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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EVVEVVEVVEVV”？

电子访问验证 —— 或 EVVEVVEVVEVV —— 是称为《《《《21212121世纪治愈世纪治愈世纪治愈世纪治愈
法案法案法案法案》》》》的联邦法案的一部分

EVV 需要

 实时验证实时验证实时验证实时验证所有 Medicaid 资助的看顾人护理服务

 涉及提供者的居家护理

 在个人接受服务时接受服务时接受服务时接受服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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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V 跟踪哪些信息？

《《《《21 21 21 21 世纪治愈法案》》》》规定，EVV 系统必须在服务发生时在服务发生时在服务发生时在服务发生时获取以下

信息：

 接受服务的个人个人个人个人

 所提供服务的类型类型类型类型

 接受服务的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服务起止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服务提供者提供者提供者提供者

 服务地点地点地点地点

eXPRS 已获升级可获取所有所有所有所有上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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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服务是 EVV 的一部分？

个人所接受的所有所有所有所有看顾人护理服务均需要 EVV，

例如：

 OR526OR526OR526OR526 —— 看顾人护理

 OR526/ZEOR526/ZEOR526/ZEOR526/ZE —— 看顾人护理 2:1 人员

 OR507OR507OR507OR507 —— 日常救济护理

 OR502OR502OR502OR502 —— 州计划私人护理

其他私人护理工作者服务无需无需无需无需 EVV，例如：

⊗ OR004OR004OR004OR004 —— 里程运输

⊗ OR401OR401OR401OR401 —— 就业辅导就业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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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EVV 对于私人护理工作者来说有什么改变？

私人护理工作者可能需要知道一些新术语：

 eXPRS DesktopeXPRS DesktopeXPRS DesktopeXPRS Desktop（eXPRS 桌面）= 常规 eXPRS 网站

 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VV EVV EVV EVV = 当在移动设备上使用时的 eXPRS。

� 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VVEVVEVVEVV 并非您在设备上下载的‘‘‘‘appappappapp’ 。

 Service DeliveredService DeliveredService DeliveredService Delivered（已交付服务）或 SDSDSDSD = 就私人护理工作的日数／时

间在 eXPRS 中输入的“工时表”计费数据。

 Case Management EntityCase Management EntityCase Management EntityCase Management Entity（病例管理实体）或 CMECMECMECME = 用于描述 CDDP、

经纪公司或 CIIS 计划的术语；以上均为病例管理实体 (CMECMECMEC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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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EVV 对于私人护理工作者来说有什么改变？

使用 EVV 将使私人护理工作者为其工时计费的方式

发生改变，令计费变得更方便。

 私人护理工作者将使用移动设备（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在在在在其为

个人工作及轮班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及结束结束结束结束时记录其工时。

 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VVEVVEVVEVV将在 eXPRS 中自动及立即为私人护理工作

者创建及保存草拟草拟草拟草拟 SD 计费条目。

 私人护理工作者无需于工资单时间将其看顾人护理服务的工时手动
输入 eXP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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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EVV 对于私人护理工作者来说不会发生

哪些变化？

即使使用 EVVEVVEVVEVV，对于私人护理工作者来说，许

多事情仍然保持不变。

私人护理工作者仍将使用 eXPRS eXPRS eXPRS eXPRS 桌面桌面桌面桌面（常规网站）为非非非非 EVVEVVEVVEVV

服务（里程及就业指导）创建／提交其 SD 计费。

 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VV EVV EVV EVV 将自 7777 月月月月 16161616日起及今后日起及今后日起及今后日起及今后用于所有私人护

理工作者提供的服务／工时。

 于 7 7 7 7 月月月月 16 16 16 16 日之前日之前日之前日之前，工时的计费将以老方式输入 eXPRS eXPRS eXPRS eXPRS 桌面桌面桌面桌面（常

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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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EVV 对于私人护理工作者来说不会发生哪

些变化？

私人护理工作者仍将使用 eXPRS eXPRS eXPRS eXPRS 桌面桌面桌面桌面（常规网站）提交所有所有所有所有
SD 计费及打印工时表以供签字。

 SD 计费提交及工时表处理流程保持不变保持不变保持不变保持不变。

 私人护理工作者仍然必须打印纸质工时表，以便您的雇主审阅和签署

 私人护理工作者必须将那些已签署的工时表交给授权 CMECMECMECME

私人护理工作者将继续收到来 FMAS 工资单供应商 ——

Public Partnerships, LLCPublic Partnerships, LLCPublic Partnerships, LLCPublic Partnerships, LLC (PPL)的工资支票／直接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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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EVV需要知道的重要事项
 以下设备的定位服务定位服务定位服务定位服务必须设置为ONONONON（开启）：

 您正在使用的移动设备移动设备移动设备移动设备；及及及及

 您用于登录 eXPRS 的互联网浏览器应用程序互联网浏览器应用程序互联网浏览器应用程序互联网浏览器应用程序（Chrome、Safari、

Firefox等）

 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VVEVVEVVEVV 将仅仅仅仅显示私人护理工作者的服务及个人授权，而该

等服务及个人于您到达工作的同一天处于激活激活激活激活****状态。

� ****激活激活激活激活是指：

 CME 已将授权放在 eXPRS 网站上，

 系统已接受已接受已接受已接受并并并并 is 安排私人护理工作者去工作并收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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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EVV需要知道的重要事项

帮助提示：帮助提示：帮助提示：帮助提示：

在您到达工作之前在您到达工作之前在您到达工作之前在您到达工作之前，登录eXPRS eXPRS eXPRS eXPRS 桌面桌面桌面桌面并验证您对计划工作

的服务和个人具有激活授权。

�最佳实践最佳实践最佳实践最佳实践 ———————— 在计划工作前几天在计划工作前几天在计划工作前几天在计划工作前几天检查授权是否处于激活
状态，以便在轮班开始前有时间解决授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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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EVV需要知道的重要事项
 检查您的激活授权，在eXPRS eXPRS eXPRS eXPRS 桌面桌面桌面桌面（常规 eXPRS 网站）上的 SD 计费页面中找到

它们。

 确认服务的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及结束日期结束日期结束日期结束日期，因为这是您被授权为该个人／服务工作的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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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V 是如何工作的？

私人护理工作者将使用其移动设备

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来追踪记录其工时……

……………………在您在您在您在您

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和和和和结束结束结束结束工作时工作时工作时工作时

使用互联网浏览器（例如Safari, Edge、Chrome等）

登录到 eXPRS。

� EVV 并非并非并非并非 您下载的您下载的您下载的您下载的一个‘appappapp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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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V 是如何工作的？

在浏览器中，输入 eXPRS 网站地址：

https://apps.state.or.us/exprsWeb/https://apps.state.or.us/exprsWeb/https://apps.state.or.us/exprsWeb/https://apps.state.or.us/exprsWeb/

专业提示专业提示专业提示专业提示：将 eXPRS 网站保存在

您的书签或收藏夹内，以便您下次

需要使用 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VVEVVEVVEVV 时快速时快速时快速时快速

选择该网站。选择该网站。选择该网站。选择该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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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V 是如何工作的？

开始轮班开始轮班开始轮班开始轮班

在您的移动设备上打开 eXPRS 

网站后，输入您为 eXPRS 分配

的相同登录名登录名登录名登录名和密码密码密码密码。

按下SUBMITSUBMITSUBMITSUBMIT（提交）以便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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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V 是如何工作的？

开始轮班开始轮班开始轮班开始轮班

您每次登录 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VVEVVEVVEVV 都将

看到重要消息。

例如例如例如例如：

 您的私人护理工作者凭证的到期日（示例示例示例示例 AAAA），

 您的一个或以上授权的到期通知 （示例示例示例示例 BBBB）

按下按下按下按下AcknowledgeAcknowledgeAcknowledgeAcknowledge （确认）按钮以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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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V 是如何工作的？

开始轮班开始轮班开始轮班开始轮班

登录后登录后登录后登录后…… …… …… …… 

�步骤一：步骤一：步骤一：步骤一：选择您即将开始工作的

SERVICESERVICESERVICESERVICE（服务）。

请牢记请牢记请牢记请牢记…… …… …… …… 
只有只有只有只有在您的工作日已激活的授权激活的授权激活的授权激活的授权将在
此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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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V 是如何工作的？

开始轮班开始轮班开始轮班开始轮班

按下您即将开始轮班工作的按下您即将开始轮班工作的按下您即将开始轮班工作的按下您即将开始轮班工作的服务服务服务服务。

选择时，已选定的服务按钮将变暗变暗变暗变暗。

您一次只能选择一个服务您一次只能选择一个服务您一次只能选择一个服务您一次只能选择一个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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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V 是如何工作的？

开始轮班开始轮班开始轮班开始轮班

选择好您将提供的服务服务服务服务后，

按下按下按下按下绿色的ContinueContinueContinueContinue（继续）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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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V 是如何工作的？

开始轮班开始轮班开始轮班开始轮班

�第二步：第二步：第二步：第二步：选择您将开始为其服务

工作的 个人个人个人个人。

请牢记请牢记请牢记请牢记…… …… …… …… 
您只能只能只能只能查看对您将要提供的服务具有
激活授权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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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V 是如何工作的？

开始轮班开始轮班开始轮班开始轮班

按下按下按下按下个人个人个人个人姓名开始轮班工作，以提供

选定的服务。

 如果您就该服务为一名以上的个人工
作，按下工作组中的所有按下工作组中的所有按下工作组中的所有按下工作组中的所有接受服务的
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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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V 是如何工作的？

开始轮班开始轮班开始轮班开始轮班

您已按下个人姓名后，姓名按钮将变变变变

暗暗暗暗。

按下按下按下按下绿色 ContinueContinueContinueContinue（继续）按钮，移

动到一个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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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V 是如何工作的？

开始轮班开始轮班开始轮班开始轮班

�第三步第三步第三步第三步：就您即将开始的轮班确认

服务及个人。

按下按下按下按下绿色的 BEGIN WORK BEGIN WORK BEGIN WORK BEGIN WORK （开始工

作）按钮以在 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VVEVVEVVEVV 中

开始轮班。

22



EVV 是如何工作的？

开始轮班开始轮班开始轮班开始轮班

�第四步第四步第四步第四步：如果您的设备要求如果您的设备要求如果您的设备要求如果您的设备要求，点击

OKOKOKOK 以确认您开始工作的地点地点地点地点。

您的设备您的设备您的设备您的设备及浏览器的浏览器的浏览器的浏览器的

定位服务必须被必须被必须被必须被打开。

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VVEVVEVVEVV仅在您开始及结束仅在您开始及结束仅在您开始及结束仅在您开始及结束轮班时

获取您所在地点

的“实时”“实时”“实时”“实时”快照。

这是联邦法律对这是联邦法律对这是联邦法律对这是联邦法律对 EVV EVV EVV EVV 的要求的要求的要求的要求。。。。

EVV EVV EVV EVV 在您轮班期间或之后在您轮班期间或之后在您轮班期间或之后在您轮班期间或之后不会不会不会不会持续跟踪持续跟踪持续跟踪持续跟踪

您所去的地点。您所去的地点。您所去的地点。您所去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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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V 是如何工作的？

开始轮班开始轮班开始轮班开始轮班

如果您的设备和Web浏览器没有正确

的设置，您将收到来自eXPRS的错误

消息。

更正您的位置设置，然后返回并继续

“计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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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V 是如何工作的？

开始轮班开始轮班开始轮班开始轮班

当您成功启动Shift（又名：“时钟

输入”）后，eXPRS将使用一个大的

绿色复选标记来确认。

点按返回仪表板 - Return to 
Dash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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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V 是如何工作的？

开始轮班开始轮班开始轮班开始轮班

您开始轮班后，，，，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VVEVVEVVEVV

会将您引导至‘仪表板仪表板仪表板仪表板’屏幕。

仪表板仪表板仪表板仪表板将显示：

您服务的是谁谁谁谁，

您正在提供的服务服务服务服务，及

为该个人轮班的开始时间开始时间开始时间开始时间和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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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V 是如何工作的？

开始轮班开始轮班开始轮班开始轮班

您的 EVV 轮班开始后，您可登出

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VVEVVEVVEVV。。。。

按下屏幕右上角的按下屏幕右上角的按下屏幕右上角的按下屏幕右上角的三根横线代表的

菜单图标菜单图标菜单图标菜单图标，以激活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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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V 是如何工作的？

开始轮班开始轮班开始轮班开始轮班

按下按下按下按下LogoutLogoutLogoutLogout（登出）以登出 eXPRS eXPRS eXPRS eXPRS 

MobileMobileMobileMobile----EVVEVVEVVEVV。。。。

您的轮班将在 eXPRS 网站上继续进行。

进行轮班时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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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V 是如何工作的？

结束轮班结束轮班结束轮班结束轮班

当您完成您的轮班时，再次使用您的

移动设备结束您的轮班 （“打卡下班”）。

打开您的互联网浏览器并进入 eXPRS 

网站，和您在轮班开始时所做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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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V 是如何工作的？

结束轮班结束轮班结束轮班结束轮班

输入您的常规 eXPRS 登录名登录名登录名登录名及密码密码密码密码。

按下按下按下按下SUBMITSUBMITSUBMITSUBMIT（提交）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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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V 是如何工作的？

开始轮班开始轮班开始轮班开始轮班

您将再一次看到重要消息。

例如例如例如例如：
 您的私人护理工作者凭证的到期日（示例示例示例示例 AAAA），

 您的一个或以上授权的到期通知 （示例示例示例示例 BBBB）

按下按下按下按下AcknowledgeAcknowledgeAcknowledgeAcknowledge （确认）按钮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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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V 是如何工作的？

结束轮班结束轮班结束轮班结束轮班

您成功登录后，您将看到您的‘仪仪仪仪

表板’表板’表板’表板’，上面有您正在进行的未结

束轮班信息。

�第一步第一步第一步第一步：按下按下按下按下红色的 END WORKEND WORKEND WORKEND WORK

（结束工作）按钮以结束轮班结束轮班结束轮班结束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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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V 是如何工作的？

结束轮班结束轮班结束轮班结束轮班

�第二步第二步第二步第二步：按下按下按下按下姓名以选择个人个人个人个人以

结束轮班。结束轮班。结束轮班。结束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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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V 是如何工作的？

结束轮班结束轮班结束轮班结束轮班

选定的个人姓名将变暗变暗变暗变暗。

按下按下按下按下绿色 ContinueContinueContinueContinue（继续）按钮以

移动到下一个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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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V 是如何工作的？

结束轮班结束轮班结束轮班结束轮班

确认屏幕将显示您即将结束轮班结束轮班结束轮班结束轮班的

选定个人个人个人个人和服务服务服务服务。

�第三步第三步第三步第三步：按下按下按下按下屏幕底端的绿色

YESYESYESYES（是）按钮以结束结束结束结束您的轮班

并“打卡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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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V 是如何工作的？

结束轮班结束轮班结束轮班结束轮班

36

�第四步第四步第四步第四步：再一次重申，如果您的设如果您的设如果您的设如果您的设
备要求备要求备要求备要求，点击 OKOKOKOK（确定）以确认您

结束工作时所在的地点地点地点地点。

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VVEVVEVVEVV仅在您开始及结束仅在您开始及结束仅在您开始及结束仅在您开始及结束轮班时

获取您所在地点

的“实时”“实时”“实时”“实时”快照。

这是联邦法律对这是联邦法律对这是联邦法律对这是联邦法律对 EVV EVV EVV EVV 的要求的要求的要求的要求。。。。

EVV EVV EVV EVV 在您轮班期间或之后在您轮班期间或之后在您轮班期间或之后在您轮班期间或之后不会不会不会不会持续跟踪您持续跟踪您持续跟踪您持续跟踪您

所去的地点。所去的地点。所去的地点。所去的地点。



EVV 是如何工作的？

结束轮班结束轮班结束轮班结束轮班

当您成功完成Shift（又名：“clocked 

out”）后，eXPRS将使用一个大的绿

色复选标记来确认。

点按“完成”- Do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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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V 是如何工作的？

结束轮班结束轮班结束轮班结束轮班

您的轮班现在已经结束结束结束结束，且草拟草拟草拟草拟 SD 

计费信息已自动保存在 eXPRS eXPRS eXPRS eXPRS 桌面桌面桌面桌面

网站上。

您现在可选择一项服务

开始新的轮班开始新的轮班开始新的轮班开始新的轮班，

或或或或……………………

登出登出登出登出 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VVEVVEVVE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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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V 是如何工作的？

更正、更改及更新更正、更改及更新更正、更改及更新更正、更改及更新

 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VV EVV EVV EVV 创建的 SD 计费条目在 eXPRS eXPRS eXPRS eXPRS 桌桌桌桌
面面面面网站上被保存为草拟草拟草拟草拟条目。

必要时，私人护理工作者可对 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VVEVVEVVEVV 创

建的 草拟草拟草拟草拟 EVV SD 计费条目进行更正、更改或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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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V 是如何工作的？

更正、更改及更新更正、更改及更新更正、更改及更新更正、更改及更新

如需更正、更改或更新更正、更改或更新更正、更改或更新更正、更改或更新及／或提交提交提交提交您的草拟草拟草拟草拟 EVV SD 计费条目，

登录 eXPRS eXPRS eXPRS eXPRS 桌面桌面桌面桌面（常规 eXPRS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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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V 是如何工作的？

更正、更改及更新更正、更改及更新更正、更改及更新更正、更改及更新

点击Create Service Delivered Entries from Single Service AuthorizationCreate Service Delivered Entries from Single Service AuthorizationCreate Service Delivered Entries from Single Service AuthorizationCreate Service Delivered Entries from Single Service Authorization（创建单

个服务授权的已交付服务条目），以浏览您的授权计费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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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V 是如何工作的？

更正、更改及更新更正、更改及更新更正、更改及更新更正、更改及更新

搜索您的授权后，点击最右侧的绿色 $$$$，打开授权的计费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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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V 是如何工作的？

更正、更改及更新更正、更改及更新更正、更改及更新更正、更改及更新

在计费页面，您将看到您的 EVV SD 计费 + 变更理由下拉变更理由下拉变更理由下拉变更理由下拉菜单。SD 计费将处于

draftdraftdraftdraft（草拟）状态，而日期无法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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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V 是如何工作的？

更正、更改及更新更正、更改及更新更正、更改及更新更正、更改及更新

提交前可更改或更新草拟草拟草拟草拟 EVV SD 计费并保存。请确保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一项

变更理由变更理由变更理由变更理由以解释您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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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V 是如何工作的？

更正、更改及更新更正、更改及更新更正、更改及更新更正、更改及更新

必要时，亦可手动输入 EVV 服务的 SD 计费。再一次重申，请确保从下拉菜单中

选择一项变更理由变更理由变更理由变更理由，以解释您为何需要手动输入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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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V 是如何工作的？

更正、更改及更新更正、更改及更新更正、更改及更新更正、更改及更新

如果您需要手动创建手动创建手动创建手动创建或更改更改更改更改 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VVEVVEVVEVV 保存的 SD 计费条目，请确保从

下列菜单中选择一项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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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V 是如何工作的？

工时表工时表工时表工时表

重要须知：重要须知：重要须知：重要须知：

1.1.1.1. 非非非非 EVV EVV EVV EVV 服务服务服务服务的的的的 SD SD SD SD 计费流程计费流程计费流程计费流程没有变化没有变化没有变化没有变化：

■ OR004OR004OR004OR004 —— 里程

■ OR401OR401OR401OR401 —— 就业指导

2.2.2.2. 工时表流程没有变化工时表流程没有变化工时表流程没有变化工时表流程没有变化。

私人护理工作者仍将使用 eXPRS eXPRS eXPRS eXPRS 桌面桌面桌面桌面（常规网站）：

 提交提交提交提交其所有所有所有所有 SD 计费工时条目以获得付款

 打印打印打印打印工时表

 获得雇主在工时单上签字签字签字签字

 将已签署的工时单提交给 CMECMECMEC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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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V 是如何工作的？

工时表工时表工时表工时表

在工资单时间，一如既往选择选择选择选择及提交提交提交提交您的草拟草拟草拟草拟 SD 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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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V 是如何工作的？

工时表工时表工时表工时表

pendingpendingpendingpending（待定）状态的 SD 计费将被打印在工时表上，以供雇主签字并提交给

C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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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V 是如何工作的 ——
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请确保回顾

PSW EVV PSW EVV PSW EVV PSW EVV 引导引导引导引导

常见问题常见问题常见问题常见问题 (FAQ) 

文件里的问题和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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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V 资源和帮助指南

以下是分步骤帮助指南，以帮助您

使用 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XPRS Mobile----EVVEVVEVVEVV。

 EVV 的信息概述

 EVV 登录和导航

 如何开始轮班

 如何结束轮班

 如何添加轮班（团体服务）

 如何更正 EVV 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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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VV 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如果您对 EVV 实施有其他问题，

请用电子邮件将问题发送至：

ODDS.EVV@state.ODDS.EVV@state.ODDS.EVV@state.ODDS.EVV@state.或或或或.us.us.u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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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感谢您感谢您感谢您

今天加入我们！今天加入我们！今天加入我们！今天加入我们！

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