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公司名稱 實習類型 需求總人數 環境安全性 提供勞保及勞退金 是否提供住宿 是否提供薪資 每月薪資 實習(工作)時間 職缺 工作地點 工作內容 具備條件

1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_

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
上學期 1 安全 願意 無 有 時薪/168元

週一、週三、

週四

8:30-17:30

專業設備維護技術員 高雄茄萣區

1.協助訓練之個人防護裝備(PPE)維護保養與籌備

2.協助GWO培訓場域檢點

3.支援部門相關文書處理

2 昕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學期

(上、下學期都可)
2 安全 願意

有
每月4,000

有 25,250元/月 8hrs/day

1.作業員/1人

2.研究助理/1人 台中
1.協助製造主管交辦工作(耐心及態度良好)

2.協助研發主管交辦工作(耐心及態度良好)

3
南台灣環境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寒、暑假 2 安全 不願意 無 無 0

8:30-12:30

13:3017:30

1.檢測分析員/2人

2.採樣監測員/2人
台南巿永康區

1.環境基質(水質、空氣、土壤、廢棄物等)分析

2.環境基質(水質、空氣、土壤、廢棄物等)採樣

4
磐誠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學期

(上、下學期都可)
2 安全 不願意 無 有

提供獎助學金，

學期制_10,000元/月

暑期制_5,000元/期

週一-週五

9:00-18:00

午休12:30-13:30

實習生/2人
高雄or新北辦

公室
環境類科系學生，協助文書處理及專案庶務執行 對Word、Excel及PowerPoint有一定熟稔度

5-1
韋能能源有限公司(雲林)

4人

5-2
韋能能源有限公司(嘉義)

1人

5-3
韋能能源有限公司(台南)

1人

6-1
工研院綠能所

C100
實習生 台南沙崙 1人

一、例行性事務 (佔工作比例≤ 20%)：

1. 實驗室清潔整理

2. 儀器分析與操作

3. 實驗資料與文獻整理

二、專業性實務 (佔工作比例

1. 複合材料製備與分析實驗

2. 間接式碳酸化製程操作

3. 材料性質測試與分析

1.材料科學、循環經濟、專題實作

2.具備環境化學或環境分析化學實驗經驗

3.實驗學習熱忱、責任心

6-2
工研院綠能所

C300
實習生 台南沙崙 1人

1.厭氧發酵實驗

2.微藻養殖與產製能源程序研究

3.生物合成燃料製作評估

4.實驗室資料與文獻整理

5.實驗室環境整潔與維護

1.化工/材料/環工相關科系

2.樂觀、熱衷學習

6-3
工研院綠能所

C500
實習生 台南沙崙 1人

1.鋰電池或釩液流系統儲能系統建置

2.電池測試、數據整理與分析、問題回饋

1.電子/電機相關背景

2.材料/化工相關背景

6-4
工研院綠能所

N100
實習生 新竹1人

1.:參與空污防制及管理相關計畫工作之資料彙整

2.支援工廠現勘及檢測作業

3.國內外空氣污染防制技術資料解析

1.以有修習環境評估模組課程之學生優先

2.修過空氣污染防制、污染監測與分析、資

料統計與分析等課程之學生更佳

3.孰悉WORD，EXCEL、PowerPoint

6-5
工研院綠能所

P300
實習生 新竹1人

環境工程、環境檢測分析、廢棄物處理、土壤污染防制相關，

實習工作如下：

1.不明廢棄物採樣及地下水採樣

2.廢棄物簡易篩測

3.廢棄物及土壤地下水場址調查整治

4.環境化學檢測分析

1.主要選修以下課程：環境保護法規、水質

分析、環境微生物、工業與環境毒物、地理

資訊系統、污染監測與分析、水文學、環境

污染物分析、廢棄物處理、化學分析概論、

有害廢棄物管理…等

2.職業規劃為擔任環境工程師、環境測定人

員或攻讀研究所者

6-6
工研院綠能所

P400
實習生 台南沙崙 1人

1. 協助循環經濟與淨零排放之文獻資料蒐集與整理

2. 協助環境商品與服務調查問卷之整理與繪圖/表

3. 協助碳估算數據整理與繪圖/表

1. 有Excel表分析概念

2. 對減碳、循環經濟、資源再生議題有興趣

者

6-7
工研院綠能所

R100
實習生 台南沙崙 2人

1. 綠色及能源產業相關工作

2. 真空及薄膜製程

3. 化工與材料儀器分析檢測

4. 材料與化工製造

1. 修過綠能(太陽電池、儲能...等)、材料或化

工相關課程及背景者佳

2. 具真空鍍膜經驗者佳

3. 具儀器分析經驗者佳

4. 具電腦繪圖(如autocad)相關經驗者佳

每週上班5天

8:00-17:00

學年 26,000
每週上班5天

8:00-17:00

學年 安全 有 無 有 26000

綠能系 學生校外實習廠商需求總表

學年 學年 學年 學年 學年

(雲林)4人

(嘉義)1人

(台南)1人

協助太陽能電廠定期巡檢及維護，確保電廠PR值/可用率達到公

司標準。包含：

1.遵守公司工作指南進行維護工作

2.在主管引導下進行太陽能模組熱險箱檢查，絶緣及PV測試。

3.協助PV box電電盤、直流開關箱、逆變器等設備之定期維護。

4.例行性變壓器，環路開關及高壓接頭預防性檢修。

5.太陽能電廠電氣設備維修以及備品更換。

6.利用監控系統監測電廠發電情形，並學習及時判斷現場問題

(故障排除)。

7.完成相關的文書報告。

8.確保所有工作都按照公司標準的工藝和安全性進行。

9.工具、備品整理，清潔及友善保存。

10.工作記錄保存，並回報主管工作進度及完成事項。

11.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1.電機／機械／綠能系

2.高機動性(可接受調動和旅行)，配合度高。

3.開朗易溝通和團隊精神，並願意接受公司培

訓。

4.抗壓性高，良好的自我控制能力，並能夠獨

立作業。

5.具有手排駕駛執照。

6.具基本英語能力。

7.熟office文書作業軟體。

8.具機電相關專業證照者為佳。

9.自備交通工具(往返住家與工作現場).

學期

學年
6 安全 願意

有津貼

每月5,000元
(僅提供住家與工作

地點不同縣巿之同

學)

有

其他津貼:行動電話

實支實付上限每月

1500元、健身房月費

實支實付上限每月

2000元、安全鞋實支

實付上限3000元、團

體保險(本人)

32,000元/月
每週上班5天，

8:30-17:30

助理工程師



編號 公司名稱 實習類型 需求總人數 環境安全性 提供勞保及勞退金 是否提供住宿 是否提供薪資 每月薪資 實習(工作)時間 職缺 工作地點 工作內容 具備條件

綠能系 學生校外實習廠商需求總表

6-8
工研院綠能所

R200
實習生 台南沙崙 1人

1.鈣鈦礦太陽電池製作

2.真空鍍膜操作

3.電池效率追蹤

1.基礎化學知識

2.有積極向上的心態

6-9
工研院綠能所

R300
實習生 台南沙崙 2人

1.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認識

2.太陽光電模組檢測

3.太陽光電系統實作與儀器應用

4.太陽光電系統設計與模擬分析

1.電機、綠能相關專業背景

2.具工業配電、室內配電等技術士尤佳

3.有太陽光電儀器設備操作經驗

4.具備電腦文書處理能力、程式設計經驗尤

佳

6-10
工研院綠能所

U200
實習生 台南沙崙 1人

1.一般例行事務性工作:工作比例之20%

機台搬運

整理料件BOM表

協助環境整理

2.專業相關實務工作:工作比例之80%

熟悉轉換器電路原理

制定轉換器規格

psim模擬

Altium電路設計與PCB規劃

實驗設備操作與實用

測試環境架設

轉換器電路測試與驗證

1.具團隊默契

2.當責態度

3.積極學習態度

6-11 工研院 產服中心 2 願意 有
一週至少三天

9:00~18:00
台南沙崙 2人 協助場域維護

1.履歷

2.

7 群創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30 安全 願意 無

有
其他津貼:三節獎金

(依規定)，轉正獎金

一筆25,000，留任獎

金71,200(分兩年發放)

30,000元/月

2022/7~2023/6

週一~週五

8:00-17:00

設備副工程師 機台設維修與保養/泛理工科系

8-1 系統助理工程師2人 台南 熟Auto Cad繪圖

8-2 電機助理工程師2人 台南 基礎電學概念

9 玖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學年 4 安全 願意 無 有 25,250元/月
週一~週五

8hrs/day
系統工程師 台南 太陽光電系統規畫

會CAD佳【有電類相關證照有加分

有汽車駕照加分】

10
台灣人工智慧製業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學期

(上、下學期都可)
1-2人 安全 願意 無 有 26,000元/月

8:00-17:00，

週休二日

光電維運工程師(實習

缺)
台南

電廠維運、檢修，DC、AC故障排除、InV更換，模組例行清洗

，地面型案場除草等。
會AutoCAD／光電乙級證照優先錄取

11-1
達德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_環教中心)
學期

(上、下學期都可)
2 安全 願意 有

無
有津貼

工作津貼

10,000元/月

週一~週五

10:00-17:00

環教人員：雲林風場

附近籌備中的環教中

心（海巡安檢所)，共

同籌設環教中心

雲林風場 行政、交學活動、解說導覽、環境維護

11-2
達德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公司)
學期

(上、下學期都可)
2 安全 願意 無 有 時薪/180元

週一~週五

8:00-17:00
櫃台行政 台北 櫃台行政接待 英文溝通能力

11-3
達德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公司)
學期

(上、下學期都可)
2 安全 願意 無 有 時薪/180元

週一~週五

8:00-17:00
行政協調 台北 跟主管機關溝通協調外籍人員入出境 英文溝通與公文書寫能力

13
乙鳴環境科技實業有限

公司
學期

(上、下學期都可)
2 安全 願意 無 有 25,250元/月

每週上班五天

8:30-12:00

13:00-17:30

專案管理師 台南巿東區

工作內容：

1.執行專案計畫。

2.專案相關料蒐集、彙整及分析。

3.專案相關資料處理作業，如準備書面報告、簡報等資料。

4.處理庶務性行政工作、會議、活動籌備。

5.主管另行交辦事項。

1.具備文書處理/排版能力，熟悉OFFICW文書

軟體。

2.基本英文能力。

3.基本表達與溝通能力

14
潔光能源股份有限公(翰

可國際)
學期

(上、下學期都可)
2 安全 願意 無 有 26,000元/月

8:00-17:00，

週休二日

光電維運工程師(實習

缺)
台南

電廠維運、檢修，DC、AC故障排除、InV更換，模組例行清洗

，地面型案場除草等。
EE / 會AutoCAD／光電乙級證照優先錄取

15 汎武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學年 4 安全 願意 無 有 26,000元/月
8:00-17:30(午休

12:00-13:30)

1.業務助理

2.倉管助理
高雄

1.協助業務部行政文書工作

2.協助倉儲部行政文書工作、盤點工作

會Word、Excel

每週上班5天

8:00-17:00

學年

學年 安全 有 無 有 26000

無

有

其他津貼:現場人員

200元/天

26,000元/月

週一~週五

8:00-7:30

08:00-17:00

稟鈞再生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4 安全 願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