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员工培训注册和用户指南

本指南将逐步指导您注册培训，并在 Carewell Learning Portal（学习门户）上开启培训
之旅。您可以访问 carewellseiu503portal.org 查找更多信息。 

关于培训的基本信息，详见我们的网站，CarewellSEIU503.org/training。 

https://carewellseiu503portal.org/#/dashboard
http://CarewellSEIU503.org/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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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 岗前培训
在 Carewell SEIU 
503 Training 网页 
(CarewellSEIU503.org/
training) 上点击 New 
Worker Orientation
（新员工岗前培训）下的 

REGISTER HERE（在此
处注册）。

点击页面左侧的、有紫色
钥匙配图的 "New care 
providers register here!"
（新护理服务提供者在此
处注册！）按钮。 

http://CarewellSEIU503.org/training
http://CarewellSEIU503.org/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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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 Sign Up（注册）页
面上的必填信息。您需要
一个有效的电子邮件地址
才能完成此步骤。 

请务必回答每个问题，并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最适合
您的选项。 

所有字段填写完毕后，点
击 "Sign Up"（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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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页面左侧的 
"My Courses"（我的课
程）按钮。 

点击 Online Orientation
（在线岗前培训）部分下
方的紫色 "Start"（开始）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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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会弹出一条消息，
询问您是否同意以下 
Terms & Conditions（条
款和条件）。点击页面右
侧的紫色 "Continue"（继
续）按钮。

阅读这条消息，点击 "I 
Agree"（我同意）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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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将看到所列的每个模
块。点击第一个课程
模块，即 "Introducing 
Carewell"（Carewell 简
介）旁边的紫色 "Enroll"
（参加）按钮。

"Enroll"（参加）按钮将
变成 "Start"（开始）。点
击 "Start"（开始），开始
该课程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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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步骤将把您带到该模块
的学习页面。点击页面右
侧的紫色 "Start"（开始）
按钮，开始学习。 

当您完成第一个模块后，
下一个模块将会变为可
用状态供您参加和开始
学习。

恭喜！您已做好开始培训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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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培训

前往 "My Courses"（我的课
程），点击您上次中断的课程
下方的紫色 "Resume"（继续）
按钮。 

如果您不得已要退出培
训，那么之后还可以继续
进行培训，方式：导航至 
carewellseiu503portal.org，
点击页面右侧的紫色 "Login"
（登录）按钮。在 "Username"
（用户名）处输入您的电子邮
箱，然后输入密码。点击下方
的 "Login"（登录）以继续。 

https://carewellseiu503portal.org/#/dash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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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点击页面右侧未
完成模块旁边的紫色 
"Resume"（继续）按钮，
从上次中断的地方继续
学习。 

该步骤将把您带到未完成
模块的学习页面。点击页
面右侧的紫色 "Resume"
（继续）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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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您的护理服务提供者编号
在您完成岗前培训并通过背景
调查之后，您应该会收到俄勒
冈州公众服务部 (DHS) 或俄勒
冈州卫生局 (OHA) 下发的护理
服务提供者编号。您将需要在 
Learning Portal（学习门户）
上输入该编号以继续培训。 

登录后，请选择页面右上角的
圆形图标前往您的个人资料。 

在个人资料页面，请选择页面
左侧的 "Edit Profile"（编辑个
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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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您的护理服务提供
者编号和开始日期后，
请点击窗口底部的紫色 
"Save"（保存）按钮。 

请使用您从 DHS 或 OHA 
收到通知中的 6 位 HCW 
或 PSW 护理服务提供者
编号和开始日期来更新的
个人资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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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您的个人资料之
后，请点击页面左上方的 
Carewell 图标，返回主
页面。 

在主页面上选择 "My 
Courses"（我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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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页面右侧的 "Start"
（开始）。 

点击 Provider Number 
Input Task（护理服务提
供者编号输入任务）课程
下的 "Start"（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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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对话框中的文字后，
点击蓝色的 "Proceed"
（继续）按钮。 

从选项中选择 "Yes"
（是），然后点击 "Submit 

Response"（提交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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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Close Activity"（关
闭活动）以结束。您现在
应该可以开始下一部分的
培训了。 

点击 "Continue"（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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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基础课程
在主页面，请选择页面左
侧的 "My Courses"（我的
课程）。

点击 Online Core（在线
基础课程）下的 "Start"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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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加岗前培训时，您
必须同意 Terms & 
Conditions（条款和
条件）。 

点击页面右侧、第一个
课程模块旁边的 "Enroll"
（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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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页面右侧的 "Start"
（开始），前往第一个课程
模块。 

点击 "Start"（开始），开
启该模块。 

恭喜！您已做好开始进行
在线基础课程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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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所有模块后，您将
参加评估和调查。点击 
"Enroll"（参加），然后点
击 "Start"（开始）。  

完成评估后，您将被定向
到一个询问有关津贴问题
的调查。点击 "Proceed"
（继续）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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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选择您希望以何种方
式获得您的在线基础课
程津贴（实体卡或数字
卡），然后点击 "Submit 
Response"（提交回答）。

点击 "Continue"（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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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Close Activity"（关
闭活动）以结束在线基础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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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研讨会
核心课程研讨会是培训的
最后一个部分。前往主页
面左侧的 "My Courses"
（我的课程）。

点击 Core Workshop
（核心课程研讨会）下的 

"Start"（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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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研讨会是培训师
主导的网络研讨会。点
击页面左侧的 "Enroll"
（参加）。 

点击页面左侧的 "View"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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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选择最适合您的课程日
期和时间。该网络研讨会
将通过 Zoom 进行。在您
希望参加的课程时间下方
点击 "Enroll"（参加）。 

参加后，该课程时间会
在页面上显示为 "My 
Session"（我的课程时
间）。如果您需要更改课
程的日期和时间，点击该
课程时间下方的 "Change 
Session"（更改课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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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希望更改为的课
程时间上点击 "Enroll"
（参加），从可用选项列
表中选择一个新的课程
时间。 

如果由于任意理由，您需
要取消课程时间，请点击 
"Cancel Session"（取消
课程时间）。当您准备好
安排自己的核心课程研讨
会课程时间时，您可以在
合适的时间返回此处，在
新的课程时间参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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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您已做好开始进行核心课程研讨会的准备。请遵循您收到的电子邮件中的说明，
参加 Zoom 网络研讨会。 

如果您对注册或使用 Carewell Learning Portal（学习门户）还有其他疑
问，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 CarewellSEIU503.org/training，通过电子邮
件 carewellseiu503training@risepartnership.com 联系我们，或者致电 
1-844-503-7348，我们的代表将在周一至周五上午 8 点至下午 6 点为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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