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臺北市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第 24條第 1款規定予以公告之「無故

不到場協商之被申訴企業經營者」 

   

被申訴人 申訴人 協商日 爭議內容 

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趙○○ 981230 詐騙處理 

徐文樂 吳○○ 981228 商品瑕疵 

瑞盈服飾行 林○○ 981225 商品給付 

威寶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林○○ 981222 電信品質 

珍琳蘇新概念婚紗有限公司 謝○○ 981221 解約退費 

菁華世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鄭○○ 981221 課程退費 

阿波服飾店(A.P.O) 黃○○ 981218 服飾瑕疵 

雅虎賣家：林宗錡 蘇○○ 981217 郵購買賣 

柏克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詹○○ 981216 商品費用 

和勁機車行 曾○○ 981207 契約不成立 

台北市私立保成法律會計行政

短期補習班 

陳○○ 981207 補習退費 

柏克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陳○○ 981207 退費爭議 

威寶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劉○○ 981204 電信品質 

臺灣索尼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高○○ 981204 商品品質 

崑碁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李○○ 981202 商品行銷 

露天賣家：陳志平 劉○○ 981125 商品瑕疵 

華颺出版有限公司 劉○○ 981124 訪問買賣 

大漢秋風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 高○○ 981124 房屋買賣 

徠爾皮飾有限公司 張○○ 981123 維修品質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 

曾○○ 981118 保險招攬 

合陞建材百貨有限公司 劉○ 981117 違約金爭議 

台灣三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吳○○ 981117 商品品質 

布洛克兄弟國際有限公司 李○○ 981116 退票爭議 

娜薇兒精品 李○○ 981116 郵購買賣退貨 

松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周○○ 981113 帳號停權 

康加有限公司 郭○○ 981113 商品品質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葉○○ 981110 電信服務 

新光三越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張○○ 981104 商品瑕疵 



（臺北信義店 ALL ck專櫃） 

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彭○○ 981103 商品行銷 

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 981103 商品瑕疵 

荷蘭商荷蘭皇家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 

蔡○○ 

 

981102 機票服務 

驊昌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曹○○ 981028 房屋買賣 

全盛通訊行 邱○○ 981028 電信費率 

榮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 981027 商品權利瑕疵 

松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石○○ 981023 抽獎活動爭議 

珍琳蘇婚紗公司 蔡○○ 981021 婚紗退費 

瀚威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萬邦中英語短期補習班） 

陳○○ 981021 補習退費 

騎士企業社（伊莉特化妝品） 潘○○ 981020 商品給付 

瑞盈服飾行 張○○ 981019 購物退費 

高昇車業 J.H. 981019 詐欺 

網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洪○○ 981012 線上遊戲停權 

威寶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趙○○ 981012 電信品質 

飛訊生活網路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謝○○ 981009 退費爭議 

菩提大學 鍾○○ 981009 課程品質 

臺北市私立華廣美工設計短期

補習班 

翁○○ 981007 不完全給付 

福特六和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林○○ 981007 商品瑕疵 

高頓實業有限公司 陳○○ 981001 商品瑕疵 

大潤發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內湖二店） 

周○○ 980930 爭議款退費 

美商花旗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許○○ 980928 匯款爭議 

統聯車業有限公司 林○○ 980928 商品毀損 

美好生活諮詢社 陳○○ 980925 婚姻媒合契約爭議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柯○○ 980923 保險招攬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賴○○ 980922 保險理賠 

輕鬆代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陳○○ 980921 資產管理退費 

康實科技公司 江○○ 980916 商品瑕疵 

英屬維京群島商史雲遜護髮股

份有限公司 

牟○○ 980915 服務品質 

華威聯合股份有限公司 歐陽○○ 980914 公設品質 

華威聯合股份有限公司 吳○○ 980914 公設品質 



誠信億建設有限公司 張○○ 980914 建案違建 

遠雄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江○○ 980909 建案變更設計 

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內湖門市） 

林○○ 980908 商品維修 

皇閣國際家具有限公司 許○○ 980907 返還定金 

瓏山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張○○ 980907 貸款爭議 

遊戲新幹線股份有限公司 吳○○ 980907 帳號停權 

興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 980902 商品買賣 

願景村國際有限公司 陳○○ 980828 退費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賴○○ 980828 保單解約 

宇達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陳○○ 980825 商品瑕疵 

臺北市私立弘華文理短期補習

班 

張○○ 980824 退費 

臺灣索尼股份有限公司 侯○○ 980824 商品瑕疵 

伯樂國際福利社 李○○ 980824 商品維修 

瑞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曾○○ 980824 債務不履行 

橘子洗衣店 梁○○ 980821 洗衣瑕疵 

台灣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高○○ 980820 違約金爭議 

泰興批發家電購物網 王○○ 980819 網路購物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佟○○ 980818 保險招攬 

英屬維京群島商史雲遜護髮股

份有限公司 

宋○○ 980817 廣告不實 

全線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八德分

公司 

鄧○○ 980812 商品維修 

星亞洗衣店 戴○○ 980811 洗衣瑕疵 

瓏山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張○○ 980803 房屋坪數找補 

夏慕尼新香榭鐵板燒光復北店 魏○○ 980731 用餐服務 

寶悅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黃○○ 980729 房屋解約 

永權實業有限公司（臺北世界

貿易中心展覽二館停車場） 

姜○○ 980724 停車費用 

瑞士商瑞士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國際金融業務分行） 

許○○ 980723 金融服務 

宏茂電腦有限公司 王○○ 980722 商品瑕疵 

露天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郭○○ 980717 服務瑕疵 

全適能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邱○○ 980716 結束營業 



水悟空健身瑜珈 SPA會館 邱○○ 980716 退費 

高勁健身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羅○○ 980716 定型化契約條款顯失公平 

新總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張○○ 980713 購屋違約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 

王○○ 980713 貸款利息 

毅志文理補習班 趙○○ 980713 退費 

臺北市私立華廣設計短期補習

班 

王○○ 980710 補習品質 

宏翔洗衣店 簡○○ 980710 洗衣瑕疵 

鑫現代股份有限公司 鄭○○ 980708 契約爭議 

我最便宜福利社 郭○○ 980706 退還定金 

我最便宜福利社 黃○○ 980706 詐欺 

東威汽車 黃○○ 980703 車輛買賣 

娛樂玩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盧○○ 980702 服務瑕疵 

博特空間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陳○○ 980629 裝潢維修 

鴻億股份有限公司 李○○ 980622 商品瑕疵 

威寶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左○○ 980622 商品維修 

大豐通訊（馹玥國際公司經銷

商） 

方○○ 980622 商品維修 

內湖房屋仲介有限公司 汪○○ 980622 房屋買賣 

數位星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王○○ 980619 服務瑕疵 

聯億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張○○ 980619 損害賠償 

震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宋○○ 980619 商品品質 

露天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王○○ 980617 服務瑕疵 

幸福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韋○○ 980617 保單招攬不實 

全適能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卓○○ 980617 退費 

領袖數碼股份有限公司 李○○ 980615 商品瑕疵 

網際光華有限公司 尤○○ 980615 商品買賣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 

蔡○○ 980612 信用卡停卡 

宇葶中古電器 余○○ 980612 商品及服務瑕疵 

新亞洗衣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 980610 洗衣毀損 

億泰利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黃○○ 980605 線上遊戲停權 

J&B家飾藝術有限公司 謝○○ 980602 商品銷售 

高勁健身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阮○○ 980601 費用給付 

露天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 張○○ 980527 郵購買賣 



司 

露天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丁○○ 980527 郵購買賣 

今天服飾行 任○○ 980527 退貨 

888電視購物 孫○○ 980525 郵購買賣 

麗舍生活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徐○○ 980525 履約爭議 

復興航空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藍○○ 980522 機票使用 

意雅特現代家居有限公司 謝○○ 980522 商品瑕疵 

福華乾洗名店 林楊○○ 980519 洗衣瑕疵 

永檬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許○○ 980519 商品維修 

博優有限公司 陳○○ 980518 商品瑕疵 

露天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王○○ 980518 郵購買賣 

露天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劉○○ 980518 郵購買賣 

鑫現代股份有限公司 何○○ 980518 會員權益 

昇富通訊行 李○○ 980514 電信門號申辦 

菁華心世界 郭○○ 980512 課程退費 

陽明山中國麗緻大飯店 劉○○ 980508 設施致傷 

家樂福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店） 顏○○ 980507 商品更換 

新華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吳○○ 980506 機票退票 

瑞盈服飾行 林○○ 980505 商品給付 

華義國際數位娛樂股份有限公

司 

莊○○ 980430 線上遊戲服務 

約捷有限公司 鄭○○ 980429 退款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鄭○○ 980429 商品銷售 

天然草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楊○○ 980428 商品退費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林○○ 980428 商品銷售 

至晟電器行（鴻穎電器有限公

司） 

何○○ 980428 商品給付 

弘昇生活家居館 林○○ 980424 商品瑕疵 

財團法人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台

灣區會台安醫院 

施○○ 980420 商品毀損 

技聯電子有限公司 張○○ 980420 商品銷售 

中山北路攝影有限公司 阮○○ 980420 婚紗解約爭議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陳○○ 980417 網路購物爭議 

威寶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馮○○ 980417 電信品質爭議 

興新房屋仲介有限公司 吳○○ 980415 服務瑕疵 

雙和運動俱樂部 劉○○ 980413 債務不履行 

國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蔡○○ 980413 房屋品質爭議 

布洛克兄弟國際有限公司 陳○○ 980403 退票爭議 

英屬維京群島商加州健康事業

有限公司 

沈○○ 980403 契約爭議 

宏翔乾洗店 蘇○○ 980402 損害賠償 

香港商香港上海匯豐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蔡○○ 980401 信用卡停卡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蔡○○ 980401 電信商品爭議 

私立威爾斯美語短期補習班 王○○ 980401 退費爭議 

租即便物流管理 李○○ 980401 房屋仲介爭議 

奇機國際有限公司 廖○○ 980331 續約退款爭議 

風荷時尚婚紗店 林○○ 980331 服務瑕疵 

巨匠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陳○○ 980327 課程安排爭議 

布洛克兄弟國際有限公司 黃○○ 980327 退票手續費爭議 

荷蘭皇家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汪○○ 980326 旅客運送爭議 

HL超大尺碼 魏○○ 980326 商品瑕疵爭議 

布洛克兄弟國際有限公司 陳○○ 980325 退票爭議 

一品排氣管行 陳○○ 980320 商品瑕疵爭議 

鈞越科技有限公司 陳○○ 980318 商品瑕疵爭議 

皇朝貴族古典傢俱 王○○ 980316 商品不實 

水明漾峇里島式美容會館 方○○ 980316 退費 

萬隆手機店 謝○○ 980313 商品瑕疵爭議 

聯合汽車商行（高速汽車） 張○○ 980313 購車爭議 

台北健身院 林○○ 980313 退費爭議 

布洛克兄弟國際有限公司 王○○ 980309 退費爭議 

詠晴國際有限公司 王○○ 980304 商品瑕疵爭議 

隆鑫汽車 李○○ 980302 維修爭議 

臺北市私立華廣設計短期補習

班 

康○○ 

何○○ 

980226 退費爭議 

波樂實業有限公司 宋○○ 980225 郵購買賣 

高勁健身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嚴○○ 980211 會籍轉讓爭議 



水明漾巴里島式美容會館 

（湛藍美容坊） 

王○○ 980206 課程退費爭議 

擎峰通訊企業有限公司 

（水源分公司） 

劉○○ 980206 商品維修爭議 

松山洋品百貨行 曾○○ 980202 退費爭議 

高勁健身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洪○○ 980122 會員資格爭議 

吉興旅行社 陳○○ 980120 旅遊服務爭議 

財團法人聯合資訊職業訓練中

心 

謝○○ 980119 補習服務爭議 

瑞盈服飾行 許○○ 980119 商品不給付爭議 

元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孫○○ 980116 房屋瑕疵爭議 

高勁健身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胡○○ 

陳○○ 

980114 終止合約費用爭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