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領先，其他人追隨。





聯絡我們

我們的地區代表

要找到您當地的地區代表，請查訪：www.tdisdi.com/contact

國際培訓 
1321 SE Decker Ave.

Stuart, FL 34994

免付費電話 
+ 1-888-788-9073

電話
+ 1-207-729-4201

傳真
+ 1-877-436-7096

禮拜一到禮拜四
9:00am-6:00pm EST

禮拜五
9:00am - 5:00pm EST

我們週六和周日休息

tdisdi.com/contact

一家在地化服務的全球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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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誰？



International Training 歡迎你
從 1994 年成立到今天，旗下的培訓系統有：Scuba 
Diving International (SDI)、Technical Diving 
International (TDI)、Emergency Response Diving 
International (ERDI) 和 Performance Freediving 
International (PFI) 已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潛水認
證機構之一。 

2018 年，隨著 First Response Training International 
的加入，國際培訓從潛水跨入急救領域。 

憑藉為 100 多個國家和地區提供服務的 28 個地區辦
公室，公司現況遠超過創始人在 1990 年代初坐在廚
房餐桌上於餐巾紙上構思這個想法時的願景。  

TDI:Technical Diving International 
TDI 是同類系統中的先驅之一，著重在為例如高氧、
循環水肺以及洞穴和沉船等封閉環境中的特殊潛水情況提供訓練材料和教育。TDI 仍然是世界
上提供技術潛水培訓最大且最受尊敬的系統。

SDI:Scuba Diving International 
1998 年，TDI 迫不及待成立了運動潛水事業部門 – SDI 由此誕生。部門擴張背後的驅動力是
由於教學系統重視潛水教練並聽取他們的意見，創建出能收穫豐碩的課程，因為課程是根據
現今潛水員想學潛水的方式所量身打造出的。SDI 自此成為 RSTC（休閒水肺訓練委員會）、
歐洲 RSTC、世界 RSTC、ISO 認證的一份子，並且是 EUF 的成員。自成立以來，SDI 一直是
業界創新的標竿，這些創新現已成為標準。其中包括開放水域課程從第一天開始就配戴個人
潛水電腦錶，並為學生提供線上學習。

ERDI:Emergency Response Diving International
由於會員對於透過 SDI 和 TDI 進行休閒和技術潛水培訓的選擇感到滿意，便繼續要求在公共
安全潛水方面更專業的培訓。ERDI 是唯一由主流認證機構支持的培訓課程，專為公共安全潛
水打造，並且符合 OSHA 和 NFPA 標準。多年來，ERDI 制定了課程並訓練了高度成熟的潛水
小隊，包括警消部門以及世界各地的聯邦機構和軍隊。

 TDI 的願景始於餐桌 

並在這張餐巾紙上定稿了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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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I:Performance Freediving International
PFI 是頂級運動員用於跨領域訓練的系統。這包括 Red Bull、美國和加拿大的奧運選手以及好
萊塢。當你只滿足於最好的自由潛水教育時，你有一個選擇：PFI。 

自 2000 年成立以來，PFI 教練已指導超過 10,000 人進行更安全、更久、更深的自由潛水。
無論是自由潛水新手還是經驗豐富的水上愛好者，我們都是你獲得自由潛水員課程、教練認
證、精英專業培訓和比賽活動所需的唯一來源。我們一心一意地為你提供了當前這項運動中
最尖端的科學和訓練資訊。

PFI 對於潛水的心態獲得了豐碩的成果。PFI 培訓的潛水員締造了超過 23 項世界紀錄和數十項
國家紀錄。但自由潛水不僅僅限於競賽 — 是一次向內探索的旅程，看看你是由什麼所構成。
發現你內在的潛能，並注入生活中，不論是在水中還是在陸地上。

First Response Training International
2018 年秋季，國際培訓啟動了以潛水為重點的急救課程改造，以便我們的會員可以通過符
合 ILCOR 標準的課程，也能跨越到潛水領域之外。通過精簡的課程選項和根基於影片的線上
學習課程，反應非常好。再加上定價與所在領域的其他競爭急救反應組織來說更有利潤，你
擁有了迄今為止最具創新性的課程。First Response Training International 是一家世界級組
織，為學校、企業和公共場所的非專業救援人員提供培訓，並自豪地提供尖端課程，旨在幫
助個人做好處理緊急情況和拯救生命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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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 20 年的創新

• 率先以不須實際潛水的簡單形式來體現高氧的培訓。

• 率先推出進階沉船課程，能以非洞穴潛水的形式來教導頂端封閉環
境的潛水技巧。

• 率先讓休閒潛水員也可以進行氦氮氧的培訓。

• 率先擁有技術潛水長的證照體系。

•  率先允許你以「就如同實際潛水時」的方式教導學生，讓學生使用
電腦錶來學潛水。

• 率先放棄要求初學者學習繁瑣的計畫表查找的必要，但在你有需要
教時依然提供計畫表的教學選項。

• 率先將開放水域的年齡要求降低到 10 歲。

• 率先為運動等級獨潛課程投保。

• 率先創立開放水域訓練的線上課程並使其成為主流 – 線上學習現已
成為業界標準。

• 率先推出線上專長課程，例如沉船、電腦錶高氧、深潛和導航。目
前為止，有超過 25 門線上課程和專長課程已經上線。

• 率先提供領導級線上課程，包括潛水長、助理教練和開放水域水肺
潛水員教練。這些課程的線上學科和課前準備，讓你能將更多時間
花在「水下」提供更高品質的教學！

• 率先透過參與的潛水中心的店內卡片列印直接提供證照卡。

• 率先為學生提供聊天功能，以便他們在線上學習的課程中能獲得來
自總部教練的協助。

• 率先為潛水中心網站和數位行銷案提供稽核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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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先為教練和潛水中心提供由適當的保險承保和支援的準則。

• 率先推出符合 OSHA 和 NFPA 標準的課程。

• 率先通過真正的專業潛水中心網路提供培訓。

• 率先提供線上學習課程，使學生更容易完成學科，而不必擔心排班和
行程。

• 第一家通過三種操作等級培訓（意識、操作和技術人員）為整個團隊
提供教育訓練的系統。

• 率先擁有核發證照所依據的正式準則與程序。

• 率先開發出當前全世界所使用的技術。

• 率先為會員提供自由潛水職業責任保險。

• 率先提供閉氣求生課程。

• 唯一一家其教練為美國、加拿大和英國特種部隊提供訓練的系統。

• 率先提供根基於影片的線上學習。

• 率先為教練提供易於使用的官網。

• 率先允許在線上註冊學生並提供電子化 C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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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課程

一站式服務商城
國際培訓提供 150 多門課程和 200 多項潛水認證，是水肺潛水和自由潛水系統的首
選。  

作為國際培訓的專業人士會員，你將有能力提供比任何其他系統都多的課程。從自由
潛水、運動潛水、技術潛水到公共安全潛水和急救培訓，我們全都有！

36
線上學習 

課程

200
潛水證照 

150
已推出的課程

+ + +



攝影：Becky Kagan Schott



課課

TDI 高氧

開放迴路

技師

職業級

水面封閉

循環水肺

TDI 側掛 TDI 技潛入門

進階高氧

減壓程序 氦氧 進階混和氣體 CCR

氦氮氧延伸領域

空氣稀釋減壓 CCR

進階氦氮氧

進階混氣師高氧混氣師

氧氣維修保養技師

TDI 潛水長TDI 非潛水專長教練 TDI 教練 TDI 教練訓練官

空氣稀釋 CCR 半密閉循環水肺

氦氧 CCR

混和氣體 CCR

*洞穴入口 體驗洞穴入口

進階沉船*洞穴入門

全洞穴 • 水中推進器 DPV
• 礦坑
• 洞穴調查
• 階段洞穴
• 洞穴 DPV

*可用的開放迴路
& CCR 選項

攝影：Audrey Cudel



課課





成人與孩童緊急救護

工作場景 CPR/AED 氧氣治療

血源性病原體 空氣傳播病原體

成人與孩童緊急救護教練

血源性病原體教練 氧氣治療教練

孩童緊急救護



產品
潛水中心代碼產生 
立即產生線上學習代碼，這樣你就可以隨時向潛在客戶提供代碼，不需要投資
在持有庫存代碼上。這提供了即時的客戶服務，同時有助於你的現金流。

店內卡片列印機
充分管控學生的 C 卡。今天就在你的潛水中心列印！店內 C 卡列印機是國際
培訓的另一項會員要求的業務解決方案。成為你所在地區第一家於學生完成課
程當天就能提供 C 卡，且也能當場換發證照卡的潛水中心。

電子證照卡 
國際培訓的學生和專業人士會員可以在任何行動裝置上直接從我們的官網存取
證照電子卡。簡單通過 www. tdisdi.com 的登錄程序，持卡人可下載證照卡到
裝置上，並隨身以數位的形式保存。還可以輕鬆地將證照透過電子郵件提前傳給即將前往的渡假村 – 所有動
作都可在行動裝置上完成。這項服務是免費提供給你的潛水員。

線上學習課程
SDI、TDI、ERDI、PFI 和 First Response Training International 為你和客戶提供潛
水業界最大的線上學習課程庫。自由潛水、運動潛水、技術潛水、公共安全潛水以
及急救人員線上學習課程（包括專業人士級別的課程）可供你的潛水中心使用，進
一步拓展業務。你將擁有指向我們的線上學習課程的專屬超連結，因此你的客人總
是會回來找你。

手機 App
現在你可以隨時隨地攜帶所有證照。手機 App 讓你可以存取、下載並分享你的電子
證照卡。不需要付費或資料同步！此 App 還可以讓你在全世界任何地方找到潛水中
心，並讓你造訪我們官網上的 YouTube 頻道和部落格中所有你喜歡的內容。在培訓
系統之間切換以發現全新的東西！  

從 Google Play 或 Apple App Store 下載 App 吧！

服務
商業解決方案 
與適合您的公司一起工作 – 提高您的知名度和商機，同時讓行銷和銷售團隊提供您
應得的支援。享受我們內部行銷團隊對您的網站的審視評估，為您的客戶提供線上學習的存
取權限，更優惠的價格，與真人和真正的潛水員開展業務，提供真正的客戶服務。

業務資源庫 & 行銷資源中心 - 從我們的業務資源庫中獲取你所需的所有業務和行銷資訊，包
括網路研討會、文章和影片。我們的行銷資源中心包括您行銷業務所需的所有工具，包括實用的指南、社群
媒體連結、可下載的商標徽章、圖形和文件、整體行銷活動等等，以上種種資源直接來自行銷部門。

客戶服務 – 在上班時間內，我們的電話會由真人的顧客服務代表接聽，我們並提供在 48 小時內完成 C 卡和證
照文憑的服務。需要更易有序管理的回應？試試我們的即時聊天功能。

與教練即時對談 – 彌補教室課與線上培訓之間的差距。線上學習非常棒 – 對每個行業和教育機構來說都是如
此。國際培訓由多位具有豐富教學和潛水經驗的專業教育工作者組成，在線上隨時為學生提供協助。

下載 
 App!

產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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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種理由...
1.「我已取得 TDI 的證照，並很喜歡我參加的課程！身為一名教練，
我發現線上學習報告是有效教導任何課程學科部分的良好工具。此
外，顧客服務/關係部門非常棒！」

2.「想要用最好的教材來上課，並且只從其他 SDI/TDI 潛水中心/教練
那裡聽到好的方面。」

3.「我很高興開始與如此偉大的社群一起工作，並與將潛水員和教練
視為最優先的組織看齊。」

4.「我喜歡它的簡單！從（我的其他系統）過來，這讓我感到印象深
刻，也讓我鬆了一口氣。」

5.「我覺得交叉認證給我非常真切的體驗，我接觸過的每個人都受過
良好教育，對這個組織瞭如指掌。」



...你應該通過國際培訓進行教學，
因為僅列 10 個理由是不夠的

6.「明確表達期許，但允許一些變動以變能更好地因應所有情況。」

7.「我很感謝能給予要交叉認證的現任教練最大的尊重。能平等對待
我們而不是把我們當作｢菜鳥」，這代表系統致力於擴大其影響力。」

8.「喜歡那種人與人的感覺......感覺像個真正的會員，有真實的名字，
而不僅僅是編號。」

9.「與我交談的每一位工作人員都很專業且熱情地回答了我對交叉認
證過程的所有問題。」

10.「交叉認證過程是如此簡單和順利……謝謝大家，真應該在幾年前
就做此轉變。」

11.「體驗和教材對使用者極為友善，且 TDI/SDI 可以快速回答任何問
題。」





成為會員
我們的交叉認證是為滿足潛水專業人士和零售商的需求及期望而量身打造的。

當 SDI 於 1998 年推出時，在潛水業界引起了不小的轟動。我們的課程理念包含讓水肺訓
練變得有趣、效率高、靈活和跟上最新技術發展。今天，當其他培訓系統爭先恐後地想跟
上我們的新教學方法同時，SDI 的創新理念和課程在我們的學生、專業人士和潛水中心當
中越來越受歡迎。

透過認可經營潛水中心的專業水準，我們希望讓您盡可能輕鬆地成為一家 SDI/TDI/ERDI/
PFI 或 First Response 中心。

促成你的業績是我們的職責。在國際培訓，我們通過傾聽客戶的意見取得了成功。您生意
上的成功對我們而言非常重要，我們將竭盡所能確保能取得勝利。只需詢問我們任何一家
潛水中心就知道。

全球轉薦
我們的全球轉薦程序目前允許來自世界各地的潛水員繼續接受潛水教育，而不必擔心有所
謂的「系統間政治角力」的因素所干擾。我們創建了全球轉薦流程，以便其他系統的渡假
村和教練可以為我們的潛水員的開放水域潛水簽署，同時維持他們的 SDI 評級。不要拒絕
上門的生意，也不要讓您的生意被拒之門外。

潛水中心等級
根據潛水中心的等級和所在地區，您的潛水中心可以享有許多優惠和折扣。等級越高，每
次購買教材時省下的費用和回饋就越多。

請審視我們的交叉認證申請，並利用我們為您的潛水中心和教練提供的絕佳機會。若對此
流程有任何疑問，請隨時聯絡所在地區的地區經理或直接聯絡美國總部。我們在此服務，
是為了讓您的交叉認證過程簡單、輕鬆、無慮。我們期待您加入我們的隊伍。

加入與網絡



攝影：YZim Kim

大到在全球受到認可，又小到可以在電
話響第一聲時就接聽電話！客戶服務 

100%

1321 SE Decker Ave., Stuart, FL 34994
電話：888-778-9073  |  傳真：877-436-7096

tdisdi.com  |  Email: worldhq@tdisdi.com

成為一家潛水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