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gincare Homecare Service, Inc, HBA CNT homecare  
 
 
 
亲爱的护理员：（  ）   打钟号码（  ） 
 你好护理员， 谢谢您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 
我们表示很感谢能与你合作。这一次美国政府决定要求更换新形式让护理员更加的方便

去交工作表。以后护理员都需要打电话来打钟这种新方法来解决大家的困扰以方便大家

以后不用交工作表来麻烦大家。我们表示歉意如果护理员您是不喜欢这种方式去打钟但

是这是美国政府决定的，还请大家遵守和学会如何怎么去用手机去打钟。 
 

如何去用手机去打钟？ 
                                        第一步 

 

 
1. 这张 ID 上面是我们公司的名字 。请大家查看一下，不要用错别的护理公司的卡。 
2. Last Name，First Name 意思是 您的姓和你的名 请对准一下你的名字。  
3. 在名字下面有 6 位数字（打钟号码）， 请确认一下。 
4. PCA （有牌护理）             

如果您的护理证是有任何的错误或者需要更改的地方， 请拨打我们热线电话  （646）-
565-1960  或者发电子邮箱 Kai.chen@candthomecare.com 
给我们工作人员，我们会尽快回复你们。 
5.如果护理员是没有 ID 卡，请发一张清晰的大头贴和你的全名发信息给我们。 
打钟程序上班 

1. 首先请拨打 1（866）-406-8469 
2. 在按 1 号键。 
3. 输入你的打钟 6 位数字号码 
4. 请挂掉电话直接上班 
5. 请注意，上班迟到 15 分钟之后是打不进去的。 请护理员们注意准时打钟。 

 
 
 
 

  打钟程序下班 



1. 首先请拨打 1（866）-406-8469 
2. 在按 2 号键。 

3. 在输入您的打钟 6 位数字 
4. 请输入你今天做过的 6 件工作项目 （如下图列） 
5. 然后挂电话完成您今天的工作 

 
  
 
浴缸洗澡（100）    病人营养餐（201） 

淋浴洗澡（101）    早餐 （202） 
床上洗澡（102）    午餐 （203） 
以上都需要（103）晚餐 （204） 
刷牙（106）             零食 （205） 
梳头发 （107）        喂食 （206） 
洗头（108）              移动（300） 
刮胡子（109）  帮老人家走路（301） 
指甲（110）   用特别工具走路 
（302） 
穿衣服（111） 在家运动 （305） 
皮肤护理（112） 恢复运动（306） 
双脚护理（113）帮病人翻身（311） 
厕所尿片（114）帮拿手提包 （409） 
厕所凳子（115）结肠造口护理（410） 
便盆 （116）     提醒吃药 （411） 

厕所（117）      换床单（500） 

 

帮病人买东西 （506） 

帮病人洗衣服（501） 

家务 （502） 

 

和病人去看医生（508） 

看管病人安全（511） 
 

TASKS 
PERSONAL CARE  
Bath （洗澡方

面）–                           
 

� Tub (100)  
� Shower (101) 
� Bed (102) 

Patient requires total care – (103)  
Mouth Care/Denture Care – (106) 
Hair Care – 

 
� Comb (107) 
� Shampoo (108) 

Grooming 
 
� Shave (109) 
� Nails (110) 

Dressing – (111)  
Skin Care – (112) 
Foot Care – (113) 
Toileting – 

 
� Diaper (114) 
� Commode (115)  
� Bedpan/ Urinal (116) 
� Toilet (117) 

NUTRITION 
Patient is on a prescribed nutrition – (201) 
Prepare – 

 
� Breakfast (202) 
� Lunch (203) 
� Dinner (204) 
� Snack (205) 

Assist with feeding – (206) 
ACTIVITIES 
Transferring – (300) 
Ambulation – 

 
� Assist with walking (301) 
� Assist patient to walk with assistive device (302) 

Assist with home exercise program – (305) 
Range of Motion Exercise – (306) 
Turning and positioning Q2 hours – (311) 
HOUSEKEEPING 
Empty foley bag – (409) 
Assist with ostomy care – (410) 
Remind to take medication – (411) 
Change bed linen – (500) 
Patient Laundry – (501) 
Light Housekeeping – (502) 
Do patient shopping and errands – (506) 
SPECIAL NEEDS 
Accompany patient to medical appointment – (508) 
Monitor patient safety – (5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