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 年臺中市動物之家飼主犬隻行為訓練課程
◎ 課程規劃與班別
班別與上課時間
期數

第一期

上課日期

A

(週六班)
第二期

B

(週日班)
第三期

C

(週六班)
第四期

D

(週日班)
第五期

E

(週日班)
備註

10:30-12:30

13:00-15:00

15:00-17:00

3/14、3/21、3/28

基礎班

出遊預備成犬班

幼幼班

4/11、4/18、4/25

A1

A2

A3

3/15、3/22、3/29

基礎班

出遊預備幼犬班

社會化班

4/12、4/19、4/26

B1

B2

B3

5/23、5/30、6/6

基礎班

基礎班

幼幼班

6/13、7/4、7/11

C1

C2

C3

5/24、5/31、6/7

基礎班

基礎班

社會化班

6/14、7/5、7/12

D1

D2

D3

8/2、8/9、8/16

中級班

人狗樂舞班

社會化班

8/23、8/30、9/6

E1

E2

E3

1. 上課對象(倘報名犬隻超過配額，則以臺中市動物之家認養犬隻或
臺中市市民為優先)：
⚫ 犬隻皆須完成預防針注射，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
⚫ 基礎班→(4 月齡以上)犬隻基本訓練概念
⚫ 幼幼班→(5 月齡以下)幼犬環境適應及生活習慣養成
⚫ 中級班→ 僅供通過基礎班課程測驗之犬隻參加
⚫ 社會化班→(4 月齡以上)協助容易緊張不安或較無法適應環境
變化之犬隻
⚫ 出遊預備成犬班→(4 月齡以上)協助進入運輸籠、推車會害怕
之犬隻
⚫ 出遊預備幼犬班→(5 月齡以下)入籠好習慣從小養成
⚫ 人狗樂舞班→ (4 月齡以上)歡迎愛玩好動及不動如山的犬隻
2. 每班至多 8 頭犬隻；人狗樂舞班至多 4 頭犬隻。(不開放旁聽)
3. 每堂課程時間預計 120 分鐘(其中 30 分鐘依課程需要為彈性調整時間)
4. 本課程採網路報名，錄取結果會以 E-Mail 通知，並於每期開課前
1 週以電話通知錄取民眾，未獲通知民眾請勿自行前往。

◎每週課程大綱
班別
堂數

班別
介紹

第1週

第2週

第3週

第4週

第5週

第6週

幼幼班

基礎班

中級班

在犬隻學習能力最強的
社會化黃金時期，教導幼
犬適應環境及養成生活
良好習慣，課程主題有啃
咬、大小便…等，誘發幼
犬生活及情緒管理，培養
大腦發育…等。

教導基本訓練概念，基
礎響片訓練，培養犬隻
良好的生活基礎禮儀、
鬆繩散步等。也指導飼
主瞭解愛犬的思考與表
達模式，引導建立互信
互愛的緊密關係，解決
行為問題，如大小便、
啃咬…等。

需完成基礎班並通過測
試，進階響片訓練，促使
愛犬了解與人互動，進而
提高犬隻的專注及穩定
性。

基本飼養觀念、生活作息
安排、狗兒的年紀發展與
影響、為何選擇正向教
育、名字的連結、需求的
滿足
狗兒的壓力與抒發、了解
狗兒學習原理、情緒控
制、信任感建立、撫摸及
抱的重要性
社會化訓練 1、玩具及遊
戲互動 1、生活禮貌養
成、身體照護訓練 1
社會化訓練 2、玩具及遊
戲互動 2、身體照護訓練
2、環境豐富化 1、身體
感官活動 1、召回訓練
身體照顧訓練 3、環境豐
富化 2、身體感官活動
2、嗅聞遊戲

基本飼養觀念、生活作息
安排、狗兒的年紀發展與
影響、為何選擇正向教
育、名字的連結、需求的
滿足
狗兒的壓力與抒發、了解
狗兒學習原理、信任感建
立、如何帶狗兒散步、牽
引工具使用
認識狗兒肢體動作、基礎
訓練 1、零食的運用、響
片概論
基礎訓練 2、玩具及遊戲
互動、基礎響片訓練 1、
動作指令練習 1、等待訓
練1
社會化訓練、狗兒的社
交、基礎訓練 3、基礎響
片訓練 2、動作指令練習
2、等待訓練 2
身體照護訓練 4、環境豐 基礎響片訓練 3、總複
富化 3、身體感官活動
習、測驗
3、總結與討論

基礎班內容複習、響片遊
戲基礎響片訓練複習、如
何抽離零食、提升狗兒的
訓練態度
訓練的概念複習、響片思
考訓練 1、口令的複習

響片思考訓練 2、口令的
加強練習、等待、召回
如何延長行為時間、拔河
遊戲、響片塑形練習 1

自發性練習、響片塑形練
習2

總複習、測驗

◎主題式課程每週課程大綱
班別
堂數

班別

社會化班

出遊預備成/幼犬班

幫 助情緒容 易不安或 是
無 法適應環 境變化的 社
會 化不足犬 隻培養出 正
確的生活態度，建立犬隻
自信與飼主信賴關係。

幫 助犬隻建 立在運輸 籠
內安心休息的好習慣，使
犬 隻擁有良 好的睡眠 品
質，培養穩定的情緒。並
提 供家長不 同交通工 具
的運用方式，藉此找出最
適合自己的方法，讓帶著
愛 犬出遊這 件事變得 更
輕鬆容易。
生活作息安排、狗兒的年
紀發展與影響、需求的滿
足、休息的重要性、遊戲
互動的建立
情緒控制、籠內訓練的重
要性、籠內訓練基礎建立

介紹

第1週

第2週

第3週

第4週

第5週

第6週

生活作息安排、狗兒的年
紀發展與影響、需求的滿
足、何謂社會化、名字的
連結
信任感建立、如何引導狗
兒認識環境、情緒控制、
如何讓狗狗習慣身體照
護1
嗅聞尋寶遊戲、玩玩具的
好處及運用、社會化訓練
實際操作-觸覺 1、如何讓
狗狗習慣身體照護 2
玩玩具的興趣建立、社會
化訓練實際操作-觸覺
2、社會化訓練實際操作聽覺 1、如何讓狗狗習慣
身體照護 3
社會化訓練實際操作-觸
覺 3、社會化訓練實際操
作-聽覺 2
社會化訓練實際操作-聽
覺 2、社會化訓練實際操
作-環境的多元變化、總
結與討論

人狗樂舞班

音樂能夠療育人心，舞蹈
能夠紓壓身心，而人的心
情會影響犬隻，因此人與
犬 隻在共舞 輕鬆愉 快的
氛圍中，能建立彼此的默
契與信任感，培養生活的
良好態度，以及改善人與
犬隻的互動關係，並協助
犬隻增加生活的樂趣。
人狗樂舞班的目的、生活
作息安排、需求的滿足、
為何選擇正向教育、名字
的連結
了解狗兒學習原理、信任
感建立、如何用牽引工具
與狗兒溝通、好玩的零食
遊戲
籠內訓練實際操作階段 1 零食的運用、動作指令練
習、腳側隨行、音樂的選
擇與搭配
籠內訓練實際操作階段 2 口令的練習、準備動作、
舞蹈動作練習 1

籠內訓練實際操作階段
3、籠內訓練的延伸

舞蹈動作練習 2、音樂及
動作結合

籠內訓練實際操作階段
4、如何讓狗兒適應車
子、推車

排演、成果發表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