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年無故未出席協商企業經營者名單  

序號  相對人  申訴人  協商日期  申訴內容要旨  

1 青禾服飾有限公司  張 oo 2017/1/12 網購服飾糾紛  

2 智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簡 oo 2017/1/24 線上遊戲糾紛  

3 怡富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列席者 ) 

蕭 oo 2017/1/24 購買教學教材糾紛  

4 艾肯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賴 00 106/2/3 線上遊戲糾紛  

5 YAHOO 奇摩拍賣 (賣家：陳卉

蓁 ) 

鄭 0 106/2/22 網購電子鍋糾紛  

6 育才文化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王 00 106/2/23 購買教學教材糾紛  

7 愛桃子有限公司  陳 00 106/2/23 網購內衣褲糾紛  

8 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賣家：蔡西帆 ) 

江 00 106/3/24 網購鞋子糾紛  

9 IKEA 王 00 2017/4/10 購買靠墊糾紛  

10 施家治  林 0 2017/4/6 委任糾紛  

11 黃明山  吳 00 2017/4/18 訂購冰箱洗衣機糾紛  

 



序號  相對人  申訴人  協商日期  申訴內容要旨  

12 蝦皮拍賣  

賣家：黃鈺玲  

高 00 106/5/3 網購商品糾紛  

13 露天拍賣  

賣家：曾祥育  

朱 00 106/5/4 網購藍芽音響糾紛  

14 PET care 寵物生活保健平台  李 00 106/5/12 網購寵物藥品糾紛  

15 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賣家：林美秀  

王 00 106/5/19 網購商品糾紛  

16 詠樂國際精品有限公司  黃 00 106/5/19 網購服飾糾紛  

17 小館室集  La 

Vie(Y7228369761) 

張 00 106/5/22 網購警報器糾紛  

18 小蔡電器  林 00 106/5/19 網購冷氣機糾紛  

19 唐阡語美容商行  陳○○ 106/7/12 購買美容課程糾紛  

20 安然小發網  涂○○ 106/7/11 網購手鐲糾紛  

21 小港三希資訊社  許○○ 106/7/19 網購立扇糾紛  

22 蝦皮賣家楊慧婷 (賣家代號

lulu333) 

楊○○ 106/7/18 網購商品糾紛  



23 

 

聯億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富威飼料有限公司  

王○○ 106/7/31 購買狗飼料糾紛  

24 美睫美匠工作室  袁○○ 106/7/31 接睫毛糾紛  

25 蝦皮拍賣 sunlink 鄭○○ 106/7/26 網購硬碟糾紛  

26 厚冠空間設計事務所  廖○○ 106/7/26 房屋修繕糾紛  

27 卓澔數學  李○○ 106/8/15 補習糾紛  

28 欣豐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曹○○ 106/8/22 網購商品糾紛  

29 越南仲介  黃○○ 106/8/16 婚姻仲介糾紛  

30 溪頭夏堤飯店  彭○○ 106/8/17 使用住宿券糾紛  

31 蝦皮拍賣  sunlink 鄭○○ 106/7/26 網購硬碟糾紛  

32 速貝企業有限公司  林○○ 106/9/4 購買風扇糾紛  

33 黃金水岸湯泉養生會館  吳○○ 106/9/7 使用游泳券糾紛  

34 捷英特股份有限公司  石○○ 106/9/15 網購小家電糾紛  

35 楊歆慧 (即露天賣家帳號

ymelody1027) 

邱○○ 106/9/20 網購鍋子糾紛  

36 森鋒布藝  盧○○ 106/9/20 裝潢糾紛  



37 呂宜宗 (即和風家居生活百

貨，蝦皮帳

號 :superwings888) 

潘○○ 106/8/8 網購商品糾紛  

38 未來實驗室  邱○○ 106/10/2 網購糾紛  

39 亞洲航空公司  黃○○ 106/10/25 購買機票糾紛  

40 HOME Taiwan 汪○○ 106/10/25 網購糾紛  

41 大衛通信行  吳○○ 106/10/19 購買手機糾紛  

42 有巢氏仲介公司  張○○ 106/11/1 購買房屋糾紛  

43 易來數位娛樂  鄧○○ 106/11/14 線上遊戲糾紛  

44 力展防水裝漏  陳○ 106/11/1 房屋裝修糾紛  

45 陶朱科技有限公司  鍾○○ 106/11/6 線上遊戲糾紛  

46 寶格曼診所  林○○ 106/11/15 購買美容課程糾紛  

47 泓電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賴○○ 106/11/21 購買商品糾紛  

48 傲盛實業  洪○○ 106/11/14 信用貸款糾紛  

49 紐因特 (統編 54152714) 王○○ 106/11/15 運動健身糾紛  

50 麥迪威有限股份公司  陳○○ 106/11/15 購買商品糾紛  

  51 金金電器百貨量販店  吳○○ 106/11/15 購買商品糾紛  



52 台農有限公司  吳○○ 106/11/16 購買商品糾紛  

53 台灣虎航股份有限公司  莊○○ 106/11/21 購買機票糾紛  

54 鈊象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潘○○ 106/11/22 線上遊戲糾紛  

55 台中弘越補習班  江○○ 106/11/29 補習糾紛  

56 尼普頓．客製帆船旅遊假期  李○○ 106/12/8 旅遊糾紛  

57 全真概念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鄒○ 106/12/1 運動健身糾紛  

58 綺姵登化妝品  

(紘翊企業社 ) 

紀○○ 106/12/5 美容用品糾紛  

59 蝦皮購物賣家 :魚骨工坊  洪○○ 106/12/26 網購商品糾紛  

60 蝦皮賣家 :盛浩科技有限公司

(即慧鑫通訊 ) 

楊○○ 106/12/4 網購商品糾紛  

61 486 團購 (包昇數位文化有限

公司 ) 

趙○○ 106/12/25 網購商品糾紛  

62 露天賣家 :吳良棋  林○○ 106/12/21 網購商品糾紛  

63 薇蕬緹 VISATI(澤薈國際有限

公司 ) 

陳○○ 106/12/26 購買美容產品糾紛  

64 薇蕬緹 VISATI(澤薈國際有限

公司 ) 

楊○○ 106/12/26 購買美容產品糾紛  



65 陳怡儒 (即 Pchome 商店街個

人賣場 :儒 RU 專賣店 ) 

姚○○ 106/12/25 網購商品糾紛  

66 富昇旅行社  邱○○ 106/12/28 網購旅遊行程糾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