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相對人 申訴人 協商日期 申訴內容要旨

1 琮滕資訊有限公司 徐00 107/1/9 商品維修糾紛

2 捷風創意行銷有限公司 黃00 107/1/9 信用貸款糾紛

3 興塑利建設公司 洪00 107/1/24 買賣房屋糾紛

4
壁貼巧拼批發商(樂購蝦

皮賣家：楊仲焜)
林00 107/1/10 網購糾紛

5
楊建生(露天賣家帳號：

hugh-1)
李00 107/2/6 購買按摩器糾紛

6
蘇漢光(蝦皮賣家帳號：

cc091190)
林00 107/2/1 網購攝影機糾紛

7
大道不動產有限公司(東

森房屋昌平加盟店)
黃00 107/2/6 不動產經紀糾紛

8 普雷威股份有限公司 賴00 107/2/13 線上遊戲糾紛

9 華中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程00 107/2/5 旅遊糾紛

10
魔鬼氣球人創意有限公

司
葉00 107/2/22 婚宴佈置糾紛

11 鈊象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朱00 107/2/13 線上遊戲糾紛

12
劉明儒(雅虎賣家帳號：

Y3362200838)
戴00 107/2/8 網購商品糾紛

13
台灣英旗互動娛樂有限

公司
曾00 107/3/19 線上遊戲糾紛

14 瑋翔科技企業社 蕭00 107/3/15 網購手機糾紛

15
紘毅裝修工程行(代表

人：田強達)
卓00 107/3/23 房屋裝修工程糾紛

16
客遊天下旅行社有限公

司
錢00 107/4/10 旅遊糾紛

17
美商蘋果亞洲股份有限

公司
林00 107/4/16 手機糾紛

18
蔡郁荷(PChome賣家帳

號：Lizliz)
宋00 107/4/17 網購麵包機糾紛

19 固德汽車企業社 管0 107/4/30 汽車維修糾紛

20 正暘一店 吳00 107/5/2 網購商品糾紛

21 銓聯建設有限公司 解00 107/5/9 購買房屋糾紛

22 台灣威富品牌有限公司 童00 107/5/22 購買服飾糾紛

23
韓國商康特思股份有限

公司
楊00 107/5/24 線上遊戲糾紛

24 永贏數位行銷有限公司 李00 107/5/22 網購商品糾紛

25 駿輝機械有限公司 張00 107/4/24 鋁圈烤漆修復工程糾紛

雖出席協商會議

，卻未履行協商

成立條件。

26
太雅有限公司(太雅汽車

，代表人：李明洙)
陳00 107/6/5 購買中古車糾紛

107年1月至12月無故未出席協商企業經營者名單



27

彭國安(樂購蝦皮賣家，

賣家帳號：

foolchenyuwen)

蕭00 107/6/22 網購空氣清淨機糾紛

28 伊國空間設計有限公司 連00 107/7/4 室內設計及裝修糾紛

29
House Taichung (好室 台

中)
詹00 107/7/4 租屋糾紛

30 大興汽車保修廠 黃00 107/7/4 購買中古車糾紛

31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

公司
吳00 107/7/2 機車價款付款糾紛

32
宗宸資產管理顧問有限

公司
張00 107/7/6 銀行貸款糾紛

33
黃丞駿(即甯覲spa美學

館)
王00 107/7/4 購買美容課程糾紛

34 中華奔馳有限公司 紀00 107/7/6 購買汽車糾紛

35
林欣樺(雅虎奇摩拍賣賣

家帳號：Y2237722670)
王00 107/7/16 網購商品糾紛

36 佳恆開發實業有限公司 陳00 107/7/17 不動產經紀糾紛

37
摩利數位行銷股份有限

公司
王00 107/8/1 線上遊戲糾紛

38
台灣環亞國際婚姻媒合

協會
陳00 107/8/9 婚姻仲介糾紛

39
添福室內裝修設計有限

公司
許00 107/8/7 裝修工程糾紛

40
荷蘭商荷蘭皇家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楊00 107/8/9 購買機票糾紛

41
全聯旅行社股份有限公

司
逄00 107/8/17 旅遊糾紛

42
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林00 107/8/23 網購調理機糾紛

43
睿能創意營銷股份有限

公司
陳00 107/8/29 購買電動機車糾紛

44
戀愛生活館股份有限公

司
陳00 2018/9/6 婚友社糾紛

45
騰邦實業有限公司(情趣

夢天堂情趣精品館)
凌00 2018/9/7 網購商品糾紛

46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黃00 2018/9/17 線上遊戲糾紛

47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廖00 2018/9/17 線上遊戲糾紛

48 御宮廷建設有限公司 羅00 2018/9/25 購買預售屋糾紛

49
澄希貿易有限公司(網站

品牌名稱COMODE)
王00 2018/9/28 網購服飾糾紛

50 立昇工程行 蕭00 2018/9/18 房頂整修糾紛

51 曙愛商行 蘇00 2018/10/5 購買服飾糾紛



52 曙愛商行 王00 2018/10/5 購買服飾糾紛

53 芭比玫瑰園 王00 2018/10/1 網購商品糾紛

54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邱00 2018/10/5 線上遊戲糾紛

55 禧福水產 廖00 2018/10/2 購買水產糾紛

56 茗媛診所 賴00 2018/10/3 醫美糾紛

57 鉉靖暄實業有限公司 莊00 2018/10/4 購買骨灰罐糾紛

58
先科企業有限公司(清算

人：劉火明)
王00 2018/10/4 安裝車定速系統糾紛

59 陽光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鄭00 2018/10/12 購買幼教產品糾紛

60
京金國際旅行社有限公

司
許00 2018/10/16 購買旅遊行程糾紛

61
朵兒極緻美學苑工作室/

一元購有限公司
洪00 2018/10/16 美甲美婕課程糾紛

62 瘋狂配件館 陳00 2018/10/18 網購電視盒糾紛

63
新新生活館(奇摩拍賣賣

家帳號：Y1550118669)
蕭00 2018/10/25 網購書桌糾紛

64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紀00 2018/10/18 線上遊戲糾紛

65 蔣世承工程行

豐

00000000

0

2018/10/19 公設糾紛

66 瑋翔科技企業社 羅00 2018/10/30 網購手機糾紛

67 國光車業行 郭00 2018/10/29 購買機車糾紛

68 睿能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郭00 2018/11/2 購買電動機車糾紛

69
禾業興業有限公司(代表

人：洪達立)
侯00 2018/11/2 安裝冷氣糾紛

70 勝揚汽車商行 張00 2018/11/5 購買中古車糾紛

71 邱勝峯 鍾00 2018/11/16 房屋採光罩糾紛

72
廖梓涵(即pchome商店

街：梓魚兒百寶舖)
陳00 2018/11/7 網購住宿券糾紛

73
新加坡拍拖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
邱00 2018/11/16 加入會員糾紛

74
智擎數位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鍾00 2018/11/28 線上教學糾紛

75
恩采企業社(負責人：林

均諺；合夥人：許齡月)
馮00 2018/11/22 購買美容課程糾紛

76
羅顏萬珠即太元通訊實

業社
蔡00 2018/11/29 購買手機糾紛

77 建霆有限公司 張00 2018/11/29 維修手機糾紛

78
巧思經典廚藝股份有限

公司(清算人：曾美子)
林00 2018/12/17 廚藝課程糾紛

79 卓育有限公司 林00 2018/12/17 購買數位教材糾紛



80
浩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分公司(枋客文旅)
廖00 2018/12/3 訂房糾紛

81 新加坡商拍拖有限公司 王00 2018/12/3 交友糾紛

82 天下留學股份有限公司 王00 2018/12/7 留學糾紛

83 達裕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葉00 2018/12/10 債務整合糾紛

84 台灣樂線有限公司 許00 2018/12/14 線上遊戲糾紛

85
澄希貿易有限公司(網站

名稱：comode)
辜00 2018/12/19 網購商品糾紛

86
加州服飾專賣店(代表

人：洪儒熹)
廖00 2018/12/24 網購服飾糾紛

87
元泰電訊實業社(代表

人：羅顏萬珠)
張00 2018/12/21 維修手機糾紛

88
恩采企業社(負責人：林

均諺)
蔡00 2018/12/20

購買美容產品與服務糾

紛

89
台灣碩網網路娛樂股份

有限公司
楊00 2018/12/28 線上遊戲糾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