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指南专为消费者、消费
者-雇主代表、家庭护工和
个人护理人员提供。该指
南包含以下信息：
•	如何使用全新的计时系统，	
	 	即俄勒冈州供应商时间	
	 	捕获直接护理创新  
  (Oregon Provider Time Capture 
  Direct Care Innovations,  
  OR PTC DCI)，以及 

•	您需要帮助时的联系人。

辅助 
指南

供应商时间捕获 



•	OR PTC DCI 的全称为俄勒冈州供
应商时间捕获直接护理创新。这
是一个电子系统，将取代用于获
取居家服务的纸质票券。	

•	作为『21 世纪治愈法案』	(21st 
Century Cures Act) 的一部分，联
邦政府要求，在提供个人护理服
务时，需以电子方式搜集某些信
息。这项要求称为电子访问验证	
(Electronic Visit Verification, EVV)。 

•	OR PTC DCI 搜集以下信息以满足
联邦政府的规定：	
• 服务种类 
• 接受服务的消费者 
• 服务供应商 
• 服务日期 
• 服务地点，以及 
• 服务起止时间 

•	有许多不同的 OR PTC DCI 选项可
供选择，用于记录工作用时。供
应商和消费者应携手合作，找到
最适合他们的方法。如果需要，
您也可以同时采用多种方法。	

概览

概览

常见问题

需要帮助吗？

 OR PTC DCI 电子定时器

 OR PTC DCI 固定电话

 OR PTC DCI 移动应用程序和 
 OR PTC DCI 门户网站

登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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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每种计时选项的简要说明：

这款免费的移动应用程序是
最受拥有 Android 或 Apple  
智能设备的供应商欢迎的选
项。供应商可以利用这款应
用程序进行上下班打卡、查
看时数和做记录。	

这款移动应用程序无需消费
者进行任何操作。但是，如果
有需要，他们可以在应用程
序中或通过门户网站使用个
人身份标识符 (PIN) 、密码或
电子签名进行签退。这款移
动应用程序适用于残障人
士，并且有英语、西班牙语、
俄语、简体中文、越南语、阿
拉伯语和索马里语的版本。	

这款移动应用程序具备脱机
模式功能，供应商可在不接
入互联网的情况下进行上下
班打卡。供应商可在没有蜂
窝数据或	WiFi 连接的情况
下，最多连续 5 天创建多达 
10 个条目。

在 Apple App Store 或 Android 
装置的 Google Play 上搜索  
OR PTC DCI。 

这对于无法连接互联网，	
但有固定电话的消费者来
说，是个理想的选项。供应	
商利用消费者的固定电话，
根据电话提示输入时间。	
可用于实时录入或输入前	
几天的时间。	

备注：要使用该选项，	
消费者的固定电话号码必	
须与	ODHS/OHA 为该消费	
者备案的固定电话号码	
相匹配。

OR PTC DCI 固定电话号码： 

•	英语和西班牙语： 
 844-856-9560

•	英语和越南语： 
 833-640-1295

•	英语和俄语： 
 844-334-7318

•	英语和国语： 
 844-331-0241

•	英语和阿拉伯语： 
 844-311-4160

如果消费者没有固定电话，
也没有人使用智能设备，则
供应商可使用电子定时器来
追踪时间。电子定时器是一
个小型装置，应始终存放在
消费者家中，即提供服务的
场所。	

电子定时器会在每个轮班
工作人员工作开始和结束
时生成	6 位数的代码，称为「
代号」。供应商每天会在	OR 
PTC DCI 电子定时器出勤卡
上记录这些代码，并在每个
付款期结束前将它们输入到	
OR PTC DCI 门户网站 https://
orptc.dcisoftware.com/。消费
者无需进行任何操作。

OR PTC DCI  
移动应用程序

OR PTC DCI  
固定电话

OR PTC DCI  
电子定时器

了解更多关于如何使用
每种	OR PTC DCI 选项的信
息，请参阅您的培训和指
导材料。您也可以访问「学
习材料」部分下列明的网
址	PTC.Oregon.gov，获取更
多关于各种	OR PTC DCI 选
项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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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 OR PTC DCI

针对消费者-雇主代表
•	您必须被消费者选择。

• 您必须完成所有消费	
	 者-雇主代表职责所需的文	
	 书工作。

• 如果完成了以上这些事项，	
	 您的	OR PTC DCI	账户即	
	 创建完毕。

针对供应商
•	您必须完成规定的家庭护
工或个人护理人员培训。

•	必须有一个消费者选择	
您为其提供服务。

• 消费者的个案经理必须制
定服务计划并提供任务	
列表。

• 果完成了以上三个事项，您
的 OR PTC DCI 账户即创建
完毕。

• 如果您当前没有为任何消
费者服务，则当您获准为
特定个人服务时，将为您
创建一个 OR PTC DCI 账户。

针对消费者
•	您必须获准接受居家	
	 服务。
• 您的个案经理必须制定您	
	 的服务计划。
• 您必须选择一个或多个供	
	 应商。
•	如果完成了以上三个事	
	 项，您的	OR PTC DCI 账户即	
	 创建完毕。
• 如果您要使用移动应用程	
	 序或门户网站用于可选的	
	 签退，您必须拥有一个已	
	 备案的有效电邮地址。

在登录	OR PTC DCI 之前，	
须完成以下事项：

请访问 PTC.Oregon.gov 
获取培训材料、参考指南
和其他有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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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信息：

用户名：名.姓 
（示例：john.smith）
您的用户名通常为您的名加上您的姓。	
如果与其他用户的名字相同，则一些用户
名会略有不同。如果您需要确认您的用户
名，请联系您当地的办事处。	

临时密码： ORptc2021!
请在首次登录时使用这个临时密码，然后
将密码改为您自选的安全密码。在更改密
码时，请谨记以下密码规则。您的密码：	

必须包含至少	10 个字符

必须包含一个大写字母、一个小写	
字母、一个数字和一个特殊字符 

不能有多于两个的连续重复字符

与用户名字符相同的字符不能多于两个 

示例：如果您的用户名为 john.smith，	
则 JSmith175qw4! 不能用作密码，因为其	
包含了至少连续 3 个用户名中的字符。

您必须每隔 60 天更改一次您的密码，并且
不能使用您过去使用的 24 个密码。 

临时 PIN
会向每个用户分配一个	PIN ，该 PIN 为用
户电话号码的后	4 位数。如果没有备案的
电话号码，则默认 PIN 为 0000。 PIN	用于
在移动应用程序或固定电话上登录或准
时签退。

•	消费者：请确保正确的固话号码已在	
ODHS/OHA 备案。如果您的号码已备案，	
且您的	OR PTC DCI 资料已创建，则您无需
再进行任何关于固话选项的其他操作。	

•	如果您遇到问题或需要帮助，请务必使用
您已在	ODHS/OHA	备案的固定电话号码。 

•	如果您的问题持续存在，请致电  
1-855-565-0155 联系 DCI 咨询台，或发送电
邮至	ORPTCSupport@dcisoftware.com。

您可在收到本指南时登录 OR PTC DCI ，但只有在 9 
月 12 日后才能创建时间条目。如果您在 9 月 12	日
之前创建时间条目，您将收到错误提示。	

OR PTC DCI 移动应用程序 
和 OR PTC DCI 门户网站

OR PTC DCI 固定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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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向有电子定时器需求的消费者邮寄一
个电子定时器。收到电子定时器后，请将
电子定时器妥善保存在消费者接受服务
的场所的安全位置。供应商应能在工作
开始和结束时轻易地拿到电子定时器。
消费者无需进行任何其他操作。

•	供应商应确保其携带用于记录代号和轮
班信息的电子定时器出勤卡。电子定时
器出勤卡可从	PTC.Oregon.gov 上获取，有
各种语言的版本。印刷版可从当地办事
处获取。	

•	如果您没有智能设备或固定电话，且没
有收到电子定时器，请发送电邮至		
PTC.Support@dhsoha.state.or.us 或联系您当
地的办事处。	

• 如果您收到了无法使用或故障的电子定
时器，请联系	PTC 援助团队或您当地的
办事处。

OR PTC DCI 电子定时器

登录信息（续）: 需要帮助吗？

DCI 咨询台 
致电 1-855-565-0155 或发送电邮至  
ORPTCSupport@dcisoftware.com 
	获取以下方面的帮助： 
• 基本的系统导航 
• 登录，以及 
• 系统错误（页面卡死、 
 服务器错误等）。

供应商时间捕获支持 
发送电邮至  
PTC.Support@dhsoha.state.or.us  
或联系您当地的办事处获取帮助： 
• 如果您是 OR PTC DCI 的新用户，或 
• 您的电子定时器丢失、损坏或故障，	
	 或您需要一个新的电子定时器。

对个人护理人员的支持 
对于个人护理人员及符合条件的消费者，
请使用上述联系方式获取一般性援助。 
如果您是需要	OR PTC DCI 入门帮助的新
用户、想确认您的用户名，或有付款相关
的问题，请致电 503-945-9708 或发送电邮
至	PC.20@dhsoha.state.or.us。 
如果您有关于授权工时、例外状况、	
服务计划或任务的问题，请致电  
888-416-3184 或发送电邮至 
ORBHSupport@comagine.org  
联系 Coma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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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改革有例外情况吗？我能否继续
使用纸质票券？ 
否。联邦政府规定，一旦俄勒冈州改用		
OR PTC DCI 后，纸质票券将不再用于当前或
未来的付款期。

如果我需要帮助来决定最适合我的 
OR PTC DCI 选项，该怎么办？
首先联系消费者或供应商的个案经理。告知
他们您能使用的技术，他们会帮助您确定能
够满足您需求的	OR PTC DCI 选项。您也可以
在 PTC.Oregon.gov 上寻找资源来帮助您做	
决定。

OR PTC DCI 具备哪些语言的版本和 
什么可得性特征？
OR PTC DCI 遵循联邦政府的可得性标准，可
搭配屏幕阅读器使用。它有英语、西班牙语、
俄语、简体中文、越南语、阿拉伯语和索马里
语的版本。其他语种将于 2022	年添加。
培训材料和	OR PTC DCI 电子定时器出勤卡有
英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波斯语、高棉语、
韩语、老挝语、尼泊尔语、罗马尼亚语、俄语、
简体中文、索马里语、西班牙语、繁体中文和
越南语的版本。

如果供应商超过了 OR PTC DCI 的授
权工时，会发生什么？
如果因超过授权工时而导致时间录入失败， 
OR PTC DCI 将通知供应商。如果当地办事处
的工作人员发现供应商录入的时间超过了
授权工时，他们将依照常规程序更正时间。
如果相差不超过	15 分钟，当地办事处将通
知供应商确定录入的时间。

在 OR PTC DCI 中，多个供应商是否可
以同时打卡为同一个消费者提供服
务？
是的，可以。

使用纸质票券时，供应商可在其背面
记录已执行的任务。OR PTC DCI 能够
这样吗？ 
是的，供应商可使用	OR PTC DCI 做记录。	
个案经理会在	OR PTC DCI 内看到这些记录。

常见问题 (FAQ)
以下是供应商和消费者常问的
问题。了解最新的常见问题， 
请访问 PTC.Oregon.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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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获取该文件的其他语言、大字体、 
盲文或您优选格式的版本。请联系  
PTCProject.Info@dhsoha.state.or.us。 
您也可致电您当地的老年人区域代理机
构 (Area Agency on Aging, AAA) 或老年
人和残障人士 (Aging and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PD) 办公室并要求与准备教
练通话。我们接受所有中继来电，您也可拨
打 711。

MSC 2648B (08/2021) Simplified Chinese

Oregon 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s 
Aging and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PTC Project  
500 Summer St NE, E-02 
Salem OR 97301-1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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