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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108年有無引

進外籍移工
備註

0061 晟信人力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安平區建平１２街１４８巷１２、１４號１樓06-2978379 林建宏 有

0113 永通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５１３巷２２弄５號８樓之２ 02-26561667 吳垣 有

0155 真理國際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１８０巷６號６樓之１ 02-5558-2799 陳竹勝 有

0430 皇典貿易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３段２４１號３樓之２ 04-22914477 劉吳益 有

0440 瑋霖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國際路１段１００７號１樓 03-3607171 謝秀珠 有

0441 翔威人才仲介有限公司 臺南市東區大同路２段６１５號１２樓之３ 06-2609512 黃明祥 有

0452 通穩國際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安美街１６１號３樓 02-27963175 許清旺 有

0459 宏泰國際人力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朴子市海通路１１２號 05-3702281-8 周明輝 有

0484 泰順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臺南市東區裕信路１３１號２樓 06-3317886 王明華 有

0618 萬洋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１７５巷１１號１樓 03-3526611 陳瑞新 有

0697 丰元國際有限公司 臺中市豐原區頂街里向陽路１５號１樓 04-25240506 楊秀員 有

0747 順立開發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金馬路２段５１８號１樓 04-7331066 吳三照 有

0761 巨興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３９８號７樓之３ 03-4262068 呂梅英 有

108年度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從事跨國人力仲介服務品質評鑑

績優免評之仲介機構名單

說明：

一、依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從事跨國人力仲介服務品質評鑑(下稱仲介評鑑)要點第4點規定，仲介機構當年度之前2年度評鑑成績均為A級，且當年度及評鑑期間未因違反就

    業服務法受處分、經起訴或有罪判決者，不納入當年度評鑑，以下簡稱績優免評仲介機構。

二、以下為108年度績優免評仲介機構清單(106、107年度為A級且108年1月1日至109年9月15日未違反就業服務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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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63 長賀國際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重信路３４６號 07-3459288 王富煌 有

0780 如新國際人才仲介有限公司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１２３號１樓 07-5318177 張光宇 無 107年度以附表2指標接受評鑑

0789 鴻寶國際有限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３段８１號４樓之２ 02-25705509 譚文博 有

0814 昇孚企業管理有限公司 苗栗縣竹南鎮照南里華東街３號１樓 037-475300 陳淑楨 有

0946 晨潔人力資源有限公司 桃園市蘆竹區吉林路１０１號１４樓 03-2229696 劉志鴻 有

0956 智恩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水源路１段１５號１樓 02-86919588 黃雅慧 有

1005 力捷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新竹縣竹北市溝貝街１巷５２弄８號 03-5520361 陳淑滿 有

1007 瑞禾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高雄市仁武區京吉三路７２號３樓 07-7277312 蔡文豐 有

1046 南亞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３０５巷１３號 02-29900321 謝鑑鎮 有

1079 齊格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１段１８３號２樓 02-89533220 陳明源 有

1080 翔陽國際有限公司 新竹市東區文華里田美一街４９之２號 03-5320032 陳正偉 有

1096 豐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縣竹南鎮永貞路３段５７之１號 037-622689 姚廷穎 有

1098 家信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臺南市永康區大橋一街１０３巷１９２號１樓 06-2310152 高茂仁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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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 國群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長樂街４６號１樓 07-7434476 黃美華 有

1236 亞太資源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２６７號３樓之５ 02-25326778 陳怡寧 有

1252 中天人力有限公司 新北市八里區忠孝路７０之１號 (02)86303359 周超群 有

1302 仲達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台灣大道２段１８１號８樓之３ 04-23290790 劉莉菁 有

1322 偉智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１段３４號６樓 02-25232527 張傳祥 有

1326 勁久外勞仲介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漢成六街４７號１樓 04-23166559 謝秋蘋 有

1338 銢勝豐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國強六街３０號１樓 03-2173300 馮騰旭 有

1342 豐富人力資源顧問有限公司 臺南市北區文成三路８８０號１樓 06-2508578 王素秋 有

1357 慧智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１５３２號２樓 03-3781177 黃郁舜 有

1382 皇城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福祥路５８號７樓 02-22405554 江雅玲 有

1383 大瑀國際有限公司 臺中市潭子區頭張東路１８號１樓 04-25334168 盧源芳 有

1420 致永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２段９７號３樓之２ 02-89531212 陳永丞 有

1459 哲陞實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安順東十街２５號１樓 04-22492838 胡勝裕 有

績優免評仲介機構名單 第3頁



許可證 機構名稱 機構地址 電話

負責人/

經理人姓

名

108年有無引

進外籍移工
備註

108年度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從事跨國人力仲介服務品質評鑑

績優免評之仲介機構名單

說明：

一、依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從事跨國人力仲介服務品質評鑑(下稱仲介評鑑)要點第4點規定，仲介機構當年度之前2年度評鑑成績均為A級，且當年度及評鑑期間未因違反就

    業服務法受處分、經起訴或有罪判決者，不納入當年度評鑑，以下簡稱績優免評仲介機構。

二、以下為108年度績優免評仲介機構清單(106、107年度為A級且108年1月1日至109年9月15日未違反就業服務法者)

1498 天長地久企業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２段４７號４樓 03-4272479 盧麗花 有

1506 元新國際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至真路６巷１３號 07-3432166 胡晉泉 有

1512 宏全人力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皓東路１１１號９樓 07-3856380 劉怡君 有

1523 杜威海外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２段６６６號１４樓之１ 04-23813698 廖本昌 有

1572 圻康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永和區民樂街５９巷２６弄１６號 02-89417711 陳立婷 有

1622 台力人力國際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１段２５號６樓之３７ 02-21002666 陳坤鎮 有

1635 專業人力資源顧問有限公司 花蓮縣花蓮市美工八街６號 03-8235707 李少瑜 有

1670 得意人力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６９９巷１１之２０號 07-3532585 許麗如 有

1691 煒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雙城街１８巷１１號１樓 02-25865775 吳添富 有

1693 華軒國際管理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東路９５號２樓 03-3314678 鄭俞寧 有

1697 菁華人力資源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東興路１２號２樓 02-87873547 平國華 有

1735 獨家國際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惠中路２段４６號１樓 04-22512940 鄭雅惠 有

1758 華康人力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五福里民族路１７４號２樓 03-4940539 謝華英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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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4 濬晟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龍德路１０６巷３５號１０樓 (07)5535402 李同生 有

1788 穩發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溪城路１０５號８樓 (02)26837788 許金英 有

1819 冠龍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２０６號２樓 07-3757111 唐子遠 有

1823 昱翔人力資源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２段１３１號１０樓之３ 04-24723277 蔡惠美 有

1846 凱翔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舊宗路２段１８１巷６號４樓之１ 02-26562895/27998570田雙林 有

1860 勝鑫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宜蘭縣羅東鎮純精路３段１０號２樓 03-9557910 張玉娟 有

1910 北台灣國際人力資源有限公司 新北市土城區慶安街７號 02-22745216 盧麗花 有

1971 詮威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里春日路８５２之１號 (03)3261536 温秉謙 有

1973 顧得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１段７５號４樓 02-23832219 劉孝煦 無 107年度以附表2指標接受評鑑

1982 遠通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９８６之１號１樓 06-2537333 謝孟玹 有

2009 上雅人力資源實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永和區環河西路２段２２９巷５號 02-29278899 蘇雅芬 有

2049 遠揚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區漢陽街２９號１樓 04-22992211 陳威旭 有

2075 安騰國際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新強里新強路２３０號 07-767-5222 廖紫螢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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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 泰俐德開發管理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建八路２號１０樓之９ 02-8228-0358 張惠琪 有

2141 檤亨企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潮洋里市政北二路２３８號１１樓之２04-2253-5252 王仁仰 有

2174 安安國際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臺南市南區金華里中華西路一段１９０號 06-2925577 李永安 有

2203 鈺蕎企業有限公司 臺南市安南區仁安一街２２３號１樓 06-2552169 陳貞霓 有

2204 精準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正區新生南路一段１０２號４樓 02-25782582 樓翠珍 無 107年度以附表3指標接受評鑑

2208 禾仲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國強六街１６號１樓 03-3921120 張雅玲 有

2211 仲信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彰化縣員林市惠來西街８５號１樓 04-8348131 游博厚 有

2218 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５段８９號１４樓 02-87871111 林文雄 無 107年度以附表3指標接受評鑑

2231 勝興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北三路３７號１０樓 07-5526489 黃婧情 有

2232 群英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臺中市沙鹿區錦華街１３號１樓 (04)26657575 李德媖 有

2236 弘大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桃園市大園區大豐三街４１號１樓 03-2870801 陳永弘 有

2238 晶品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湖南里文化一路一段２３３號９樓 02-86012288 江燕梅 有

2255 永記外勞仲介有限公司 金門縣金城鎮西門里金城新莊７巷１６號 082-312655 許秀瓊 有

績優免評仲介機構名單 第6頁



許可證 機構名稱 機構地址 電話

負責人/

經理人姓

名

108年有無引

進外籍移工
備註

108年度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從事跨國人力仲介服務品質評鑑

績優免評之仲介機構名單

說明：

一、依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從事跨國人力仲介服務品質評鑑(下稱仲介評鑑)要點第4點規定，仲介機構當年度之前2年度評鑑成績均為A級，且當年度及評鑑期間未因違反就

    業服務法受處分、經起訴或有罪判決者，不納入當年度評鑑，以下簡稱績優免評仲介機構。

二、以下為108年度績優免評仲介機構清單(106、107年度為A級且108年1月1日至109年9月15日未違反就業服務法者)

2256 上健康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營區好平里南昌街１６號１樓 06-6321191 曾榮祥 有

2276 艾美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華美西街１段６號２樓 04-23261200 劉惠雅 有

2279 震大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建八路２１５號１３樓 02-22266239 蔡憲仁 有

2303 福聚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板南路１２０號３樓 02-22426316 賀君平 有

2317 台灣米高蒲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３６號８樓之１ 02-87298211 許宗仁 無 107年度以附表2指標接受評鑑

2319 日和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桃園市蘆竹區南興村南福街２７之６號 03-3112165 楊玉麟 有

2320 日岳生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屏東縣屏東市瑞光路２段２８８號 08-7377177 陳之萱 有

2322 晟毅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自強南路２５巷２４號 04-7239969 林志同 有

2337 智邦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臺北市萬華區長沙街２段９１號５樓之５ (02)23311998 陳湘妘 有

2384 優肯人力資源顧問有限公司 桃園市平鎮區南平路９８巷１２弄２６號１樓 03-4390858 邱建章 有

2404 世新國際人力資源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２段２５６巷６號１６樓之５ 04-24522255 周海澄 無 107年度以附表3指標接受評鑑

2408 新加坡商立可人事顧問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９７號１０樓之２ 02-87806819 王慧媛 無 107年度以附表3指標接受評鑑

2444 天德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４段９２５號１９樓之６ 04-23583052 廖朝昕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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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證 機構名稱 機構地址 電話

負責人/

經理人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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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外籍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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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優免評之仲介機構名單

說明：

一、依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從事跨國人力仲介服務品質評鑑(下稱仲介評鑑)要點第4點規定，仲介機構當年度之前2年度評鑑成績均為A級，且當年度及評鑑期間未因違反就

    業服務法受處分、經起訴或有罪判決者，不納入當年度評鑑，以下簡稱績優免評仲介機構。

二、以下為108年度績優免評仲介機構清單(106、107年度為A級且108年1月1日至109年9月15日未違反就業服務法者)

2459 僑斯特人力資源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豐年街４２號１樓 02-2206795 施勝翔 無 107年度以附表2指標接受評鑑

2460 百盛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大忠南街１０１號１樓 04-23768080 陳昌文 有

2464 晨暘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２９５號３樓 02-8521-3456 蔡東樺 有

2465 瑞憶國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上安路１１巷４２號１樓 04-27003302 賴蔚芯 有

2478 菲揚國際有限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１號１６樓之３ 02-27518991 曾國柱 有

2515 傑信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１０７１號６樓之４ 03-3554436 鍾懷德 有

2531 侑宸國際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２段２５９之３號６樓之６ 04-27073368 李美倫 有

2536 詠德國際人力顧問有限公司 新北市樹林區學勤路３０８號１樓 02-26800258 吳偉明 有

2537 神鷹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仁武區灣內里澄觀路１５４９號１樓 07-3754446 何金芳 有

2548 匯嶔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花蓮縣花蓮市國盛七街５１號１樓 03-8322983 余桂蓮 有

2550 奕銓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２７８號 07-3661579 林玉珍 有

2582 展鈺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臺中市東區振興里立德街１８０號１樓 04-22813988 魏敏芳 有

2596 銓博人力資源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萬安街５３巷３９號５樓 02-29560060 蘇俊隆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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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8 海暘國際有限公司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１２８之５號 07-5612297 陳國利 無 107年度以附表2指標接受評鑑

2604 和群人力資源有限公司 臺南市永康區埔園里四維街３８號 06-2043333 孫瑞良 無 107年度以附表1指標接受評鑑

2618 信川企業有限公司 嘉義市西區獅子里南京路１５４號１樓 05-2835239 馬豐裕 有

2629 愛恩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新生路６１３號２樓 03-4550062 馮仁宏 有

2632 新旺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臺中市東區建智街１１８號１樓 04-22806599 李建明 有

2643 高鼎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天水東街３５號５樓 04-36029007 張凱婷 有

2651 君騰有限公司 桃園市龜山區中華街１段３０號 03-3507867 陳廉勳 有

2657 竣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１２０９巷１２弄２號２樓 03-3460502 楊金蓮 有

2674 彬彬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臺南市安南區海佃路２段６５３巷８２弄１８號２樓06-2560749 陳碩婷 有

2684 勤創國際人力資源有限公司 新竹縣竹北市環北路２段１０７號１樓 03-5540008 劉思瑜 有

2686 明新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新竹縣竹北市北興里勝利十街１８號５樓 03-6579953 張瑞竹 有

2695 丰碩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工業區二三路１號１樓 04-23599443 洪汶琳 有

2706 麗群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向心里永春東路６３８號３樓 04-2473-6598 鄭榆蓁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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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1 聯允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四路３４９號１２樓 07-2358181 林珂萍 有

2716 久宸國際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臺南市永康區中山南路６５４號１樓 06-3020831 歐國良 有

2720 順易開發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五權里金馬路３段４３號 04-7276377 洪碧純 有

2741 沛霖國際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義光街４０號２樓之４ 07-3965995 王千沛 有

2751 康勝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臺中市梧棲區臺灣大道八段４３２號 04-36090999 趙守欉 有

2764 知識遊學顧問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２段１號１０樓 02-23255058 海明明 無 107年度以附表3指標接受評鑑

2787 有謙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苗栗縣頭份市信東路２段１８１號１樓 037-665252 葉冠驛 有

2796 天齊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大溪區仁和里仁和七街１１３號 03-3074002 呂理豪 有

2816 震源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７３８號１６樓之８ 02-8226-1968 趙梨韶 有

2823 承創人力資源有限公司 臺中市東區大興街２０號１樓 04-22810888 莊怡雯 有

2826 鴻旭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環山路１段７７號４樓 02-26588538 鄭博元 有

2828 旌旗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１９８號２０樓之１ 07-5572158 陳冠里 有

2844 力鵬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３段１７８號８樓 02-77367399 陳衍翰 無 107年度以附表2指標接受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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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0 坦德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二段１８６號１２樓之３ 04-35033955 鄭卉蓁 有

績優免評仲介機構名單 第1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