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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就業機構基本資料表 

公司名稱 德唯特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黎凱 統一編號 5088 6258 

聯絡人 許士凡 (Stefan Marschner) 第二聯絡人 施佩君 (Pei-Chun Shih) 

聯絡人電話 

E-mail 

S.Marschner@deutsche-

windtechnik.com 

+886 975 009 016 

 
P.Shih@deutsche-windtechnik.com 

+49 421 69105 146 

公司地址 10560 台灣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 11 巷 35 號 3 樓 

實習地點 雲林 / 嘉義 Yunlin / Chiayi 實習部門 運維 Service 

公司簡介 

德唯特集團是德國最大的風力發電機服務供應商，提供了與風力發電機相關的

全方位系統服務。全球擁有超過 4,000 架風力發電機的維修服務合約，超過

1,300 名員工遍布歐洲、美國及台灣，德唯特為世界風力發電維修與服務品質訂

定了最高的標準。 

Deutsche Windtechnik is Germany’s largest Independent Service Provider offering a 

comprehensive service package for Wind Turbine Generators (WTG) from one single 

source. With more than 4,000 WTGs under contract and more than 1,300 employees 

operating in several European countries, the USA and Taiwan. Deutsche Windtechnik 

sets the bar for Independent Service Provider services. 

甄選方式 

虎尾科大與德唯特預計將於 10 月底前進行風電產業實習說明會，並且透過學生

海選的方式選出 10 位對此實習計畫有興趣的學生。 

德唯特將於 12 月以面試方式由這 10 位學生中優選出其中 2 位以執行其實習計

畫，並簽訂實習合約。 

此實習計畫共可分為 1+3 個階段： 

1. 2020 年 01 月－03 月：實習前導規劃 (為期 3 月) 

德唯特將提供每月 3,000 台幣實習獎學金給兩位學生 

2. 2020 年 04 月－05 月：陸上風機運維 (為期 6 週) 

2 位學生將跟隨專業的風電工程團隊，透過實際的操作作業，學習陸上風機

的運維規劃與實行。 

德唯特亦將於此期間提供每月 25,000－30,000 台幣實習薪水給兩位學生。 

3. 2020 年 06 月：GWO 離岸風電訓練 (為期 2 週) 

4. 2020 年 06 月－09 月：離岸風機運維 (為期 4 月) 

2 位學生將跟隨專業的風電工程團隊，透過實際的操作作業，學習離岸風機

的運維規劃與實行。 

德唯特亦將於此期間提供每月 25,000－30,000 台幣實習薪水給兩位學生，以

及各式離岸相關津貼。 

此實習計畫結束後，學生可以選擇是否願願意成為德唯特之正式員工，並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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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隨其離岸團隊繼續工作。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hereafter: NFU) and Deutsche Windtechnik (hereafter: 

DWT) will organize an orientation event for offshore working internship. NFU and 

DWT will then select 10 students, who is interested in this opportunity of internship.  

DWT will organize interviews with these students in December, then select 2 students 

from 10 to execute this internship plan, including contract signing.  

This Internship could be divided into 1+3 phases: 

1. January 2020 - March 2020: Initiation of Internship (3 months) 

DWT will provide 3,000 NTD per month to these 2 students as internship 

scholarship.  

2. April 2020 - May 2020: Onshore O&M Project (6 weeks) 

2 Students will follow the professional working team to an Onshore wind farm, to 

learn the performance and operation of WTG O&M and to gain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s. A learning by doing system will be executed.  

DWT will provide 25,000-30,000 NTD per month to these 2 students as monthly 

internship salary. 

3. June 2020: GWO Training (2 weeks) 

4. June 2020 - September 2020: Offshore O&M Project (4 months) 

2 Students will follow the professional working team to an Offshore wind farm, to 

learn the performance and operation of WTG O&M and to gain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s. A learning by doing system will be executed.  

DWT will provide 25,000-30,000 NTD per month to these 2 students as monthly 

internship salary. 

By the end of this internship plan, 2 students could freely decide if they would like to 

become official employees of DWT Group, continue following the offshore team and 

execute the work officially.  

 

實習時間 
2020 年 04 月 01 日至 2020 年 09 月 30 日 

From 01 April 2019 to 30 September 2020 
實習工作時段 

輪班制度(每日 12 HR)  

Shift (12 HR per day) 

輪班 

□否 工作 8 時 

■是 做 2週休 2週  

2 weeks on - 2 weeks off 

加班時間 

□否 每日    時 

■是 尚未擬定  

但將採用彈性工時制度 

Overtime system is not 

yet planned, but a 

flexible working time 

system will be used for 

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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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學期中實習(18週共 160小時)    ■全學期實習(18~20週共 720~800小時) 

□寒/暑假實習(4週共 160小時)    □全學年實習(36~40週共 1440~1600小時) 

□暑假實習(8週共 320小時)       □夜四技就業      □畢業就業 

系別 工作項目內容 名額 薪資/獎助學金 需求條件或專長 備註 

 

風電運維產業之

實務學習 

Practical Learning 

of Wind Energy 

O&M 

2 

■有 25,000元/

月 

□無     元/月 

1. 修讀電機或機械相

關課程 

Study in electrical 

engineer or mechanical 

engineer related.  

2. 對風電產業有興趣 

Interesting in Wind 

Energy 

3. 英文溝通能力 

English communication 

skill 

 

 

公司福利 

交通津貼 伙食 宿舍 勞保 健保 意外險 勞退 其他 

□  免費 

□不提供 

□  提供 

□不提供 

■ 提供 

□不提供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出海 

津貼 

 
依實際情況決定其交通及伙食津貼 

Allowance for transportation and food will be decided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配合個資法的實行，請留公司的聯絡電話及E-mail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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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就業機構基本資料表 

公司名稱 德唯特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黎凱 統一編號 5088 6258 

聯絡人 許士凡 (Stefan Marschner) 第二聯絡人 施佩君 (Pei-Chun Shih) 

聯絡人電話 

E-mail 

S.Marschner@deutsche-

windtechnik.com 

+886 975 009 016 

 
P.Shih@deutsche-windtechnik.com 

+49 421 69105 146 

公司地址 10560 台灣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 11 巷 35 號 3 樓 

實習地點 雲林 / 嘉義 Yunlin / Chiayi 實習部門 運維 Service 

公司簡介 

德唯特集團是德國最大的風力發電機服務供應商，提供了與風力發電機相關的

全方位系統服務。全球擁有超過 4,000 架風力發電機的維修服務合約，超過

1,300 名員工遍布歐洲、美國及台灣，德唯特為世界風力發電維修與服務品質訂

定了最高的標準。 

Deutsche Windtechnik is Germany’s largest Independent Service Provider offering a 

comprehensive service package for Wind Turbine Generators (WTG) from one single 

source. With more than 4,000 WTGs under contract and more than 1,300 employees 

operating in several European countries, the USA and Taiwan. Deutsche Windtechnik 

sets the bar for Independent Service Provider services. 

甄選方式 

 

 

 

 

時間 
2020 年 06 月 01 日 

 
工作時段 

輪班制度(每日 12 HR)  

Shift (12 HR per day) 

輪班 

□否 工作 8 時 

■是 做 2週休 2週  

2 weeks on - 2 weeks off 

加班時間 

□否 每日    時 

■是 尚未擬定  

但將採用彈性工時制度 

Overtime system is not 

yet planned, but a 

flexible working time 

system will be used for 

sure. 

類別 

□學期中實習(18週共 160小時)    □全學期實習(18~20週共 720~800小時) 

□寒/暑假實習(4週共 160小時)    □全學年實習(36~40週共 1440~1600小時) 

□暑假實習(8週共 320小時)       □夜四技就業      ■畢業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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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 工作項目內容 名額 薪資/獎助學金 需求條件或專長 備註 

 

海上風電維修之

相關工作(電機領

域) 

1 4-4.5萬/月 
丙級以上電機相關的

技術士證 

包住宿和

出海津貼 

 

海上風電維修之

相關工作(機械領

域) 

1 4-4.5萬/月 
丙級以上電機相關的

技術士證 

包住宿和

出海津貼 

離岸風電學程 

通過學生 
實習工作項目內容 名額 

就業薪資/ 

獎助學金 
需求條件或專長 備註 

      

公司福利 

交通津貼 伙食 宿舍 勞保 健保 意外險 勞退 其他 

□  免費 

□不提供 

□  提供 

□不提供 

■ 提供 

□不提供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出海 

津貼 

備註 
依實際情況決定其交通及伙食津貼 

Allowance for transportation and food will be decided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