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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访问验证 (ELECTRONIC VISIT 
VERIFICATION, EVV) 
服务提供者常见问答题 (FAQ) 

什么是电子访问验证 (EVV)？ 
根据联邦要求，EVV 以电子方式采集向客户提供的居家护理服
务的特定组成部分，以验证是否提供了护理服务。DSHS 将采用 
PPL 提供的 Time4Care™ 应用程序作为解决方案，供个人服务
提供者在向客户提供服务时进行上下班打卡和收取工作费用。 

为什么需要使用 EVV？ 
国会通过的《二十一世纪治疗法案》(21st Century Cures Act) 制
定了新规则，要求各州使用电子访问验证 (EVV) 系统来确保向需
要的客户提供州付费的服务。这项要求适用于所有家庭和社区服
务。作为个人服务提供者，您需要遵循新规则为客户提供服务。 

当 DSHS 过渡到消费者导向的雇主 (Consumer-
Directed Employer, CDE) 时，我是否必须使用 EVV？
是。DSHS 仍在将个人护理服务转换为消费者导向的雇主。完成
过渡后，CDE 也将规定 EVV 技术要求。DSHS 正在通过 IPOne 实
施 EVV，以遵守联邦时间表，并避免因不合规而遭到重大经济处
罚。

我与客户生活在一起。我是否必须使用 Time4Care™ 
应用程序？
否。有一项同住豁免规定适用于与客户同住的服务提供者，这意
味着您不必使用 Time4Care™ 应用程序来进行上下班打卡。您
将继续在 IPOne 门户上提交工时单。 

如何使用 EVV？
个人服务提供者可以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上使用 
Time4Care™ 应用程序，在每次轮班工作向客户提供护理时进行
上下班打卡。该应用程序将记录所需的 EVV 组成部分。您可以从 
Apple™ App Store或 Google™ Play Store 下载 Time4Care™ 
应用程序。

它如何工作？ 
Time4Care™ 使用时钟来记录您每次轮班工作的开始时间和结
束时间。该应用程序还使用 GPS 记录您的位置，但只记录上班和
下班时的位置，不记录您在轮班期间或者任何其他时间的位置。 

Time4Care™ 应用程序采集哪些信息？
对于每次个人护理，以电子方式采集以下信息：

执行服务的类型

接受服务的对象

服务日期

提供服务的人员

服务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和地点

如果我无法上网，该应用程序如何工作？ 
该移动应用程序将继续离线工作，并且仍将记录您上班和下班时
间和位置。当设备处于可以上网的区域时，会自动上传离线记录。

是否有有关如何使用 Time4Care™ 应用程序的说明？ 
是。说明和培训视频位于 PPL IPOne 网站上，网址：https://
www.publicpartnerships.com/programs/washington/
individual-providerone-ipone/training/#content - 单
击“Training”（培训）部分。

我是否需要使用 Time4Care™ 应用程序？ 
是。Time4Care™ 是 Public Partnerships 的移动 EVV 应用程
序。您可以从 Apple™ 或 Google™ Play Store下载 Time4Care™
。 Time4Care 有什么优点？ 



华盛顿 | IPONE

www.publicpartnerships.comwww.publicpartnerships.com

轻松输入时间 – 在轮班开始时即可输入时间。 

节约时间 – 直接在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上快速记录时间和服务
详情，不需要电脑或传真机。 

服务提供者是否可以使用 iPhone 或其他智能手机登记
工作班次？ 
是。服务提供者可以使用任何安装有 Time4Care™ 应用程序并
启用了 GPS 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登记工作班次。 

如果没有智能手机怎么办？ 
电子访问验证 (EVV) 需要使用配备 GPS 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
采用 Time4Care™ 应用程序进行上下班打卡。要求个人服务提
供者在 2020 年 12 月 16 日之后下载和使用 Time4Care™ 应用
程序。

如有需要，可破例使用客户座机的呼叫系统来验证服务。请访问
培训页面，查找“IVR Quick Reference”（IVR 快速参考）传单，位
于 EVV 培训下面。 

如果需要进一步帮助，请联系客户服务中心。 

如果客户想在我的轮班期间前往不同的地点怎么办？ 
例如，我们经常在我的轮班结束前拜访朋友或家人。 

没问题！您可以使用 Time4Care™ 应用程序在一个地点打卡上
班，在不同的地点打卡下班。 

Time4Care™ 是否可以设置错过访问或排定轮班的提
醒？
否。该应用程序不提供日程提醒或错过访问的警告，因为它不与
某一设定的日程相关联。 

Time4Care™ 是否支持多种语言？
目前不支持。但是，某些信息和培训材料会提供其他语言版本。请
访问下面链接的 PPL IPOne 网站。 

是否有方法查看某一特定时间范围内我已工作的所有时
数？
是。您可以转到 Time4Care™ 应用程序的“Pay Periods”（付款
周期）菜单选项，查看某一付款周期内工作的总时数（请参阅 
Time4Care 快速指南了解详细信息）。您也可以通过访问 IPOne 
门户网站查看工时。 

我可以自定义该应用程序吗？ 
不可以，Time4Care™ 应用程序设置取决于 DSHS 计划需求，对
所有提供者都是一样的。 

Time4Care™ 移动应用程序上线后，我还能提交纸质工
时单吗？
除非您是同住豁免服务提供者，否则在 2020 年 12 月 16 日后，
付款系统将不再接收纸质工时单。 

为什么不能提交纸质工时单？
为遵守本 FAQ 文件上面所提到的联邦要求，2020 年 12 月 16 
日之后，DSHS 推出针对个人服务提供者的 Time4Care 移动
应用程序，用于提交待付款工时。Time4Care™ 应用程序非常
容易使用，我们也会提供大量支持帮助您完成这一过渡。PPL 
IPOne 培训页面 (https://www.publicpartnerships.com/
programs/washington/individual-providerone-ipone/
training/#content) 提供一个快速索引表及培训视频，可帮助
您学习如何使用该应用程序。您也可以致电客服中心，安排一对
一培训。 

如果您与客户同住，则无需通过符合 EVV 要求的 Time4Care™ 
应用程序提交工时单。您可以在 IPOne 的提供者个人资料中说
明您适用同住豁免 (Live-In Exemption, LIE) 情况。此豁免表示您
无需使用 EVV  应用程序来进行上下班打卡，而是继续在 IPOne 
中提交每个付款周期的工时单。要满足 LIE 资格，您必须和您的
客户同住。您或您的客户不能居住在不同家中。如需了解怎样告
知 IPOne 您与客户同住的情况，可致电 IPOne 客服中心以寻求
帮助。 

如果需要提交我尚未申报的 2020 年 12 月 16 日之前
的工时单，该怎么办？
如果您是同住豁免服务提供者，您仍可以通过 IPOne 门户提交
过去付款周期的工时单，或者致电 IPOne 客服中心帮助您提交
工时单。 

如果您不是同住豁免服务提供者，请联系 IPOne 客服中心，以帮
助您提交过去付款周期的工时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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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各种原因，我更希望提交纸质工时单。您能安排吗？
2020 年 12 月 16 日之后，除非您与客户同住，并且在 IPOne 个
人资料中说明您是同住豁免服务提供者，否则您将无法提交纸质
工时单。您需要使用 Time4Care 应用程序来提交您为客户服务
的工时。 

Time4Care™ 应用程序非常容易使用，我们也会提供大量
支持帮助您完成这一过渡。PPL IPOne 培训页面 (https://
www.publicpartnerships.com/programs/washington/
individual-providerone-ipone/training/#content) 提供一
个快速索引表及培训视频，可帮助您学习如何使用该应用程序。
您也可以致电客服中心，安排一对一培训。我们将电话 (IVR) 作为
第二选项，允许您来电提交工时。

如果在 2020 年 12 月 16 日之后的付款周期提交纸质
工时单，将会怎样？
2020 年 12 月 16 日之后，除非您是同住豁免服务提供者，否则
系统将无法处理纸质工时单。您的工时单将不会在个人资料中显
示，同时您会收到 Blaze 自动来电，通知您通过应用程序、客服中
心或电话提交轮班班次。请联系客服中心以获取帮助。客服代表
可找到您的工时单，帮助您完成提交工时单的后续步骤，以确保
您获得相应工时的报酬。 

如果忘带智能手机或手机没电了，该怎么办？
如果由于忘带、找不到手机或电池没电而无法进行上下班打卡，
您可使用 Time4Care™ 应用程序或 IPOne 门户网站为过去的工
时创建手动输入项目。不过，这仅适用于例外情况。DSHS 会将手
动输入的班次报告为不符合 EVV 规定的项目并进行跟踪。如果您
的手机在上班期间没电，依然会继续记录工时，直至您下班打卡
为止。您必须在之后手动输入正确的下班时间。对于手动输入项
目，请记住提交工时单的常规截止日期，以免延迟付款。

使用该系统是否需要我付出成本？ 
不需要。使用 EVV 系统或 Time4Care™ 应用程序无需任何费用。 

Time4Care™ 消耗多少智能手机数据流量？ 
如果手机连接到 WIFI，该应用不会消耗任何套餐数据流量。如果
手机未连接到 WIFI，且连接到您的服务网络，数据使用量也极少，
仅相当于通常查看网页所需的数据使用量。

如果忘记打开手机定位服务，会怎样？我还可以进行上/
下班打卡吗？ 
如果定位服务未打开，您将无法进行上下班打卡。您会收到一条
通知您打开此项目定位服务的消息。收到消息后，请在设备设置
中打开定位服务。然后，您便可以在该应用中进行上下班打卡。 

我是否可以在上班期间关闭定位服务，在下班打卡前再
重新打开？ 
是。只要在上下班打卡时打开定位服务，系统就会记录您的班次
数据符合 EVV 要求。 

我的个人数据在该应用程序中安全吗？ 
安全。我们非常重视您的数据安全性。您的数据始终采用最高通
信安全标准 256 位 AES 算法发送。我们绝不与第三方共享您的
信息。 

我的平板电脑支持 Wi-Fi，但不支持手机服务。我能否在
上面使用 Time4Care™ 应用程序？ 
如果平板电脑启用了 GPS，则可以使用 Time4Care™ 应用程序
来打卡上下班。 

我能否使用门户网站来打卡上下班？ 
电子访问验证 (EVV) 需要使用配备 GPS 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
采用 Time4Care™ 应用程序进行上下班打卡。要求个人服务提
供者在 2020 年 12 月 16 日之后下载和使用 Time4Care™ 应用
程序。

如有需要，可破例使用客户座机的呼叫系统来验证服务。请访问
培训页面，查找“IVR 快速参考传单，位于 EVV 培训下面。 

可以手动将轮班班次记录为过往班次。不过，这仅适用于例外情
况。DSHS 会将手动输入的班次报告为不符合 EVV 规定的项目并
进行跟踪。对于手动输入项目，请记住提交工时单的常规截止日
期，以免延迟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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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在哪里了解更多信息？ 
说明和培训视频位于 WA IPOne 网站上，网址：https://www.publicpartnerships.com/programs/
washington/individual-providerone-ipone/training/#content - 单击“Training”（培训）部分。

教学视频位于：www.publicpartnerships.com

如果大多数时候都在使用座机，那么能否在白天外出赴
约时使用此应用程序？ 
我们认识到，轮班期间，服务提供者和客户可能会去到社区的
不同地方。即使去到不同的位置，个人服务提供者也应该使用 
Time4Care™ 应用程序来打卡上下班。不应该主要使用座机输入 
EVV 来提交工作时间。在您的设备上安装该应用程序后，您将不
再需要用座机来提交轮班班次。

如果服务提供者打卡上班时不知道提供什么服务，或者
如果他们在一个班次中完成一个服务代码的部分工作，
然后切换到了第二个服务代码，该怎么办？ 
在 Time4Care™ 应用程序上启动轮班需要您确定提供的服务，
即“个人护理服务 - T1019”。如果服务提供者获授权提供多种服
务，则应在轮班开始前咨询客户，以确定要提供哪些服务。如果在
一个轮班班次期间要提供两种不同的服务（即 T1019 下的个人
护理服务和 T1005 下的临时护理服务），您需要打卡下班，然后
在另一个服务代码下打卡上班。 

如果看护者班次重叠怎么办？ 
虽然服务提供者一次只能为一位客户服务，但一位客户可能
偶尔会同时安排多名个人服务提供者。每个服务提供者将在 
Time4Care™ 应用程序中输入其轮班班次。

如果我的班次是上午 10:00 到下午 4:00，我在早上 9:50 
打卡上班，或在下午 4:10 打卡下班会怎么样？ 
使用 Time4Care™ 应用程序程序在开始工作时打卡上班，结束
工作时打卡下班。无需严格按照计划班次准确到分钟。请务必与
客户和/或客户的个案经理就工作日程进行沟通。同样，系统不要
求您在完全准确的时间打卡上班或下班。Time4Care™ 应用程序
将记录您轮班工作的总分钟数，并根据您当前的授权和 DSHS 计
划规则处理您的付款。 

请注意，如果超过 Time4Care™ 应用程序中的排定轮班时间，
则超出的时间将计入您的总授权时长中。例如，如果您原定从
上午 10:00 到下午 4:00 工作 6 小时，但直到下午 4:10 才到 
Time4Care™ 应用程序上打卡下班，那么您的授权时长为 6 小时 
10 分钟。您仍然需要负责管理您的时间。您的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授权时间和周工作时间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