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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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天市集賣家 gold_rainbow 柯○○ 1021231 網路購物爭議 

晨室空間設計有限公司 蘇○○ 1021227 室內裝修爭議 

杰洋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鄒○○ 1021224 泡湯、住宿券爭議 

露天拍賣賣家編號 tim0986395268 林○○ 1021224 網路購物爭議 

296 行動館（涼州店） 陳○○ 1021224 手機瑕疵爭議 

露天拍賣賣家編號：26x51gb6 葛○○ 1021223 網路購物爭議 

凱諺電器行 黃○○ 1021223 商品瑕疵 

信義徵信有限公司 蕭○○ 1021223 因徵信服務費用爭議 

有象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蔡○○ 1021217 演唱會取消退費爭議 

雅虎賣家吳英雄 黃○○ 1021216 線上購物退貨爭議 

台灣易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江○○ 1021216 給付遲延 

寬宏藝術工作室 林○○ 1021213 購票爭議 

松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 1021212 遊戲衍生消費爭議 

謝嚴儀（房屋出租業者） 吳○○ 1021210 房屋租賃消費爭議 

寶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鄧○○ 1021209 抽油煙機產品爭議 

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 陳○○ 1021209 退費爭議 

慶鴻租車（公司營業所台中） 蕭○○ 1021209 機車租賃消費爭議 

得亨堂股份有限公司 呂○○ 1021205 手錶維修消費爭議 

采荷莊民宿 郭○○ 1021204 住宿券爭議 

東京資產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公司

登記於高雄） 

周○○ 1021129 債務整合服務消費爭議 

亞太名床有限公司 吳○○ 1021127 床墊買賣消費爭議 

中天旅行社 洪○○ 1021126 旅遊消費爭議 

震旦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程○○ 1021122 手機瑕疵爭議 

露天拍賣賣家編號：kan711202 羅○○ 1021122 網路購物爭議 

愛子園童書專賣店（雅虎賣家編

號：Y7898655508） 

沈○○ 1021121 網路購物爭議 

指漾美甲工作室（Q Nails SPA） 陳○○ 1021118 消費爭議 

布洛克兄弟股份有限公司 林○○、叢

○○ 

1021114 藝文活動消費爭議 

上豪(上睿)汽車有限公司 張○○ 1021114 購車爭議 



奇摩拍賣賣家帳號：8516891806 陳○○ 1021112 網路購物爭議 

露天拍賣賣家編號 edlee1013 朱○○ 1021112 網路購物爭議 

新舊機車買賣商場（陳泰山） 祝○○ 1021112 二手摩托車買賣消費爭議 

巴士海峽度假民宿 李○○ 1021111 訂房消費爭議 

大潤發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祝○○ 1021111 紅利點數消費爭議 

盛昌乾洗店 黃○○ 1021105 損害賠償 

鑫鑫傳統整復推拿館 王○○ 1021025 票券爭議 

嵩剛股份有限公司 陳○○ 1021025 電器爭議 

易利迪科企業有限公司內湖分公

司 

陳○○ 1021021 廚具消費爭議 

杜樂麗心饌有限公司 李○○ 1021021 餐券退費爭議 

昱森有限公司 簡○○ 1021016  委託債務分期還款爭議 

英屬維京群島商加威有限公司臺

灣分公司 

邱○○ 1021014 買鞋瑕疵消費爭議 

發條盒子有限公司 陳○○ 1021011 解約退費爭議 

韓商連家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

司 

吳○○ 1021011 購買貼圖付費服務消費爭議 

金聲樂器廣場（Kinster） 沈○○ 1021008 樂器瑕疵消費爭議 

Yahoo 拍賣賣家 Y5698241287 洪○○ 1021008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露天市集賣家編號 zn35922 許○○ 1021008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水晶服飾 黃○○ 1020007 衣服買賣消費爭議 

殺價王股份有限公司 劉○○ 1021004 遲延給付爭議 

金明哲實業有限公司 鄭○○ 1021004 買賣冷風機爭議 

神腦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賴○○ 1021002 手機瑕疵爭議 

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曹○○ 1021001 手機維修爭議 

瑞典商索尼行動通訊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 

吳○○ 1020930 手機維修爭議 

仲信融資股份有限公司 張○○ 1020926 買賣分期衍生融資爭議 

露天拍賣賣家：帳號 f3y2ms8s 蕭○○ 1020918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Yahoo 賣家編號：Y8326026195 卞○○ 1020916 仿冒品退貨爭議 

丁尼斯國際知名會館林賢宗（雅虎

賣家編號：Y2123235861） 

林○○ 1020911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臺北市私立學承電腦短期補習班 鄭○○ 1020910 補習退費爭議 

新鑫藝品 張○○ 1020906 買賣玉石消費爭議 

奇摩賣家編號：Y3512092797，小 Q 陳○○ 1020906 網路購物爭議 

丰勗裝潢工程有限公司 陳○○ 1020905 房屋裝潢消費爭議 

露天賣家：孫鳳君，帳號：Kidslover 葉○○ 1020904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先創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孫○○ 1020903 耳機消費爭議 

大愛徵信有限公司 ○○○（申

訴人要求不

載明） 

1020830 徵信服務消費爭議 

花漾寫真攝影股份有限公司 曾○○ 1020829 個人攝影（拍照）消費爭議 

霖源科技有限公司（LINKWELL 台

北 KMAIL A STORE 概念店） 

陳○○ 1020827 筆電保固維修爭議 

英美語言訓練股份有限公司 黃○○ 1020825 補習退費爭議 

露天市集賣家帳號 Kairman 羅○○ 1020822 線上購物退換貨消費爭議 

宏祥乾洗直營店 吳○○ 1020820 洗衣消費爭議 

林映聲川養生館 蘇○○ 1020814 用餐收費消費爭議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王○○ 1020813 兌換公仔消費爭議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桂林路

門市） 

許○○ 1020812 平板電腦搭配門號消費爭議 

露天拍賣賣家：kntzqbaxj194 陳○○ 1020809 網路購物爭議 

水電工陳志明 許○○ 1020809 漏水修繕爭議 

露天拍賣賣家：ljkgso 馬○○ 1020809 網路購物爭議 

阿爾索斯顧問有限公司 潘○○ 1020808 委託打工度假爭議 

宏達國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鍾○○ 1020808 商品瑕疵 

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 
楊○○ 1020802 個人教練課程爭議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公館門市） 
黃○○ 1020801 平板電腦搭配門號消費爭議 

波締思國際有限公司 秦○○ 1020801 濾水器消費爭議 

布洛克兄弟國際有限公司 李○○ 1020801 演唱會退票爭議 

豬頭熊科技有限公司 林○○ 1020729 行車記錄器爭議 

日昇書局 黃○○ 1020726 行銷爭議 

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楊○○ 1020726 線上購物商品瑕疵 

全日昇工程有限公司 田○○ 1020719 漏水爭議 

臺北市私立登峰外語補習班 胡○○ 1020718 補習退費爭議 

露天拍賣賣家：jullykay 張○○ 1020717 商品瑕疵 

雅虎拍賣賣家：3P 俱樂部行動電

源專賣店 

林○○ 1010715 商品瑕疵 

德力設計有限公司 陳○○ 1020715 商品瑕疵 

雅虎拍賣賣家：帳號 Y6297883829

（星星小王子兒童館） 

林○○ 1020709 消費爭議 

中華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 1020708 因購買汽車感測器消費爭議 

環球運動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陳○○ 1020704 因購買直排輪券消費爭議 



德富通訊行 張○○ 1020702 退費爭議 

雅虎拍賣賣家：汎德模型（帳號

Y3363791585） 

何○○ 1020701 消費爭議 

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 陳○○ 1020701 健身契約消費爭議 

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 黃○○ 1020701 健身契約消費爭議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張○○ 1020628 買賣瑕疵爭議 

荷蘭商荷蘭皇家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 

郭○○ 

陳○○ 

1020620 機票退票爭議 

布洛克兄弟股份有限公司 柯○○ 1020618 服務瑕疵 

茱蒂婚紗攝影事業有限公司 彭○○ 1020613 婚紗攝影消費爭議 

臺灣索尼股份有限公司（SONY） 陳○○ 1020605 手機品質瑕疵爭議 

台北時尚企業有限公司（台北時尚

婚紗） 

張○○ 1020530 婚紗攝影消費爭議 

荷蘭商荷蘭皇家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 

石○○ 1020529 國際機票退票消費爭議 

堤克屋家具有限公司 林○○ 1020529 傢俱買賣消費爭議 

力吉捲門工程有限公司 黃○○ 1020529 捲門修繕消費爭議 

奕欣電化商品有限公司 黃○○ 1020527 商品瑕疵消費爭議 

新華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吳○○ 1020516 網購機票消費爭議 

學承電腦短期補習班 李○○ 1020514 退費爭議 

伊漫妮貿易有限公司 陳○○ 1020514 網購消費爭議 

理律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林○○ 1020510 預付型商品退費爭議 

浩羽傢俱生活館 陳○○ 1020508 商品瑕疵 

泰商泰國航空國際有限公司臺北

分公司 

彭○○ 1020507 行李遺失消費爭議 

演城事業有限公司 湯○○ 1020502 演藝培訓課程消費爭議 

日本道格寵物衣服批發 朱○○ 1020430 寵物衣服消費爭議 

臺北市私立威爾斯美語短期補習

班忠孝分班 

陳○○ 1020429 補習退費爭議 

露天拍賣賣家:dasiang1688 王○○ 1020424 購車爭議 

宏翔優質洗衣商店 鄭○○ 1020424 洗衣消費爭議 

(樂天購物)EZ-MORE 購物網 黃○○ 1020424 網購消費爭議 

壹宇股份有限公司（巴科隆） 謝○○ 1020423 餐券使用爭議 

大三通休閒事業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 

梁○○ 1020423 旅遊住宿券消費爭議 

奇摩賣家：Rose Bear 玫瑰熊 張○○ 1020422 網購消費爭議 

霖源科技有限公司 王○○ 1020422 服務品質消費爭議 



台灣勝輝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蔡○○ 1020417 貨物運送消費爭議 

夏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 1020417 線上遊戲消費爭議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 3C 批發王） 

蘇○○ 1020417 網購消費爭議 

498 洗衣坊 張○○ 1020417 洗衣消費爭議 

珍愛服飾店 巫○○ 1020416 商品瑕疵 

全真概念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吳○○ 1020416 終止會籍退費爭議 

銘家歌唱錄音室 蕭○○ 1020412 錄音消費爭議 

王碁企業有限公司 胡○○ 1020403 商品瑕疵爭議 

Keroro 蛇板專賣店（勁風貿易） 賴○○ 1020402 網購退貨爭議 

雅虎賣家 Modern spot 名牌精品 沈○○ 1020329 網購退貨爭議 

雅虎賣家蘇○○ 孫○ 1020329 網購退貨爭議 

岱妮國際蠶絲有限公司 楊○○ 1020325 商品瑕疵爭議 

瑋智電腦語文短期補習班台北分

班 

葉○○ 1020325 補習退費爭議 

蔡滋宸精品服飾 陳○○ 1020321 網路購物爭議 

小安 3C 工作室（露天拍賣賣家：

安安 3C） 

楊○○ 1020319 網路購物爭議 

慧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徐○○ 1020318 線上遊戲停權爭議 

charming girl ATT 店 毛○○ 1020318 鞋子瑕疵爭議 

全球威誠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張○○ 1020313 網路購物爭議 

景天韻鋼鋁門窗（鍾文民君） 張○○ 1020312 承攬裝設鋁門窗消費爭議 

君喜商行（酵素洗衣） 林○○ 1020312 洗衣消費爭議 

順道汽車 張○○ 1020311 汽車維修爭議 

菁英國際語言教育中心 郭○○ 1020308 英語課程退費爭議 

創意家國際科技有限公司 黃○○ 1020304 販售題庫退費爭議 

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西

門店) 

翁○○ 1020304 終止健身契約退費爭議 

璐可流行女鞋 李○○ 1020301 鞋子瑕疵爭議 

新世代多媒體有限公司 嚴○○ 1020219 電玩遊戲爭議 

宏翔優質洗衣商店 左○○ 1020218 洗衣賠償爭議 

宏翔優質洗衣商店 林○○ 1020218 洗衣退費爭議 

瑞姿國際有限公司 簡○○ 1020207 化妝品消費爭議 

展利-聯強電信聯盟 洪○○ 1020205 購買手機爭議 

龍巖人本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山○○ 1020131 生前殯葬服務消費爭議 

河堤時尚旅店有限公司 張○○ 1020128 旅館業消費爭議 

立耀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陳○○ 1020128 退費爭議 



瑞姿國際有限公司 蔣○○ 1020123 化粧品消費爭議 

香港商動視暴雪有限公司 陳○○ 1020117 線上遊戲停權爭議 

山富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洪○○ 

廖○○ 

1020116 國外旅遊爭議 

柏克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呂○○ 1020116 假買賣圖書真授課消費爭議 

得欣 3C 余○○ 1020115 商品瑕疵 

露天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魏○○ 1020114 網路購物爭議 

商店街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中部家電生活美學館) 

陳○○ 1020116 網路購物爭議 

露天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陳○○ 1020114 網路購物爭議 

露天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王○○ 1020114 網路購物爭議 

台大語文中心 錢○○ 1020110 退費爭議 

露天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余○○ 1020108 網路購物爭議 

廣達汽車修護保養場有限公司 石○○ 1020107 汽車維修服務爭議 

領航者運動休閒用品 邱○○ 1020102 運動服飾買賣爭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