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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覽:

泰林頓 TTouch 認證過程透過實地課程或線上課學習，學員在課程之間多加練習，發展特

定技巧，並且各種不同應用上（例如在行為、訓練及健康等問題）累積實務經驗。平均

來說，學員一年半至兩年時間發展認證要求的技能，然而，完成認證並沒有特定時限，

因此學員可依自己的步調完成課程。

因個人用途學習泰林頓 TTouch 的學員可選擇「不需認證」的進程， 不需認證的學員不必

完成個案個案報告或其他認證要求（例：認證考試），但他們隨時完成認證要求即可轉

為「需要認證」的進程。

雖然台灣 TTouch 療癒師的認證資格可服務各種伴侶動物，療癒師培訓主要著眼於狗狗的

TTouch 應用。儘管 TTouch 系統的部分層面可應用於所有動物，我們鼓勵未來打算服務其

他物種的學員修習專為這些動物設計的 TTouch 工作坊或課程。

培訓過程的允許行為 – 學員

我們鼓勵學員儘可能多與動物練習，累積經驗，不可收費，唯一例外是原先即從事動物

相關行業的專業人士，他們可將 TTouch 技巧加入自己的專業，依原工作收費，這類學員

可說自己使用 TTouch 技巧，然不可宣傳自己教授 TTouch。

實地課程及線上學習 – 學分可透過提供認證學分的實地課程、線上課程或綜合兩者取得，

實地課程的學習經驗非常寶貴，理想來說，認證要求的學分至少要有一些來自實地課程。

晋級要求 – 晋級要求是為了儘可能確保療癒師具有更高標準的技巧、教學技能、組織能

力及人際應對技巧，測量這些技能並不容易，因此以下列出的要求應視為最低標準，療

癒師透過評估過程將展現自己具有合乎要求的技能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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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林頓 TTOUCH認證級次:：

泰林頓 TTouch 療癒師 P0

認證要求：

 成功完成總共 60 學分的課程

 繳交 9個詳盡的個案報告及 15 個檢核表

 通過口試及實操技能評估

 繳交一段與客戶上課的錄影，在影片中清楚展現技能

允許行為： 

  認證資格可提供一對一客戶收費服務

  可對團體提供一小時的小講座或示範課程

泰林頓 TTouch 療癒師 P1 

認證要求：

 成功完成 P1 療癒師的課程要求，亦即再修習 12 學分的課程（累計為 72 個學分)

 完成一場課堂教學，展現教學技能，由講師作為觀察員。

 繳交教授單日工作坊的課程規畫大綱及講義，並且通過講師認可

 通過口試及實操技能評估

允許行為： 

  認證資格可提供一對一客戶收費服務

  可舉行小講座或示範課程（不可超過四小時）

  向團體教授單日實操工作坊，或者將工作坊內容規劃成數堂系列課程，視同教授

單日工作坊

 工作坊時數限為單日，即使與另一位 P1 療癒師共同教學亦然

泰林頓 TTouch 療癒師 P2 

認證要求：

 通知台灣負責人自己有意晋級

 已教授過至少十個單日實操工作坊或二十個半日實操工作坊

 教授過至少十個單日實操工作坊或二十個半日實操工作坊，也須繳交至少五個工

作坊的學員回饋及主辦人回饋資料。

 為模擬舉辦的雙日實操工作坊設計課程大綱，繳交給講師，老師將對其進行討論。

 在兩期實地課程或等同時數的線上課程擔任助教

 在泰林頓 TTouch 系統的各方面都展現精通熟練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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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行為： 

  認證資格可提供一對一客戶收費服務

  可舉行講座／示範課程 

 向團體教授雙日實操工作坊，或者將工作坊內容規劃成一系列的數堂課，視同教

授單日或雙日的工作坊

泰林頓 TTouch 資深療癒師 P3

認證要求： 

 晋級前至少有六年時間是持續提供服務的 TTouch 療癒師

 教授過的單日或雙日工作坊時數至少有三十天

 教授過的半日工作坊、線上講座及線上工作坊也可併入時數

  至少要在十期實地課程或等同時數的線上課程上擔任助教 

 展現優秀的教學技巧及人際技巧

 繳交晋級前的三年期間曾教授過五個工作坊的學員回饋資料

 面對各式各樣的不同狗狗時，展現絕佳的應對技巧及技術能力

允許行為： 

 在實地課程或線上課程上擔任資深助教

 設計並教授線上講座 

 教授工作坊（最多可以是為時三日），依據課程設計要則提供 TTouch繼續學習學

分

 

泰林頓 TTouch 講師 :

講師的選拔依據經驗、技巧、應用能力、教學能力以及其他對於 TTouch 組織及組織需求

的貢獻。

責任及義務：

 設計線上學習課程及培訓課程，教授線上講座及線上工作坊

 依據課程設計要則，教授提供學分的六日 TTouch 療癒師實地認證課程

 舉行口試和實操考試的認證評估

培訓課程的費用: 

學員參加每期療癒師課程前將事先支付學費。若要通過 P1 療癒師認證，學員必須事先支

付所有所需課程的全額學費。

學員覺得準備好參加認證考試即可連絡台灣負責人，完成支付認證考試費用，再約定考

試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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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林顿 TTOUCH 導師制度：

選擇認證途徑的學員在取得 24 個學分之後，即有資格申請一位指派導師，導師將依學員

個人需求和導師許可的時間指派，有時也視導師和學員的地理位置而定。我們的目標是

儘可能搭配學員的興趣和導師的技能。過程中若學員偏好特定導師，我們將儘可能如其

所願。

所有認證級次的療癒師和講師都可能出任導師，願意成為導師的認證療癒師可向台灣負

責人送出申請。

有關導師制度的更多資訊請見附錄一。

個案報告及檢核表:

繳交個案報告和檢核表的目的旨於： 

● 確保學員在課程之間仍進行練習 

● 建立一個有用的專業記錄系統 

● 讓講師更清楚學員在哪個部分需要更多的指導或說明 

學員依以下時程繳交詳盡撰寫的個案報告及檢核表：

累積滿 30 個培訓學分- 繳交 3 個個案報告和 5 個檢核表（必須至少有 2 個包含客戶的

個案）

累積滿 40 個培訓學分- 再繳交 3 個個案報告和 5 個檢核表

累積滿 50 個培訓學分- 再繳交 3 個個案報告和 5 個檢核表

請見附錄二- 個案報告撰寫要則，提供個案報告撰寫要則、格式範例及檢核表。

認證考試：

學員取得 60 個學分後即有資格參加療癒師認證考試，有些學員可能覺得此時已準備好，

有些學員可能想要繼續學習再參加考試。學員申請參加認證考試並且繳交考試費用之後

即可與講師約定認證考試的時間，考試可以安排於實地課程、在線上舉行、繳交影片或

綜合以上方式，包括口試（或筆試），也會評估實操技巧及應用，如何準備考試的資料

將提供給選擇認證途徑的學員。

療癒師可另外修習 TTouch 工作坊教學相關的特定課程，由其取得 12 個學分之後即有資格

參加 P1 療癒師考試，這些課程亦可作為考前準備。此時有些療癒師已做好認證準備，有

些療癒師則可能想要繼續學習再行考試。療癒師在申請參加 P1 認證考試及繳交考試費用

之後即可與講師約定認證考試時間，考試可以安排於實地課程、在線上舉行、繳交影片

或者綜合以上方式，包括口試（或筆試）以及工作坊教學技巧評估，認證考試費用約

4,170 台幣（150美元），繳交後無法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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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療癒師認證資格： 

泰林頓 TTouch 療癒師課程採用「繼續學習學分」（Continuing Education Units，簡稱

CEUs），用以換證／重新認證，或增加額外學習。

所有級次的療癒師都必須在換證前的兩年期間累積 12 個 CEUs 。

CEUs取得方式：

● 在六日實地課程或相當時數的線上課程作為學員或擔任助教 12 

CEUs

● 修習療癒師進階課程（實地課程或線上課程） 12 CEUs  

                                                

重新認證資格過期的療癒師 

所有級次療癒師若未換證皆無權使用 TTouch logo 或自稱為療癒師。

重新認證的方式可能依個別技能程度而異，有可能需要取得額外學分才能重新獲得原來

級次的療癒師資格，評估目前技能的方式可在線上進行或實際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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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有關泰林頓 TTouch 導師制度

導師可作為顧問及表率，表率對於生涯規畫及促進學習常很有幫助，很多人發現擔任導

師也使自己的人生格外豐富，TTouch 導師制度的目標即協助發展這種關係，讓所有人互

惠。

導師之所以參與這個學習過程，一方面是為了提昇自己的技能，擴展自己的個人工具箱。

由於 TTouch 是一個持續成長的過程，我們不會期待導師對於所有問題都有「答案」，不

過，導師很樂意協助學員針對個別動物或客戶擬定計畫，需要額外協助時也會與經驗豐

富的療癒師或講師商討。導師皆為維持有效認證資格的療癒師。

我們會請導師將電話或電子郵件的連絡方式提供給學員，在學員的學習過程提供協助，

依據學員所需的方式，包括事先看過欲繳交的個案報告，以及回答關於客戶或 TTouch 的

問題。

由於導師皆有忙碌生活，學員必須自負責任，不得佔用導師太多的時間。我們請導師每

個月撥出一兩小時給學員，如果學員需要協助的時間超過這個時數，額外時間也許會要

求學員支付鐘點費。

學員自身的責任和導師的責任一樣重要。學員負責主動與導師連繫，接觸時必須合乎禮

儀，遵守上述導師及學員的行為規範，

學員也要負責確認自己的需求，導師方能提供適當協助。

當學員累積滿 24 個學分，我們將提供導師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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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泰林頓 TTouch 個案報告撰寫要則

繳交個案報告的目的如下： 

● 確保學員在課程之間持續練習 

● 建立一個有用的專業記錄系統 

● 讓講師更清楚學員在哪個部分需要更多的指導或說明 

學員須繳交9個詳盡的個案報告和 15 個檢核表，繳交時程如下：

 累積滿 30 個培訓學分- 繳交 3 個個案報告和 5 個檢核表（必須至少有 2 個包含客戶

的個案）

 累積滿 40 個培訓學分- 再繳交 3 個個案報告和 5 個檢核表

 累積滿 50 個培訓學分- 再繳交 3 個個案報告和 5 個檢核表

＊請注意：所有個案報告都須繳交英文版和中文版。

除第一批的報告及檢核表以外，其他個案必須至少約課兩次，也須包括客戶指導及狗狗

TTouch 的部分，所有個案的狗狗都必須是不同隻，個案文件可包含照片或短片。

講師閱讀個案報告時希望看到個案的相關資訊，以及對於個案進行過程的簡要描述。

進行 TTouch 個案

1) 向客戶蒐集資訊－提出好的問題有助釐清基線在哪裡，也可能問出重要的額外資訊。

2) 設定明確目標－在過程中找出客戶想從本次約課獲得什麼。這不意謂非得找出某個問

題，有些飼主只想要學習如何幫自己的狗做 TTouch，目標也可能是支持老年動物的生活

品質，當然，最常見的是飼主確實有想要改變的地方。重要的是，對於客戶想要什麼

（而非不想要什麼）有清楚的概念。太多療癒師和客戶因為各自有不同目標或對於相同

目標抱持不同期待而感到挫敗。

3) 留意自己與動物／客戶進行個案的時間有多少－善加規畫時間，讓自己得以蒐集資訊，

幫狗狗進行 TTouch，必要時並讓客戶與狗狗練習。務必讓客戶練習下次約課前希望他們

執行的功課，不僅是看示範。依據客戶的練習表現可調整功課的內容。也要預留時間做

總結，適當時可告知下次上課預計做什麼。

 4) 進行      TTouch      時不需一邊同時和客戶對話。能夠同時對話的能力需要多加練習才做得到，

不過我們的確需要讓客戶明白我們當下做的事與他們的目標有關。你可與客戶或動物一

起探索許多可能性，視探索結果再決定什麼對這隻狗狗及客戶最有幫助。

 5) 講師閱讀個案報告時如同在腦中觀看一個進行個案的影片，因此報告內容請包括以下：

1. 交待影片場景／基線資料 – 

 - 牠是哪一類的狗？犬種類型是什麼？年齡？性別？

8



 -如果家庭資訊很重要，請詳述家中其他人及動物的相關資料，這對於有行為問題的

狗狗可能特別重要。如果欲解決的問題與肢體相關，這類資料可能較無重要性。

 - 其他基線資料：你接近這隻狗時牠有什麼反應？你能夠蒐集到哪些資訊？關於狗狗

的姿勢、平衡、身體舒適度以及環境反應等等，你注意到什麼呢？

 - 牠被碰觸時有什麼反應？你能用手碰觸牠全身上下每個部位嗎？牠的反應如何？身

體摸起來如何？（溫熱、涼涼的、硬硬的、柔軟的、毛髮摸起來如何？肌肉摸起來

有彈性嗎？）

 - 牠的姿勢如何？如果個案是狗，牽繩時暴衝嗎？站姿平衡嗎？環境改變是否影響

平衡？

 - 牠是否表現出任何自制力？能夠讓牠留在定點嗎？牠能夠自己好好地平衡站著嗎？

2.. 你做了什麼

 - 提供足夠資訊，描述自己做了什麼。包括不同 TTouch手法、使用的輔具、客戶是

否能夠成功逹成請他做的事等等。

 - 使用哪種輔具？項圈或胸背帶？使用一條或兩條牽繩？牽繩扣了幾個點？用了其

他輔具嗎？

 - 看到什麼改變？看到改變後你做了什麼？

3. 你進行 TTouch後導致了什麼改變？

狗狗比較容易接受 TTouch 了嗎？如果沒有，為了改善牠的接受度，你做了什麼調整？

然後牠的反應是什麼？客戶做得好嗎？如果不好，你做了什麼調整或改變以協助客

戶呢？這次個案時間裡，你做了多少與客戶目標相關的事？

4. 有時有用的是，寫下下次上課時你想採取什麼不同做法，或計畫讓客戶或動物做的

下一步驟。

＊ 你可以簡要描述很多資訊，如果你不太知道如何撰寫報告，向導師或講師尋求指引

會有幫助。

＊ 有時不成功的個案仍可成為好的個案報告—你可能從中學到很多，知道下次可採不

同做法，或者有時即使沒有達成目標，也發生了很值得的事。

＊ 如果你選擇納入檢討，你可以寫在每次約課的記錄之後，或者放在個案報告的最後。

填寫  檢核表   

要記得使用諸多 TTouch 工具和技巧，運用檢核表很有用。我們有時傾向使用自己覺得最

自在的 TTouch手法和技巧，但是其他手法或技巧可能也有幫助。利用檢核表有助檢視自

己是否有此傾向，也提醒自己哪些其他工具可能對動物有幫助。檢核表也有助講師了解

如何支持你的學習。

如果你對狗狗使用過或試圖使用某個手法或技巧，請把它勾選起來，右下角空白處可簡

要寫下註記。

每隻狗使用一張檢核表，無論個案是否包含客戶。

我們會提供個案報告的格式及範例，如有問題，請務必詢問導師或講師。

希望你享受這個應用所學，以一個一個 TTouch改變世界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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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檢核表 

         

結紮 否

結紮 否

 

 

Equipment Used Exercises Done
  附註或感想心得（必須以英文書寫）

使用的輔具 做過的練習

 Half wrap  Leading from right side

 半身包裹  從右側帶領

 Full wrap  Leading from left side

 全身包裹  從左側帶領

 Head wrap  Using handle

 使用把手

 Ttouch Connector  Balance leash

 平衡牽繩

 Bee-line

學員姓名
Name

動物名字 Name 年齡
Age

犬種/類別
Breed/Breed 

type

體重(kg)
Weight 物種 Species 性別 Sex

個案編號:
Case #

狗 Dog 貓 Cat 公 M

第幾次約課
Session #

其他: 
Others

母 F

標上#再描述反應 頭
Head

嘴巴
Mouth

耳朵
Ears

背部
Back

腹部
Belly

肩膀
Shoulders

前腿
Front Legs

腳掌
Paws

骨盆&臗部 
Pelvis&Hips

後腿
Back Legs

尾巴
Tail手法(TTouches)

 Abalone 鮑魚式

 Bear 熊式

 Chimp 黑猩猩式

 Clouded Leopard 雲豹式

 Coiled Python 盤蟒式

 Hair Slides 毛髮滑撫式

 Inch Worm 毛毛蟲式

 Jellyfish 水母式

 Llama 駱馬式

 Lick of Cow’s Tongue 牛舌舔舔式

 Lying Leopard 臥豹式

 Noah’s March 諾亞長行式

 Orangutan 紅毛猩猩式

 Python Lift 蟒提式

 Raccoon 浣熊式

Tarantulas 蜘蛛式

 Tiger 虎式

 Troika 三頭馬車式

 Turtle 龜式

 Zigzag Z字形

 Other 其他手法

 Belly Lift 腹部托提  Ear Work 耳朵TTouch  Tail Work  尾巴TTouch

 Ground Work 地面練習  Mouth Work  嘴巴TTouch  Leg Exercises 腿部TTouch 

 頭部包裹

 連接繩
 Harness 胸背帶

 Tools 工具  Butterfly 蝴蝶式

 Half Butterfly 半蝴蝶式

 Homing pigeon 家鴿旅程



附錄三

安全指導原則

為了確保客戶、客戶的動物及自身的安全，泰林頓 TTouc 的學員及療癒師必須格守接觸動

物的安全技巧，包括以下：

 能夠評估狗狗溝通訊號及壓力訊號，也能出現適當回應

 進行狗狗 TTouch 時，能夠留意到個體空間，並且知道如何讓自己處於安全的位置

 使用「給予選擇」的概念，減少讓狗狗感到威脅或被困住的可能性，做法包括讓

狗狗能夠退開或抽離肢體，或者把狗狗帶離威脅性情況

 如果觀察到客戶使狗狗或你陷入不安全的情況，必要時即介入處理。

 絕不使用運用厭惡刺激的訓練技巧或工具

 能夠看出何時碰觸動物或進行 TTouch 技巧並不安全

 在團體課或工作坊上，讓狗狗之間保持安全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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