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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居家照护服务助理核对表 
Certified Home Care Aide Checklist 
 
 
 

居家照护服务机构、成人之家和生活辅助寄宿机构 

法律要求： 

您必须在您雇佣日期的 120 天内完成 75 小时的培训（包括 5 小时的入职和安全培训），然后在雇佣的 200 天内成为认证

居家照护服务助理。如果没有满足这些最后期限要求，则无法继续获得付款。使用以下要求的时间表和核对表来满足最后

期限。 
 

A - 与您的雇主一同完成来成为居家照护服务助理 
 行动 提醒 

 

第 1 步 
在约定的时间完成背景调查授权表。背景调查 - BCCU

网站 

在所有表格上使用相同的姓名。示

例：Jonathan、John 或 Johnny 
 

第 2 步 

您在签约时所获得的指纹预约表上将会生成并填写一

个被称为查询 ID 号或“初始个案代理机构号码”（OCA

号）的追踪号码。保管好此表格并将查询 ID 号/OCA

号写在此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的卫生厅(DOH)申请将需要它。 

 

第 3 步 
立即安排您采集指纹。将预约时间写在此处：
________________ 

在日历上做上记号！  

第 4 步 

 在您提供照护服务之前：完成入职（2 小时）和安全
（3 小时）培训课。您将需要这些课程的培训证书。

查阅下方的“培训”部分来找到获准的讲师。 

这些证书成为您 75 小时培训要求的

一部分。 

120 天的基础培训完成期限从您的

雇佣日算起。 

 

B - 向卫生厅提交认证测验申请 

 行动 提醒 
 

第 1 步 

在雇佣后的 14 天内完成并提交：卫生厅 HCA 申请
包。Prometric Testing 从您的申请中获得信息，从

而让您能够进行书面知识和技能测验。 
 

您需要提供至少一个电子邮件地址来与 DOH 和

Prometric 通信。DOH 规定，DOH 在联络 Prometric

之前会发送所有文档、培训结业通知及付费。 

如果未在 14 天内提交申请，您将很

可能无法在最后期限之前完成测验或

获得认证。 

一旦 DOH 收到您的申请，您会被分配

一个 10 位数的 DOH 凭证号(HM)。 

当通过(360) 236-2700 联络 HCA 认证

协调机构或在 DOH 网站上查找信息

时，请使用此号码。 

 

第 2 步 
 如果您的英文熟练程度有限（LEP，表示您读、写

或说英文的能力有限），您可能有资格额外参加 60 天

的临时认证。 

仅限 LEP：在您的 DOH 申请上标明

您想要参加临时认证。  

第 3 步 

要参加西班牙语、俄语、越南语、韩语、中文、柬埔

寨语、老挝语、萨摩亚语、索马里语、乌克兰语、塔

加路语、阿姆哈拉语或阿拉伯语的 HCA 测验，请在

HCA 测验申请上勾选所需的语言。 
 

如果您需要参加未列出语种的测验，则可申请一名您

语言的单独口译员，方法是完成 Prometric 网站上的测

验便利服务申请包，然后提交到此表格上的地址。 

口译员/便利服务申请可能需要 30

天。 
 

DOH 将在此期间发送一封电子邮

件，而您必须回复确认。 
 

完成培训后，请务必每天查看电子

邮件收件箱和垃圾邮件文件夹中是

否有发自 DOH 和 Prometric 的电子

邮件！ 

 

第 4 步 
将 DOH 申请费和 Prometric 测验费都邮寄给 DOH。 

注意：如果培训是由 Training Partnership 提供并在申

请上标注州支付，切勿提交费用。 

连同您的申请一起发送支票或银行

汇票。  

https://www.dshs.wa.gov/fsa/background-check-central-unit/background-check-central-unit
https://www.dshs.wa.gov/fsa/background-check-central-unit/background-check-central-unit
http://www.doh.wa.gov/LicensesPermitsandCertificates/ProfessionsNewReneworUpdate/HomeCareAide
http://www.doh.wa.gov/LicensesPermitsandCertificates/ProfessionsNewReneworUpdate/HomeCareA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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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报名参加培训 

 行动 提醒  

第 1 步  在雇佣的 14 天内：  

报名参加 70 小时的基础培训课程。   

 

寻找班级/讲师 

 

 

 

第 2 步 
 建议在雇佣后的 60 天内：立即完成 70 小时的基础

培训，确保在您居住的地区及时上课。 

 

确保遵守测验和认证最后期限。 

 

 

 

第 3 步 
完成所需的 75 小时培训后，您将有资格参加居家照护

服务助理(HCA)测验。 
 

 

在日历上标注培训的日期和时间！ 
 
 

 

 

第 4 步 
您将从教习您 75 小时基础培训的最后课程的 DSHS 获

准讲师处获得 75 小时结业证书（DSHS 培训证书）。 

向此讲师出示所有证书。 
 

 

 

D - 通过 PROMETRIC 进行测验 

 行动 提醒  

第 1 步 

通过书面知识和技能测验。将测验日期和地点写在此

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 Prometric 为您提供的第一个测验时间参加测验。 
 

在接近培训结束的时间进行测验可增大通过测验的能

力。查找发送自 

Pbt-admit@Prometric.com 且主题行中含有测验信息、

您的姓名、Prometric ID 号的电子邮件（检查收件箱和

垃圾邮件文件夹）。 

Prometric 只会使用您在 DOH 申请表

上提供的电子邮件地址与您通信。 
 

如果您在完成培训后 14 天内没有收

到 Prometric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测

验日期，请致电 Prometric，电话为

1-800-324-4689。 

 

第 2 步 

如果您未通过测验，请立即重新安排测验时间。立即

向 Prometric 申请重新测验。 
 

您可以对测验的失败部分进行两次测验。 

您必须为每次重新测验付费。 

有关凭证号的信息位于 DOH 网站

上：服务提供者凭证搜索（HM 或

PV）。当您的凭证指示“活动”时，

您便能进行测验了。当 200 天过

后，DOH 网站上不显示“活动”，您

便无法进行测验。 

 

 

机构名称 电话和传真 邮寄地址 电子邮箱 

DOH 
  

 

HCA 认证协调机构 
(360) 236-2700 
  

DOH 客户服务 
(360) 236-4700 
  

 

将申请寄送至：（不要包括费用） 
DOH - Home Care Aide Credentialing  

P.O. Box 1099 
Olympia, WA  98507-1099 

将未随最初申请发送的其他文档寄送至： 
DOH - Home Care Aide Credentialing  

  P.O. Box 47877 
  Olympia, WA  98504-7877 

 

DOH 网站： 

居家照护服务助理 
  
 

Prometric 
  
 

电话号码： 
1-800-324-4689 
下载信息手册（14 种语

言）来帮助解答您的疑

问。 

Prometric 地址： 
Attention:Washington Home Care Aide Program 
7941 Corporate Dr.  
Nottingham, MD 21236 

Prometric 电子邮箱： 
WAHCA@prometric.com 
 

Prometric 网站： 
Prometric 

HCA 快捷链接：这些链接位于同一个位置：www.adsa.dshs.wa.gov/professional/training/links 
 

完成培训后立即
进行测验！ 

https://fortress.wa.gov/dshs/adsaapps/Professional/training/training.aspx
https://fortress.wa.gov/doh/providercredentialsearch/
http://www.doh.wa.gov/LicensesPermitsandCertificates/ProfessionsNewReneworUpdate/HomeCareAide
mailto:WAHCA@prometric.com
https://www.prometric.com/en-us/clients/wadoh/Pages/landing.aspx
http://www.adsa.dshs.wa.gov/professional/training/li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