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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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摩拍賣賣家 Killeez 徐○○ 1040107 手機殼爭議 

高勁健身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 1040106 健身中心爭議 

今口香調理食品有限公司 黃○○ 1031230 消費中獎未給付之爭議 

保捷康物業管理服務股份有限公

司 

岳○○ 1031229 退費爭議 

紅心辣椒娛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曾○○ 1031229 線上遊戲終止營運爭議 

福容大飯店（臺北店） 李○○ 1031225 劣油爭議 

社團法人台灣國際村外籍婚姻媒

合協會 

林○○ 1031224 債務不履行及退費爭議 

商店街市集賣家：Michelle 幼教 林○○ 1031224 網路購物爭議 

晶綻旅行社 吳○○ 1031219 國內旅遊退費爭議 

保捷康物業管理服務股份有限公

司 

黃○○ 1031219 退費爭議 

臺北市私立學承電腦短期補習班 曾○○ 1031217 補習退費爭議 

哲城國際有限公司(永業資訊) 吳○○ 1031212 電腦維修檢測爭議 

天龍汽車 陳○○ 1031212 中古車退訂爭議 

親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林○○ 1031211 仲介爭議 

驅勢文教事業有限公司(驅勢語言

教育中心) 

黃○○ 1031211 補習班退費爭議 

國榮桌球館 林○○ 1031210 終止契約及退費爭議 

香港商歷峯亞太有限公司台灣分

公司 

劉○○ 1031209 商品瑕疵及維修爭議 

騰普科技有限公司(仁愛分店) 鄭○○ 1031208 商品瑕疵爭議 

Back to British（網購） 賴○○ 1031203 網路購物爭議 

露天賣家帳號：a3k9 呂○○ 1031203 網路購物爭議 

慶格股份有限公司 彭○○ 1031203 保固爭議 

費斯特男孩國際有限公司 李○○ 1031128 演唱會購票爭議 

露天賣家帳號 k0917445156 李○○ 1031127 網路購物爭議 

成功修鞋小舖 王○○ 1031127 鞋子維修爭議 

露天賣家帳號 bk106106(瘋家居 X

模型) 

鄭○○ 1031127 網路購物爭議 

英美語言訓練股份有限公司（南陽 陳○○ 1031127 短期補習班退費爭議 



街） 

露天賣家帳號 dc12345888 陳○○ 1031126 網購退貨爭議 

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台

北南京店） 

賴○○ 1031126 個人教練課程終止契約爭議 

正昌汽車商行（平鎮店） 陳○○ 1031124 中古汽車買賣爭議 

荷蘭皇家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鄭○○ 1031121 機位超賣爭議 

買定網 張○○ 1031119 網購會員退費爭議 

高勁健身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蔡○○ 1031119 會籍及終止契約約爭議 

溫柔柔風箏動漫玩具專賣店 陳○○ 1031113 網購退貨爭議 

盛昌優質乾洗店(龍江店) 曾○○ 1031113 洗衣消費爭議 

奇摩拍賣賣家：帳號 Y7163228621 張○○ 1031112 網購退貨爭議 

美商蘋果亞洲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 

王○○ 1031112 給付遲延爭議 

華碩皇家倶樂部 陳○○ 1031111 筆電商品瑕疵爭議 

露天拍賣賣家 schottlxh 詹○○ 1031110 網路購物爭議 

晶綻旅行社 楊○○ 1031107 國內旅遊退費爭議 

遠東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李○○ 1031105 補習班退費及貸款爭議 

國華徵信社  1031027 退費爭議 

酵素洗衣景興店(凱利乾洗店) 孫○○ 1031027 洗衣爭議 

大巽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林○○ 1031024 室內裝修爭議 

有象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吳○○ 1031024 演唱會退費爭議 

五甲木農產有限公司 林○○ 1031023 網購水果退費 

Bags & Accessories 王○○ 1031023 商品瑕疵爭議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陳○○ 1031021 線上遊戲爭議 

天龍汽車 邱○○ 1031021 購買中古車爭議 

震旦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王○○ 1031021 手機維修爭議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李○○ 1031017 筆電電池購買及維修爭議 

生動國際有限公司 郭○○ 1031015 網路購物及維修爭議 

台灣競舞娛樂有限公司 李○○ 1031014 線上遊戲爭議 

趨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 1031008 餐點數量及瑕疵爭議 

露天拍賣賣家 audio_research 

(凱達格蘭音響社) 

許○○ 1031007 網路購物爭議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朱○○ 1031007 保固維修爭議 

露天拍賣賣家 a5301125 胡○○ 1031006 網路購物爭議 

米米實業有限公司（小蔡電器） 黃○○ 1031006 網路購物爭議 

極限健身中心 陳○○ 1031003 解約爭議 

國光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陳○○ 1031001 旅客運送消費爭議 



傳鑫通訊(建工店) 陳○○ 1031001 網路購物爭議 

樂聲大戲院股份有限公司 莊○○ 1030926 轉播爭議 

大佳運動行銷有限公司 郭○○ 1030925 路跑爭議 

露天拍賣賣家 b10eba00 蘇○○ 1030922 網路購物爭議 

瑞昌發彩券行 林○○ 1030922 購買彩券爭議 

奇摩拍賣賣家：帳號 Y9257659513 朱○○ 1030922 網路購物爭議 

隆安工程行 高○○ 1030922 商品瑕疵爭議 

故事王國有限公司 張○○ 1030919 課程退費爭議 

捷安特(UBIKE) 陳○○ 1030919 機械因素導致受傷爭議 

翔順機車託運 許○○ 1030919 機車託運消費爭議 

松樺犬貓坊 陳○○ 1030917 購買寵物爭議 

幸福田咖啡烘焙屋(85 度 C 咖啡蛋

糕羅東站前店) 

曾○○ 1030916 商品瑕疵爭議 

雅虎奇摩拍賣賣家：vbdngt 莊○○ 1030916 網路購物爭議 

有巢氏房屋加盟店：好家在不動產

仲介有限公司 

張○○ 1030912 仲介爭議 

露天拍賣賣家：qulik7 林○○ 1030912 網路購物爭議 

露天拍賣賣家：koflora 林○○ 1030912 網路購物爭議 

眷記台灣牛肉麵館 陳○○ 1030911 兌換券退費爭議 

川田遙控模型工坊 鄧○○ 1030910 電池瑕疵爭議 

中華網龍股份有限公司 陳○○ 1030909 線上遊戲消費爭議 

露天賣家陳昱伶（ladybug_park） 李○○ 1030905 商品瑕疵爭議 

友欣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蘇○○ 1030905 契約爭議 

嘉祥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陳○○ 1030903 外勞人力仲介爭議 

露天拍賣賣家（帳號：jvupub） 黃○○ 1030903 網路購物爭議 

露天拍賣賣家 sgtid 林○○ 1030829 網路代購票券爭議 

go happy 快樂購 鍾○○ 1030829 餐券數量爭議 

全聯旅行社-休假愛旅行團隊 周○○ 1030828 退費爭議 

順發 3C 花蓮店 李○○ 1030827 商品瑕疵退貨爭議 

飛耀國際電通 張○○ 1030822 手機爭議 

萊登傘店 趙○○ 1030822 商品維修爭議 

勤崴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 1030820 軟體授權使用爭議 

露天賣家：蔡嘉慶(king651031) 李○○ 1030820 商品瑕疵退貨爭議 

金牌電動車有限公司 陳○○ 1030819 電動車維修保固爭議 

自然洗衣店 王○○ 1030818 洗衣退費爭議 

露天賣家：豐業通訊(cellphones888) 廖○○ 1030815 網路購物爭議 

甜心皇后 張○○ 1030815 網路購物爭議 



奇摩拍賣賣家：阿肥日系流行錶 張○○ 1030814 網路購物爭議 

盛昌優質乾洗店 林○○ 1030813 洗衣遺失消費爭議 

雅虎賣家：何光明（喬克斯精品） 陳○○ 1030813 商品瑕疵退貨爭議 

王博鈞 任○○ 1030813 產品設計爭議 

柏克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陳○○ 1030812 購書、補習消費爭議 

Minty Shop 買定網 林○○ 1030811 網路購物爭議 

萬事威有限公司 林○○ 1030808 購鞋爭議 

銓亞工程設計 黃○○ 1030808 室內裝潢爭議 

智擎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彭○○ 1030806 線上學習課程消費爭議 

法婕緹國際股份有限公司(GTZ 精

品店) 

翁○○ 1030804 衣物褪色爭議 

SUE 日系精品內睡衣 張○○ 1030801 購衣爭議 

露天賣家：衣點點（帳號 hito135） 李○○ 1030801 網路購物爭議 

自然生活家（竹北店） 陳○○ 1030801 網購商品退費爭議 

沅洋超科技電腦資訊社(硬碟醫院) 謝○○ 1030731 手機資料救援爭議 

億嘉國際有限公司 張○○ 1030731 訪問買賣解約爭議 

保捷康物業管理服務股份有限公

司 

陳○○ 1030731 退費爭議 

米羅家具設計生活坊 劉○○ 1030730 商品瑕疵爭議 

宜家家居 IKEA 林○○ 1030730 商品瑕疵爭議 

詠誠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鄒○○ 1030725 室內裝修爭議 

白鹿洞企業有限公司 賴○○ 1030725 DVD 租賃消費爭議 

台灣易遊網路科技有限公司 陳○○ 1030725 線上遊戲爭議 

麗詩國際有限公司（奇摩商城

PINKYKIKI） 

洪○○ 1030717 標價不正確，請求賠償爭議 

憶聲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黃○○ 1030716 電視維修爭議 

麗詩國際有限公司 楊○○ 1030715 網購退費爭議 

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楊○○ 1030715 網購退費爭議 

露天賣家（21th_boy） 郭○○ 1030715 網購退費爭議 

宏祥優質洗衣 蔡○○ 1030710 洗衣消費爭議 

全聯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蔡○○ 1030710 旅費溢繳退費爭議 

21 世紀不動產土城中央加盟店（政

昇不動產仲介經紀股份有限公司） 

彭○○ 1030708 不動產仲介爭議 

華薇國際有限公司 黃○○ 1030708 退費及服務態度爭議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怡富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齊○○ 1030707 升學教育商品退費爭議 

中國國際航空公司 戴○ 1030707 購票爭議 



貝提那企業社 華○○ 1030707 退費爭議 

林怡利 余○○ 1030701 房屋租賃爭議 

臺北市私立學善文理短期補習班 李○○ 1030630 補習班退費爭議 

臺北市私立學善文理短期補習班 楊○○ 1030630 補習班退費爭議 

露天賣家（編號：100applepie） 張○○ 1030627 網路購物爭議 

意雅特現代家居有限公司 吳○○ 1030627 訂購家具 

全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樂業門市) 廖○○ 1030620 維修保固爭議 

台灣三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林○○ 1030618 手機贈品爭議 

瑞漢科技有限公司 趙○○ 1030617 維修爭議 

易利科系統傢俱 葉○○ 1030617 退費爭議 

米洛斯西服 黃○○ 1030616 履約爭議 

慶賓小客車 陳○○ 1030612 收費爭議 

台灣大車隊 蔡○○ 1030612 服務瑕疵 

奇摩拍賣賣家 Y6162821117 (Ocean 

Shop) 

丁○○ 1030612 網路購物爭議 

露天賣家 goldenretriever168 劉○○ 1030611 債務不履行 

瘋潮達人（露天賣家帳號：

fashionacubexx） 

曾○○ 1030611 網路購物退貨爭議 

元氣企業社 常○○ 1030609 債務不履行 

永文建材有限公司 林○○ 1030609 工程承攬消費爭議 

鴻佳洗衣店 黃○○ 1030606 洗衣瑕疵 

甜心皇后 吳○○ 1030604 網路購物退費爭議 

韓商連加股份有限公司 蔡○○ 1030603 網路購物爭議 

中華民國婦女會北蓉分會 王○○ 1030530 婚友爭議 

燊達不動產有限公司（台中店） 邱○○ 1030530 不動產仲介消費爭議 

力群室內設計工程 何○○ 1030529 裝潢漏水等瑕疵爭議 

台灣易遊網路科技有限公司（三國

急攻防遊戲） 

高○○ 1030526 線上遊戲爭議 

客來喜乾洗店 孫○○ 1030520 送洗衣物滅失爭議 

露天賣家：leon714 
陳○○ 1030520 網路購物爭議 

美商蘋果亞洲（股）台灣分公司 高○○ 1030519 手機維修消費爭議 

徨築空間設計有限公司 陳○○ 1030516 保固爭議 

NOREVE 娜薇兒精品 林○○ 1030516 網路購物退費爭議 

概念電器有限公司 陳○○ 1030516 解約爭議 

露天賣家編號：d0001298 蔡○○ 1030514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聖青法律事務所 康黃○○ 1030514 收費爭議 



臺北市私立躍登數學文理短期補

習班 

陳○○ 1030513 短期補習班爭議 

晶綻旅行社 蔡○○ 1030513 國外旅遊消費爭議 

Ivideo 網際影城(維思資訊股份有

限公司) 

許○○ 1030509 設備租用爭議 

PChome 商店街賣家：最便宜網路

量販店（雙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李○○ 1030509 網路購物退貨爭議 

時間工廠 吳○○ 1030508 購買手錶瑕疵爭議 

宏翔優質洗衣店 薛○○ 1030421 送洗衣物毀損爭議 

露天賣家 wy34a 黃○○ 1030421 網路購物退貨爭議 

臥龍飯包自助餐廳 姚○○ 1030417 飯菜硬物致損害爭議 

I.S 服飾店 李○○ 1030414 商品瑕疵爭議 

宏奕工程行 楊○○ 1030411 裝潢品質爭議 

奇摩賣家 Y8998665163 蘇牧樹君 黃○○ 1030410 網路購物退費爭議 

人人髮業有限公司 金○○ 1030407 購買假髮消費爭議 

奇摩拍賣賣家 shopping in korea 彭○○ 1030331 網路購物爭議 

浩洽企業有限公司 王○○ 1030331 防水防漏工程爭議 

拾參有限公司 薛○○ 1030328 網路購物爭議 

NOWshopping 今日購物 李○○ 1030327 網路購物爭議 

凌惠電腦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謝○○ 1030326 退費爭議 

惠眾系統有限公司 謝○○ 1030326 退費爭議 

摩菲國際有限公司（Babycar） 藍○○ 1030326 購買寶寶學習椅解約爭議 

台宿科技有限公司 黃○○ 1030319 住宿券消費爭議 

智博資訊有限公司 翁○○ 1030318 續約爭議 

菁華企管顧問社（菁華心世界） 陳○○ 1030317 成長課程消費爭議 

家馨專業養生調理機構 陳○○ 1030219 其他契約條款與權益事項之爭

執 (之前忘記更新) 

中華網龍股份有限公司 廖○○ 1030317 線上遊戲消費爭議 

衫合苑服飾 林○○ 1030317 商品瑕疵 

酵素洗衣師大店 高○○ 1030312 衣物遺失爭議 

歐凡妮莎專業彩妝 林○○ 1030310 課程解約退費爭議 

大愛徵信  1030307 徵信契約爭議 

台灣碩網網路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陳○○ 1030307 網路購物爭議 

力揚國際通運企業社 周○○ 1030305 債務不履行 

昇陽地板企業有限公司 吳○○ 1030304 地板承攬爭議 

有象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賴○○ 1030226 退款爭議 

亞倫日本留學中心 游○○ 1030225 海外遊學爭議 



露天賣家 ruttenea 朱○○ 1030324 網路購物爭議 

有象文化 鄭○○ 1030224 演唱會購票爭議 

有象文化 沈○ 1030224 演唱會購票爭議 

露天賣家 xucwsbxg  游○○ 1030220 網路購物爭議 

奇摩賣家 Y7871434480 葉○○ 1030220 網路購物爭議 

躍騰網路科技有限公司 張○○ 1030218 線上遊戲爭議 

大統長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賴○○ 1030218 購油品消費爭議 

意雅特現代家居有限公司 謝○○ 1030217 購買家具爭議 

露天市集賣家帳號：wei_jui 黃○○ 1030213 網路購物爭議 

優仕股份有限公司 張○○ 1030213 手機瑕疵消費爭議 

中環客製海外生活顧問有限公司 張○○ 1030213 海外課程消費爭議 

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賣家：Y0078992209 

黃○○ 1030212 網路購物爭議 

領航者國際訓練機構 李○○ 1030212 課程解約退費爭議 

大統長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李○○ 1030207 購油品消費爭議 

奇摩賣家 Y7669197495 鄧○○ 1030128 網路購物爭議 

露天賣家 zh6633 李○○ 1030128 網路購物爭議 

學承電腦有限公司 李○○ 1030122 補習解約退費爭議 

香港商動視暴雪股份有限公司 董○○ 1030116 線上遊戲爭議 

正合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趙○○ 1030115 生前契約消費爭議 

雅典娜時尚診所 陳○○ 1030113 課程爭議 

弘學館科技有限公司 羅○○ 1030113 商品品質瑕疵消費爭議 

山富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余○○ 1030113 國外旅遊消費爭議 

臺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趙○○ 1030113 保險理賠消費爭議 

慶盛國際有限公司 張○○ 1030110 退款爭議 

夢想家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鄭○○ 1030110 室內裝修瑕疵 

藝全珠寶（八德路） 傅○○ 1030107 購買戒指消費爭議 

露天賣家 hrhr033 李○○ 1030107 網路購物爭議 

艾玩天地互動娛樂 羅○○ 1030106 線上遊戲爭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