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海大學國際學院學生校外實習 

職務刊登申請表 

 

一、實習職務 

實習職務名稱 實習生（1~2名） 

Intern (1 or 2 positions) 

實習工作內容 1.國內外再生能源電力市場的發展研究協助，包括最新新聞和政策。 

2.了解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策略和市場工具（碳權、再生能源憑證，

購電協議等） 

3.協助專案經理執行中的專案執行（專案提案、資料研究、相關文件

準備） 

4.協助維護公司社交媒體，包含官方網站、社群網站等 

1. Provide research assistance focusing on the renewable 
energy and power markets, including latest news and 
policies. 

2. Understan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reduction strategy 
and market tools (carbon credit, renewable energy 
certificates, power purchase agreement, etc.) 

3. Assist project manager on ongoing projects (proposal 
presentation, database research, documents preparation) 

4. Help maintain company’s social media, including website. 

 

企業提供實習指導內容 如：企業將協助實習生熟悉產業領域、應用所學、驗收成果。 

1. 熟悉產業領域： 

a. 國內外溫室氣體減量策略 

b. 再生能源環境資產差異，含憑證及碳權 

c. 國際及亞洲再生能源發展(尤其是台灣、中國、日本及東南

亞) 

2. 應用所學： 

a. 再生能源議題及觀點文章彙整 

b. 專案提案資料準備及彙整 



                                                                                                          
3. 驗收成果： 

a. 簡報 

1. Guide interns to be familiar with the sector;  

a.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reduction strategy 

b. Differences of renewable energy environmental asset 
recognized globally include  certificates, carbon credit . 

c.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in international and 
Asia(especially Taiwan, China, Japan and south Asia) 

2. Knowledge application; 

a. Compile and write articles on renewable energy related 
topics 

b. Assist on ongoing projects, such as preparing related 
documents for project proposal 

3. Learning output; 

a. Oral Presentation  

申請資格 國際學院大三及大四的學生(包含國際經營管理學位學程及永續科學

與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Applicants must be junior and senior stud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College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or 
Sustainabilit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Program).  

申請方式 如：請於2020年1月13日前，以電子郵件寄送中英文履歷表及歷年成

績單至賴小姐(lizetlai@mtstonegate.com)，合格者通知面試。 

To apply please prepare a CV in Chinese and English. Email your 
CV and transcript for all semesters to Ms. Lizet Lai 
(lizetlai@mtstonegate.com) by  Jan. 8, 2020 at the latest. Company 
will contact qualified candidates for interview. 

注意：欲以此實習職務經歷，選修學校實習學分之學生，必須事先查讀IC官網

Internship專欄之説明，並事先向系辦確認時程。 

 

 

 
 



                                                                                                          

二、實習機構概況 

實習機構名稱 
石門山綠資本有限公司 
Mt. Stonegate Green Asset Management Ltd. 

實習機構統一編號 
(或相關營利事業登記、 

法人登記字號相關設立字號) 
24818636 

實習地點（地址） 
408台中市南屯區新富路309號 
Rm. 1, 3F., No.309, Xinfu Rd., Nantun Dist., Taichung City 408 

聯絡人 
 姓名：賴以婕         職稱： 風險與控管經理 

 聯絡方式：04-23807548        電子郵件： lizetlai@mtstonegate.com 

輪班  □是（工作  時數，做  天，休   天）■否 

工作時間  暑期全職，開學後工作時間另議。 

加班時間  無 

加班費或補休 無須加班 

膳食 ■自理 □公司提供 

住宿 ■自理    □供宿 

交通狀況 ■自理    □交通車接送 □其他（       ） 

待遇 □定額月薪■時薪(依據勞基法規定)  □週薪   □獎學金 □津貼  □無 

實習機構提供保險 ■團體保險 ■勞保  ■健保 

提撥勞退基金 ■是      □否 

實習機會來源 

□學生自行申請  □企業主動接觸   □院系所推介 

□就友室推介    □國際職場實習中心推介 

□其他途徑（簡述：                 ） 

公司資訊 

公司官網：https://www.mtstonegate.com/ 
公司領英：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mt-stonegate-green-asset-
manag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