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許可證 機構名稱 機構地址 電話
負責人/經

理人姓名

未列入受評

原因
終止營業日期

0311 好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２段１１號９樓之１ 02-25630119 黃杲傑 終止營業 20200505

0434 東駿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新北市泰山區泰林路２段５８３號２樓 02-22976171 劉克凌 曾拒評

0561 大誌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２段２８５號１４樓之２ 03-5163086 張添勇 終止營業 20200609

0568 群策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５１３巷２２弄５號８樓之４ 02-26575507 朱尤敏 終止營業 20200803

0647 宏昇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４２５號４樓之１５ 06-2029046 陳超楓
109年拒絕評

鑑

1211 盛瑋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三和街２６號１樓 04-23800313 王慧蓮 終止營業 20200722

1229 星晟國際有限公司 嘉義市東區公明路８３號２樓 05-2785600 侯宗欽 曾拒評

1386 復康拓開發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新街里環北路４００號１０樓之２ 03-422-7185 呂學遠
109年拒絕評

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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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納入評鑑之機構名單

說明：

一、評鑑對象：108年度評鑑對象為107年12月31日前設立的人力仲介公司。

二、 以下名單為109年未依規定接受評鑑、連續兩年評鑑成績為C級不納入評鑑、曾拒絕評鑑或於今年度終止營業。

未納入評鑑對象



許可證 機構名稱 機構地址 電話
負責人/經

理人姓名

未列入受評

原因
終止營業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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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納入評鑑之機構名單

說明：

一、評鑑對象：108年度評鑑對象為107年12月31日前設立的人力仲介公司。

二、 以下名單為109年未依規定接受評鑑、連續兩年評鑑成績為C級不納入評鑑、曾拒絕評鑑或於今年度終止營業。

1413 永晉旺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烏日區高鐵路一段６８號１樓 04-2336-5123 謝&#29486;林曾拒評 20200205

1451 麗天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６７８巷１０號１樓 02-22777291 黃慧華 終止營業 20200511

1499 鼎嘉人力開發有限公司 臺南市永康區小東路６８９之９１號１８樓Ａ１ 06-3113338 李宗憲
109年拒絕評

鑑

1630 遠東人力派遣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１８０巷６號６樓之９ 02-5558-5488 陳奕宏 終止營業 20200219

1703 泰洋城開發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新街里環北路４００號８樓之７ 03-4227017 呂學遠 終止營業 20200501

1741 惠民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雲林縣虎尾鎮大成街４６２號１樓 05-6326065 王慧娟 終止營業 20200108

1831 友源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伊通街１１４號３樓 02-25156557 姜劉寶霞 終止營業 20200616

1842 尚勤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２段２０８巷１０弄２３號２樓04-23177658 張和燊 終止營業 20200131

未納入評鑑對象



許可證 機構名稱 機構地址 電話
負責人/經

理人姓名

未列入受評

原因
終止營業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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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納入評鑑之機構名單

說明：

一、評鑑對象：108年度評鑑對象為107年12月31日前設立的人力仲介公司。

二、 以下名單為109年未依規定接受評鑑、連續兩年評鑑成績為C級不納入評鑑、曾拒絕評鑑或於今年度終止營業。

1867 瑞來安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３２之１號４樓 02-66182686 許准 終止營業 20200520

1901 齊鈜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屏東縣屏東市北興里公裕街１７１號２樓 08-7325100 古蕓裳 終止營業 20200605

1905 信寶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新強路１６７號１樓 07-7675254 陳宗立 終止營業 20200427

2008 福信人才仲介有限公司 新竹市北區湳雅街２１７號１樓 03-5312066 曾彥倩 終止營業 20200106

2187 森太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土城區沛陂里福安街２６號(２樓) 03-3665010 潘克拉昌 終止營業 20200118

2196 冠德人力資源顧問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３０２號１樓 (02)22494303 許正德 終止營業 20200213

未納入評鑑對象



許可證 機構名稱 機構地址 電話
負責人/經

理人姓名

未列入受評

原因
終止營業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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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納入評鑑之機構名單

說明：

一、評鑑對象：108年度評鑑對象為107年12月31日前設立的人力仲介公司。

二、 以下名單為109年未依規定接受評鑑、連續兩年評鑑成績為C級不納入評鑑、曾拒絕評鑑或於今年度終止營業。

2198 全隆國際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３７２號５樓 02-25032317 呂顯平 終止營業 20200216

2336 宗德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彰化縣和美鎮嘉犁里線東路３段７號１樓 0966-858500 柯政宗 終止營業 20200709

2437 冠台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２段２５２號１樓 04-7251331 洪培民 終止營業 20200411

2440 菁展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５段１５號１１樓 02-25283670 張玉仙 終止營業 20200327

2471 雲輔外勞仲介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玉山街２３３巷４５號１樓 03-2180295 廖雲江 終止營業 20200701

2495 頂尖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區山西路２段９５號１樓 04-22925566 吳忠誠
109年拒絕評

鑑
20200706

未納入評鑑對象



許可證 機構名稱 機構地址 電話
負責人/經

理人姓名

未列入受評

原因
終止營業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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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納入評鑑之機構名單

說明：

一、評鑑對象：108年度評鑑對象為107年12月31日前設立的人力仲介公司。

二、 以下名單為109年未依規定接受評鑑、連續兩年評鑑成績為C級不納入評鑑、曾拒絕評鑑或於今年度終止營業。

2533 捷仁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臺南市北區和順里西門路３段１５９號９樓之２ 06-2227339 王炳元 終止營業 20200120

2692 廣益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苗栗縣苗栗市福麗里福慶７號１樓 037-375015 邱紹炘 終止營業 20200107

2737 上億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３２６號４樓之１ 02-29238115 李月鳳 終止營業 20200103

2749 合泰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２段１４１號２樓之８ 02-23142758 余文博
連續兩年評

鑑成績為C級
20200202

2754 瑞展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臺中市潭子區甘水路１段４２號１樓 04-25362230 謝財德 終止營業 20200216

2755 聯旺國際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西勢里忠孝街２５號 04-7510059 陳寶蓮 終止營業 20200217

未納入評鑑對象



許可證 機構名稱 機構地址 電話
負責人/經

理人姓名

未列入受評

原因
終止營業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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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納入評鑑之機構名單

說明：

一、評鑑對象：108年度評鑑對象為107年12月31日前設立的人力仲介公司。

二、 以下名單為109年未依規定接受評鑑、連續兩年評鑑成績為C級不納入評鑑、曾拒絕評鑑或於今年度終止營業。

2760 振旺國際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２段１８９之１號４樓 02-87911477 王凱萱 終止營業 20200224

2761 九一八國際人力資源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１４８號４樓之３ 02-8773-8880#11王耀輝 終止營業 20200308

2769 豐繹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里永安路３００號３樓 03-3320983 張承豐 終止營業 20200323

2783 曜上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篤行里華美一路３３巷４２號１樓 03-4565596 潘昭朱
連續兩年評

鑑成績為C級
20200511

2784 巨亨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同德五街１３１巷５弄１７號１樓 03-3172335 林靈谷 終止營業 20200511

2797 廉明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花蓮縣花蓮市榮正街７８巷１１之１號 03-832-0653 郭來葉 終止營業 20200613

未納入評鑑對象



許可證 機構名稱 機構地址 電話
負責人/經

理人姓名

未列入受評

原因
終止營業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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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納入評鑑之機構名單

說明：

一、評鑑對象：108年度評鑑對象為107年12月31日前設立的人力仲介公司。

二、 以下名單為109年未依規定接受評鑑、連續兩年評鑑成績為C級不納入評鑑、曾拒絕評鑑或於今年度終止營業。

2798 起榮國際有限公司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４段１４９巷１３號２樓 02-8230-1987 王良丞 終止營業 20200613

2800 美力國際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１１９號８樓之２ 07-331-4795 潘美麗 終止營業 20200617

2801 天勤國際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１６９號６樓之１ 07-3963338 方凱蒂 終止營業 20200707

2804 泉芯禾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鎮東街１０８號２樓 07-7407521 陳羿文
連續兩年評

鑑成績為C級
20200713

2808 東鉌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內厝路１８５巷２弄５號８樓之２ 07-7837519 俞宜箴 終止營業 20200711

2812 昇宏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區中清路一段６５８號２樓 04-2299-2445 周名宏
109年拒絕評

鑑
20200710

未納入評鑑對象



許可證 機構名稱 機構地址 電話
負責人/經

理人姓名

未列入受評

原因
終止營業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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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納入評鑑之機構名單

說明：

一、評鑑對象：108年度評鑑對象為107年12月31日前設立的人力仲介公司。

二、 以下名單為109年未依規定接受評鑑、連續兩年評鑑成績為C級不納入評鑑、曾拒絕評鑑或於今年度終止營業。

2825 雙全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臺南市安平區育平里府平路２４３號１樓 06-2997295 翁全輝
109年拒絕評

鑑
20200728

2827 台越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三八路８號２樓 0932452445 范氏香 終止營業 20200312

2837 巨興人力資源有限公司 基隆市暖暖區暖東里東勢街５６之３號１樓 02-24691809 許庭禎 終止營業 20200713

2847 聯通人資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臺南市北區光武里北門路２段５４７巷１０號 06-2526540 黃永森
連續兩年評

鑑成績為C級

2855 萬豐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２段５９號３樓之２ 02-27087118 張浩城
連續兩年評

鑑成績為C級

2859 盟恩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９號６樓之３ 02-25066026 劉博文 終止營業 20200520

未納入評鑑對象



許可證 機構名稱 機構地址 電話
負責人/經

理人姓名

未列入受評

原因
終止營業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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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納入評鑑之機構名單

說明：

一、評鑑對象：108年度評鑑對象為107年12月31日前設立的人力仲介公司。

二、 以下名單為109年未依規定接受評鑑、連續兩年評鑑成績為C級不納入評鑑、曾拒絕評鑑或於今年度終止營業。

2881 双橋文教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５０號１６樓 02-23117333 張慈芸 終止營業 20200615

2990 宥騰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５３６號９樓之３ 07-5533502 陳宥懋 終止營業 20200126

2997 嘉洋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宜蘭縣五結鄉自強東路１１５號１樓 03-9606597 蔣岳宇 終止營業 20200214

3001 弘意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社區自由路１６０巷１２弄１０號１樓 07-3510139 林意珊 終止營業 20200315

3009 巨升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新北市淡水區紅樹林路６８號５樓 02-85227781 張廷章
109年拒絕評

鑑

3033 千萬人力資源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福民里成功路４１巷２４弄１７號３樓02-27004241 楊素貞 終止營業 20200527

未納入評鑑對象



許可證 機構名稱 機構地址 電話
負責人/經

理人姓名

未列入受評

原因
終止營業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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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納入評鑑之機構名單

說明：

一、評鑑對象：108年度評鑑對象為107年12月31日前設立的人力仲介公司。

二、 以下名單為109年未依規定接受評鑑、連續兩年評鑑成績為C級不納入評鑑、曾拒絕評鑑或於今年度終止營業。

3035 大道人力資源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３４３號１０樓 (07)5527135 鄧蓉娟 終止營業 20200514

3041 偉麗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１段９２號９樓 02-25626860 小竹由美子終止營業 20200723

3061 華日語學人材顧問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２段１１２號１１樓之２ 02-25025003 吳俊瑩 終止營業 20200603

3082 安泰人力資源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２６８號４樓 07-3897758 汪文誠 終止營業 20200514

3091 大發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苗栗縣苗栗市正發路２００號 037-366757 徐傅菊英
109年拒絕評

鑑

未納入評鑑對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