有可用的「快速指南」表與訓練影
片，以協助您學習如何使用該應用程式。您也可聯絡電話服務中
心安排一對一訓練。 

若您與客戶住在同一戶，則不需要透過 EVV 合規 Time4Care™ 
應用程式來提交工作時數。您可在 IPOne 的服務者個人資料中，
標示同住豁免權（Live-In Exemption, LIE）。豁免權表示您將不在
每個工作班次，使用 EVV 應用程式執行上下班打卡。相反地，您
可繼續在 IPOne 提交每個支薪期間的工作時程表。要符合 LIE 資
格，您與客戶必須住在同一戶。您與客戶不得擁有單獨住所或獨
居。您可聯絡 IPOne 電話中心尋求協助，告訴 IPOne 您與客戶住
在同一戶。 

若我要提交 2020 年 12 月 16 日前的未獲支薪工作時
數，該如何處理？
若您屬於同住豁免權服務提供者，您仍可透過 IPOne 入口網站
提交過去支薪期間的工作時程表，或您也可連絡 IPOne 電話中
心，請人員協助提交工作時程表。 

若您不屬於同住豁免權服務提供者，請連絡 IPOne 電話中心，請
人員協助提交過去支薪期間的工作時程表。 



華盛頓 | IPONE

www.publicpartnerships.comwww.publicpartnerships.com

基於各種原因，我仍想提交紙本時程表。你們能滿足此要
求嗎？
2020 年 12 月 16 日後，除非您與客戶同住並在 IPOne 個人資料
上標註您屬於同住豁免權服務提供者，否則您將無法提交紙本時
程表。您必須使用 Time4Care 應用程式以提交您照護客戶的工
作時數。 

Time4Care™ 使用上相當方便，也有許多支援功能可使用以
協助度過此轉換期。PPL IPOne 的訓練網頁網址 https://
www.publicpartnerships.com/programs/washington/
individual-providerone-ipone/training/#content 有可用的

「快速指南」表與訓練影片，以協助您學習如何使用該應用程式。
您也可聯絡電話服務中心安排一對一訓練。我們也提供電話語音

（IVR）選項作為次要選項，讓您可來電提交工作時數。

若我在 2020 年 12 月 16 日後提交支薪期間的紙本時
程表，會出現什麼問題？ 
2020 年 12 月 16 日後，系統將無法處理紙本時程表；除非您屬
於同住豁免權服務提供者。您的時程表將不會顯示於個人資料，
而且您將會接到自動通知電話，通知您必須經由應用程式、電話
中心或電話來提交時程表。請聯絡電話中心尋求協助。代理人可
定位您的時程表，並協助您進行下一步的提交作業，以確保您領
取到工作時數的薪資。 

若我忘記帶智慧型手機或手機沒電了，該如何處理？ 
若您因為忘記攜帶或遺失手機或手機沒電而無法執行上下班打
卡，您可使用 Time4Care™ 應用程式或 IPOne 入口網站為先前
的工作班次建立手動輸入項目。此方法僅供例外情況使用。手動
輸入工作班次項目將被視非 EVV 合規行為，並由 DSHS 進行追
蹤。若您的手機在該工作班次沒電，鬧鐘將繼續計時直到您下班
打卡為止。稍後，您必須在手動輸入輸入該工作班次的正確結束
時間。針對手動輸入建立項目，請記得正常提交時程表的到期日，
以避免發生延遲付款。

使用此系統是否需要支付任何費用？ 
否。使用 EVV 系統或 Time4Care™ 應用程式不須支付任何費用。 

Time4Care™ 會使用智慧型手機的多少數據流量？ 
若連線至 WIFI，則該應用程式將不會使用任何計畫 數據流量。若
未連線至 WIFI，並連線至您的服務網路，數據使用量也會是最低
限度 –僅是通常用於檢視網頁的數據流量。

若我忘記關閉手機上的定位服務會出現什麼問題？我仍
可以執行上下班打卡嗎？ 
若未開啟定位服務，則將無法執行上下班打卡。您會看見有訊息
建議您針對此項目開啟定位服務。若看見此訊息，請開啟裝置設
定中的定位服務。接著，您就可以在應用程式中執行上下班打卡。 

我是否可在工作班次中關閉定位服務，並在下班打卡時
再次開啟？ 
可以。只要您在上班打卡開啟定位服務，則下班打卡時，系統會依
據 EVV 要求，記錄您的工作班次資料。 

我的個人資料在該應用程式上是否安全？ 
是的。我們非常重視您的資料安全性。您的資料始終以 256 位元
進階加密標準演算法傳送 – 即最高標準的通訊安全。我們絕不與
第三方團體共享您的資訊。 

我的平板電腦有 Wi-Fi，但沒有手機服務。這樣是否能使
用 Time4Care™ 應用程式？ 
若該平板電腦可啟用 GPS 服務，則可在 Time4Care™ 應用程式
執行上下班打卡。 

我是否可使用入口網站執行上下班打卡？ 
電子訪視驗證（EVV）需要使用搭配 GPS 的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
腦，經由 Time4Care™ 應用程式來執行上下班打卡。個人服務提
供者在 2020 年 12 月 16 日後，應下載並使用 Time4Care™ 應
用程式。

有一項例外是，客戶使用有線電話透過撥號系統來驗證服務。請
造訪我們的訓練網頁，並查看「IVR 快速參考指南」傳單。此傳單位
於 EVV 訓練的下方。 

先前的工作班次可記錄為手動輸入建立項目。此方法僅供例外
情況使用。手動輸入工作班次項目將被視非 EVV 合規行為，並由 
DSHS 進行追蹤。針對手動輸入建立項目，請記得正常提交時程
表的到期日，以避免發生延遲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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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從何處取得更多資訊？ 
說明與訓練影片都在 PPL IPOne 網站，網址是  https://www.publicpartnerships.com/programs/
washington/individual-providerone-ipone/training/#content - 按一下「訓練區段」。

說明影片網址是  www.publicpartnerships.com

若多數時候皆使用有線電話，那白天期間赴約外出時是
否可使用應用程式來記錄？ 
我們認知到服務提供者與客戶可能在一個工作班次中，前往社
區中的不同地點。即使這些事件發生在不同位置，IP 也應使用 
Time4Care™ 應用程式來執行上下班打卡。不應將有線電話建立 
EVV 項目設為提交工作時數的主要方式。只要在裝置上安裝應用
程式，您將不需要有線電話來提交工作班次。

若服務提供者在上班打卡時仍不確定需要提供的服務，
或他們在一個服務代碼下只執行部分工作班次，接著又
轉換到第二個服務代碼，此情形該如何處理？ 
使用 Time4Care™ 應用程式開始工作班次時，需要您定義提供
的服務內容，即「個人照護服務 - T1019」。若您已經授權可執行
多於一種服務，則應先諮詢客戶確認要提供的服務內容，再開始
該工作班次。若同個工作班次需要執行兩種不同服務（即：個人照
護服務 T1019 以及喘息照護服務 T1005），則您將需要先下班打
卡，再使用另一個服務代碼執行上班打卡。 

若有重疊照護者會出現什麼問題？ 
每名服務提供者每次只能服務一位客戶，但客戶可預約多於一名
的個人服務提供者。每名服務提供者需要在 Time4Care™ 應用
程式中輸入各自的工作班次。

若我的工作班次為上午 10:00 至下午 4:00，那我在上午 
9:50 打卡或在下午 4:10 打卡，會出現什麼問題？ 
請使用 Time4Care™ 應用程式在開始工作時打卡，並在結束工
作後再打卡一次。實際工作時間並不需要與已計畫的工作班次完
全一致。有關您的工作排程，請確保與客戶和/或對方的案件經理
人溝通。再次聲明，系統並未要求您要在準確時間執行上下班打
卡。Time4Care™ 應用程式將會記錄您在該工作班次的所有工
時，並根據您目前的授權內容與 DSHS 計畫規則，來處理您的薪
資款項。 

請注意，若您在 Time4Care™ 應用程式輸入的時間超過排定的
時間班次時數，則系統會將此行為視為對整體已授權時數帶來不
利影響。舉例來說，若您已排定要工作 6 小時（上午 10:00 至下午 
4:00），但直到下午 4:10 您都沒有在 Time4Care™ 應用程式執
行下班打卡，則您將會用去已授權時數的 6 小時 10 分鐘。您仍有
責任管理自身工作時間。您的工作時間不得超過授權時間，也不
得超過每週工作時數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