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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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餵吸奶器（星灣國際商行） 陳○○ 1001229 產品瑕疵爭議 

輕鬆休閒家整合行銷股份有限

公司 

鄭○○ 

劉○○ 

1001227 湯券爭議 

臺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魏○○ 1001227 通訊品質爭議 

泓鋒食品有限公司-田僑仔麵 蘇○○ 1001222 乾麵品質爭議 

優勝美地生活顧問有限公司 郭○○ 1001222 婚友社退費爭議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

院附設動物醫院 

賴○○ 1001222 動物醫療爭議 

西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 1001220 印表機爭議 

首域拍賣公司 鍾○○ 1001215 拍賣爭議 

索尼愛立信特約經銷商台北內

湖大潤發店 

賴○○ 1001214 電池退貨爭議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孫○○ 1001212 線上遊戲爭議 

寰宇旅行社 邱○○ 1001209 旅遊糾紛爭議 

美商達美航空公司 沈○○ 1001208 告知錯誤及取消航班損害賠償爭議爭

議 

大同綜合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陳○○ 1001205 CD 卡帶手提音響爭議 

瑞典商索尼愛立信行動通訊國

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王○○ 1001205 手機保固維修爭議 

統一超商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黃○○ 1001201 收訊品質爭議 

德誼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葉○○ 1001130 ipod 維修爭議 

歐格名品店 黃○○ 1001128 環保材質包包消費爭議 

超級圓頂事業有限公司 何○○ 1001122 演唱會座位爭議 

紅里建設開發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李○○ 1001122 房屋漏水爭議 

泓泰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黃○○ 1001121 蒸餾水使用消費爭議 

華義國際數位娛樂股份有限公

司 

黃○○ 1001118 線上遊戲退費 

PCHOME 商店街玫瑰物語生

活藝術專賣店(丘堤實業有限

公司) 

陳○○ 1001117 郵購買賣退貨爭議 



遠傳信義忠孝特約服務中心 簡○○ 1001117 電信消費爭議 

泓泰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范○○ 1001117 蒸餾水使用消費爭議 

茂為歐買尬數位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連○○ 1001116 遊戲帳號停權爭議 

蘇菲雅婚紗攝影有限公司 林○○ 1001115 婚紗攝影爭議 

海鮮達人 鄭○○ 1001115 網路購物爭議 

優勝美地生活顧問有限公司 陳○○ 1001114 婚友社退費爭議 

陽明山瓦斯管路企業社 黃○○ 1001107 訪問買賣解約爭議 

私立菁英國際語文短期補習班 謝○○ 1001103 補習停課爭議 

遠通電收股份有限公司 劉○○ 1001102 ETC 繳費爭議 

英美語言訓練股份有限公司 方○○ 1001102 補習退費爭議 

台灣精銳行銷有限公司 張○○ 1001028 服務費退費爭議 

AIR SPACE 郭○○ 1001028 商品退換爭議 

台和盛企業有限公司 郭○○ 1001027 瓦斯鋼瓶押金爭議 

奇美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張○○ 1001027 旅遊契約解約爭議 

PChome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 

吳○○ 1001026 網路購物爭議 

中華網龍股份有限公司 田○○ 1001024 服務爭議 

紐瀚布夏英語補習班 柯○○ 1001024 留學爭議 

宏翔優質乾洗直營店 許○○ 1001020 送洗衣物遺失爭議 

利百加旅行社有限公司 黃○○ 1001020 團體旅遊履約爭議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左○○ 1001013 網路購物爭議 

天星港式飲茶 王○○ 1001011 享用券定有期限爭議 

台灣碩網網路娛樂股份有限公

司 

王○○ 1001007 Sonnet-3M 價格調降未通知爭議 

臺北市私立學勤文理短期補習

班 

李○○ 1001005 補習退費爭議 

World Gym 健身俱樂部統領店 趙○○ 1001004 健身契約解約爭議 

監控王公司 徐○○ 1000930 監視器維修爭議 

天龍汽車-承德店 蔡○○ 1000929 車輛故障爭議 

氧妍動能館股份有限公司 江○○ 1000927 健身契約退費爭議 

台南安平 Life 民宿 朱○○ 1000923 訂房取消爭議 

鼎格室內設計裝修工程 邵○○ 1000921 裝修工程爭議 

浪漫一生婚紗攝影 

 

林○○ 1000919 婚紗攝影退訂爭議 

廣沅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葉○○ 1000919 委託代辦依親爭議 



光惠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 1000914 塑化劑產品退貨爭議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許○○ 1000909 贈品機上盒爭議 

京庚健康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袁○○ 1000909 教練課程退貨爭議 

台灣聯通停車場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 

蕭○○ 1000909 停車擅移車輛爭議 

瑋智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 1000908 補習退費爭議 

萃研工坊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 1000905 塑化劑產品損害賠償爭議 

露天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黃○○ 1000905 網拍商品退貨爭議 

小龍的家寵物精品店 卓○○ 1000901 寵物寄宿死亡爭議 

荷蘭皇家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施○○ 1000824 機位爭議事件 

Hello 韓國時尚 林○○ 1000824 郵購買賣退貨爭議 

波西米亞麗緻婚紗有限公司 周○○ 1000824 緍紗包套訂單爭議 

寵物戀寵物用品店 實○○ 1000823 寵物血統用品事件 

宇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吳○○ 1000811 珠寶賣場禮卷爭議 

露天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王○○ 1000816 網拍商品退貨爭議 

宜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

公司 

陳○○ 1000810 商品瑕疵退換爭議 

景岳生物科技公司 王○○ 1000808 塑化劑產品退貨爭議 

美兆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 1000808 健檢收費爭議事件 

臺北市私立偉文文理短期補習

班 

崔○○ 1000804 補習消費爭議 

四季水晶婚禮公司 陳○○ 1000803 婚紗退訂爭議 

優勝美地生活顧問公司 陳○○ 1000802 婚友契約爭議 

寶僑家品股份有限公司 詹○○ 1000801 商品換貨爭議 

凱斯迪雅有限公司 白○○ 1000727 商品瑕疵爭議 

英屬維京群島商加州健康事業

有限公司 

邵○○ 1000721 會員會籍爭議 

荷蘭皇家航空公司 陳○○ 1000721 訂機票姓名錯誤爭議 

訓安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梁○○ 1000719 解約退費爭議 

富泰旅行社有限公司 蔡○○ 1000718 旅遊契約退費爭議 

生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陳○○ 1000714 塑化劑產品退貨爭議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楊○○ 1000714 線上遊戲爭議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 黃○○ 1000712 信用記錄爭議 



嘉義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張○○ 1000707 購票聯合行銷爭議 

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北投數

位分公司 

周○○ 1000705 電腦買賣爭議 

亞太家居集團 張○○ 1000704 傢俱買賣爭議 

亨達利鐘錶行 方○○ 1000701 手錶維修爭議 

詠儐國際有限公司 孟○○ 1000629 商品退貨爭議 

中遠流科技-台北八德店 王○○ 1000629 網路購物退貨爭議 

橙錢國際有限公司 張○○ 1000623 保養品退貨爭議 

美商蘋果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劉○○ 1000623 產品瑕疵擔保爭議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簡○○ 1000621 網路購物爭議 

泰興行 朱○○ 1000617 商品退貨爭議 

萊登傘業（民權店） 簡○○ 1000613 保固爭議 

 

清爽洗衣店 陳○○ 1000613 衣物毀損爭議 

露天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陳○○ 1000613 網路購物爭議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張○○ 1000613 線上遊戲爭議 

瑞晟國際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 

簡○○ 1000613 委任申請變更清償債務方案爭議 

艾德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陳○○ 1000610 凍結帳號爭議 

洗鞋達人 張○○ 1000608 包包清洗爭議 

優勝美地生活顧問有限公司 楊○○ 1000607 婚友社服務瑕疵不退費爭議 

美商蘋果亞洲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 

呂○○ 1000602 商品瑕疵爭議 

德誼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京站店) 

胡○○ 1000531 商品價格爭議 

美商蘋果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 

莊○○ 1000525 手機維修爭議 

兆盛通訊行 龍○○ 1000523 販賣手機予未成年人爭議 

劉靜雅（yahoo 賣家） 晉○ 1000520 網路拍賣爭議 

Ronna 蔡○○ 1000519 網路拍賣爭議 

德誼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復興 SOGO 旗艦店) 

劉○○ 1000518 購買電腦退還差價爭議 

台北健身院 崔○○ 1000516 提供服務不完全要求終止契約退費爭

議 



依蝶兒美容有限公司 郭○○ 1000513 美容課程退費爭議 

宇威科技有限公司 蔣○○ 1000509 購買電腦軟體爭議 

威爾斯美語短期補習班(忠孝

分班) 

劉○○ 1000506 補習爭議 

茂為歐買尬數位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林○○ 1000506 線上遊戲爭議 

梨花（服飾店） 王○○ 1000505 服飾買賣爭議 

小杜包子 蔡○○ 1000503 食品品質爭議 

遊戲橘子 Gamania 數位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陳○○ 1000502 虛寶因斷線消失爭議 

鼎鑫國際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黃○○ 1000425 債務協商服務爭議 

秉毅科技有限公司 林○○ 1000421 商品行銷爭議 

大通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張○○ 1000418 汽車零件爭議 

姜星羽 蕭○○ 1000412 郵購買賣爭議 

力翰文教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 

沈○○ 1000407 參加營隊退費爭議 

凱富通訊行 王○○ 1000407 購買手機爭議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陳○○ 1000407 購買手機爭議 

震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單○○ 1000406 食品品質爭議 

「優の洗衣」洗衣店 許○○ 1000406 洗衣損害爭議 

威寶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黃○○ 1000406 電信品質爭議（業者有派員出席，惟

未出具委任書） 

英美語言訓練股份有限公司 許○○ 1000406 補習退費爭議 

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 劉○○ 1000401 溢扣月費爭議 

中華網龍股份有限公司 林○○ 1000331 線上遊戲爭議 

徐朋詣(雅虎賣家帳號：ljinney) 許○○ 1000330 網路購物運費爭議 

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 黃○○ 1000329 終身會籍爭議 

寶揚財經有限公司 梁○○ 1000328 理債服務爭議 

洗鞋達人 蘇○○ 1000321 送洗物品遺失爭議 

極速汽車 洪○○ 1000317 汽車維修爭議 

奧迪北區股份有限公司 鄧○○ 1000317 車輛瑕疵爭議 

存臻名牌精品館 李○○ 1000317 精品購物爭議 

寶僑家品股份有限公司 吳○○ 1000316 購買電池爭議 

星亞洗衣店 黃○○ 1000309 皮衣洗損爭議 

傳誠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許○○ 1000308 課程退費爭議 

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 李○○ 1000307 終身會籍爭議 

新進車料行 陳○○ 1000225 腳踏車維修爭議 



（貨比 3G）林義銘 趙○○ 1000221 郵購買賣解約爭議 

露天賣家：spaceship6414 王○○ 1000221 郵購買賣解約爭議 

凱悅精品婚紗有限公司 蔡○○ 1000218 婚紗解約爭議 

嗑鞋朵拉〈店招〉 劉○○ 1000217 買賣解約爭議 

美滿人生企業有限公司 姚○○ 1000215 婚姻介紹費用爭議 

台灣碩網網路娛樂股份有限公

司 

劉○○ 1000214 停權爭議 

星亞洗衣坊 劉○ 1000214 洗衣品質爭議 

馹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楊○○ 1000214 商品行銷爭議 

劉仁慶 戴○○ 1000211 汽車瑕疵爭議 

星亞洗衣坊 潘○○ 1000208 洗衣瑕疵爭議 

臺灣碩網網路娛樂股份有限公

司 

倪○○ 1000128 退還溢收費用 

寬宏藝術工作室 張○○ 1000128 網路購票爭議 

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羅○○ 1000128 健身中心之帳務服務爭議 

海山唱片股份有限公司 柳○○ 1000127 購買 CD 爭議 

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陳○○ 1000126 購買手機爭議 

天恩寶塔機構 秦○ 1000125 購買靈骨塔爭議 

新宇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景美站) 

林○○ 1000120 面板維修爭議 

昇富通訊行 楊○○ 1000114 電信門號契約爭議 

承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李○○ 1000114 房屋公設瑕疵爭議 

台北市私立英美語文短期補習

班 

黃○○ 1000113 返還訂金 

翔順國際有限公司 陶○○ 1000113 修眉服務致傷爭議 

全真概念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劉○○ 1000112 會籍轉讓 

英美語言訓練中心 溫○○ 1000110 補習退費爭議 

匯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康○○ 1000107 房屋貸款 

中華網龍股份有限公司 魏○○ 1000106 網路遊戲爭議 

達摩山莊有限公司(原象鼻山

育樂業有限公司) 

謝○○ 1000106 住宿券爭議 

創業團隊專業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 

王○○ 1000105 貸款服務爭議 

陽明山瓦斯管路設備行 魏○○ 1000104 商品行銷爭議 

秋刀魚空間設計公司 李○○ 1000104 裝修工程浴室漏水爭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