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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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私立毅志文理短期補習

班 

薛○○ 971231 退費糾紛 

創業團隊專業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 

陳○○ 971230 申請創業貸款爭議 

迪詩股份有限公司 許○○ 971226 解約退款爭議 

宏翔乾洗店 林○○ 971202 損害賠償 

春天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張○○ 971124 禮券使用爭議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 

彭○○ 971119 存款證明收費爭議 

蓋瑞小舖 陳○○ 971113 商品瑕疵 

遠傳經銷商 張○○ 971112 手機瑕疵 

奇蹟寵物用品店(狗殿) 張○○ 971112 寵物死亡 

中格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中國兒童週刊雜誌社） 

黃○○ 971111 雜誌停刊 

中格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中國兒童週刊雜誌社） 

謝○○ 971111 雜誌停刊 

中格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中國兒童週刊雜誌社） 

謝○○ 971111 雜誌停刊 

中格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中國兒童週刊雜誌社） 

康○○ 971111 雜誌停刊 

奇機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陳○○ 971110 售價過高 

寬宏藝術工作室 丘○○ 971105 門票遺失爭議 

奕欣電化商品有限公司 卓○○ 971105 冷氣裝設瑕疵 

臺北市私立華廣設計短期補習

班 

呂○○ 971030 補習服務 

飛福彩色沖印有限公司 王○○ 971028 沖印照片爭議 

資優數位科技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 

王○○ 971027 學習教材 

湯姆龍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吳○○ 971027 遊樂館退費爭議 

上民水電工程有限公司 鄭○○ 971016 施工瑕疵 

白新洗衣連鎖延吉店 蕭○○ 971013 衣物染色爭議 

優勝美地生活顧問有限公司 張○○ 971002 婚姻仲介 



中華網龍股份有限公司 陳○○ 970926 服務瑕疵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李○○ 970923 保險招攬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洪○○ 970922 商品及服務瑕疵 

台北市私立力誠文理短期補習

班 

張○○ 970922 補習退費 

禾家歡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廖○○ 970919 預售屋瑕疵 

佩玉嫁接工作室 歐陽○○ 970917 接髮消費爭議 

美滿人生企業有限公司 羅○○ 970915 婚姻仲介 

世界公民文化發展股份有限公

司 

謝○○ 970912 線上教學 

輝葉企業有限公司 黃○○ 970912 商品瑕疵 

日華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許○○ 970910 房屋仲介 

雅品衣著國際服飾有限公司 陳○○ 970905 服飾消費 

雅虎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王○○ 970822 網路詐欺 

久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蔣○○ 970820 產品保固 

黎寧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景○○ 970819 傢俱選購 

振成傢俱有限公司 呂○○ 970818 產品瑕疵 

臺北市私立華廣設計短期補習

班 

陳○○ 970818 補習服務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郭○○ 970815 產品維修 

騎士企業社 彭○○ 970811 購物消費 

匯成行 黃○○ 970804 產品責任 

臺北市私立華廣設計短期補習

班 

林○○ 970730 補習服務 

網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莊○○ 970730 線上遊戲 

臺北市私立華廣設計短期補習

班 

黃○○ 970725 補習服務 

遊戲新幹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 970722 線上遊戲 

菁華世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張○○ 970721 成長課程 

菁華世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 970718 成長課程 

高勁健身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蕭○○ 970708 退費爭議 

臺北市私立華廣設計短期補習

班 

顏○○ 970630 補習服務 

華亞世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陳○○ 970630 代辦留學服務 

優勝美地生活顧問有限公司 邱○○ 970630 婚友媒介 

海聯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賴○○ 970630 購物消費 

臺灣諾基亞股份有限公司 李○○ 970625 手機維修 



捷修網股份有限公司 

Amaldi 鞋店 卓○○ 970617 商品瑕疵與退貨 

臺北市私立華廣設計短期補習

班 

陳○○ 970609 補習服務 

資優數位科技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 

郭○○ 970606 學習教材 

優勝美地生活顧問公司 周○○ 970603 服務瑕疵與退費 

峻峰國際有限公司 張○○ 970602 服務瑕疵 

學承電腦有限公司 李○○ 970530 補習服務 

陶子實業有限公司                                                                                                                                          黃○○ 970526 商品瑕疵 

網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張○○ 970526 線上遊戲 

貝克漢運動健康世界 林○○ 970523 健身中心契約 

高昇汽車批發廣場 郭○○ 970523 中古車買賣 

儒林文理補習班 陳○○ 970519 廣告不實 

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 吳○○ 970519 個資外洩爭議 

小伯國際電訊行 李○○ 970512 退還押金 

技聯電子有限公司 林○○ 970506 債務不履行 

燦星旅遊網旅行社股份有限公

司 

鄭○○ 970502 國外旅遊 

私立驅勢語文短期補習班 林○○ 970430 退費 

玖傑通訊行 賴○○ 970428 產品責任 

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 游○○ 970418 個資外洩爭議 

卓越數位有限公司 

潤運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程○○ 970416 債務不履行 

廿一世紀房地產有限公司 陳○○ 970410 不動產仲介爭議 

喜朵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陳○○ 970403 商品及服務瑕疵 

全美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陳○ 970331 雜誌停刊 

技聯電子公司 夏○○ 970317 債務不履行 

網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吳○○ 970313 停權 

佳新洗衣店 王○○ 970303 服務瑕疵 

資優數位文化 花○○ 970226 債務不履行 

弘昇生活家居館 趙○○ 970218 商品瑕疵拒退 

資優數位文化 李○○ 970123 廣告不實 

華義國際數位娛樂股份有限公

司 

雷○○ 970114 帳號停權 

楠興有限公司 溫○○ 970111 郵購買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