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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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私立上智文理短期補習班 蔡○○ 1071226 補習契約解約爭議 

百億設計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李○○ 1071226 室內裝修爭議爭議 

台灣樂線有限公司 高○○ 1071226 線上遊戲爭議 

Black Studio 李○○ 1071225 網路購物爭議 

露天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賣

家帳號：arcoa09253） 

柳○○ 1071224 網路購物爭議 

睿能創意營銷股份有限公司 傅○○ 1071220 機車維修服務爭議 

台灣喜成美的事業有限公司(Minou 

nail salon) 

蔡○○ 1071219 瘦身美容服務退費爭議 

露天賣家帳號：0409shop 洪○○ 1071217 網路購物爭議 

蕾絲娃娃法式手工婚紗攝影 屠○○ 1071217 婚紗攝影消費爭議 

鼎威蘋果 許○○ 1071214 手機維修服務爭議 

露天賣家帳號：kerate13499 勵○○ 1071213 網路購物爭議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張○○ 1071212 線上遊戲爭議 

裕豐環球有限公司 賴○○ 1071212 課程退費爭議 

睫研實業社 黃○○ 1071212 瘦身美容服務爭議 

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賣家

帳號: Y1673976222） 

孫○ 1071212 網路購物爭議 

富胖達股份有限公司 李○○ 1071212 外送服務爭議 

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 

陳○○ 1071210 網路購物爭議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詹○○ 1071207 線上遊戲爭議 

育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 1071205 線上遊戲爭議 

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賣家

帳號: Y0764946392） 

方○○ 1071127 購物退費爭議 

禾太汽車 楊○○ 1071127 二手車買賣返還定金爭議 

八興商社 黃○○ 1071126 購物退費爭議 

HAPPY 娃娃屋 王○○ 1071122 娃娃機保夾爭議 

豐昱國際物流有限公司 林○○ 1071120 網路購物爭議 

露天賣家帳號：Ikksking 林○○ 1071120 網路購物爭議 

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賣家

帳號: Y5559309585） 

王○○ 1071119 網路購物爭議 



美力狗寵物店 張○○ 1071116 寵物買賣爭議 

旋轉拍賣有限公司、賣家帳號：

hh96711 

吳○○ 1071115 網路購物爭議 

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賣家

帳號:柯柯嚴選 Y2799718708） 

王○○ 1071114 網路購物爭議 

先創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江○○ 1071114 迷你無人機維修爭議 

達利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林○○ 1071113 投資課程退費爭議 

永瑜石藝創作工坊 陳○○ 1071113 浴室漏水維修爭議 

亨達利鐘錶行 關○○ 1071113 手錶維修服務消費爭議 

Curves 中山錦州街女性專用健身房 張○○ 1071108 健身會員契約退費爭議 

茗妍美容院（BQ 美麗智慧 SPA 館） 顏○○ 1071102 瘦身美容課程退費爭議 

友樹工作室 黃○○ 1071031 美燙髮消費爭議 

東風衛星製作股份有限公司 朱○○ 1071029 藝文活動消費爭議 

珍艾碧絲有限公司 王○○ 1071026 線上遊戲帳號停權爭議 

陶園股份有限公司 郭○○ 1071025 餐券退費爭議 

臺灣索尼互動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林○○ 1071024 線上遊戲爭議 

永發科技有限公司 陳○○ 1071024 購物退費爭議 

台灣樂線有限公司 林○○ 1071024 線上遊戲退款爭議 

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賣家

帳號：Y1769221525） 

周○○ 1071023 網路購物爭議 

AndyWu Image 無敵影像 汪○○ 1071023 全家福攝影爭議 

新加坡商拍拖有限公司 雷○○ 1071023 婚友介紹退費爭議 

名人會自助美食百匯南京店 李○○ 1071022 餐費計算爭議 

玨綺有限公司 李○○ 1071022 因購買演唱會門票消費爭議 

德尚汽車有限公司 林○○ 1071022 汽車維修服務消費爭議 

保捷康物業管理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蔡○○ 1071019 使用青少年育樂中心點數消費

爭議 

台灣水木至清科技有限公司 梁○○ 1071017 線上遊戲消費爭議 

龍華開發有限公司 阮○○ 1071017 房屋租賃退費爭議 

蝦皮賣家帳號:jallspod 張○○ 1071016 網路購物爭議 

台灣宇博數位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謝○○ 1071016 計程車運送服務爭議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莊○○ 1071016 保固維修爭議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莊○○ 1071015 電腦螢幕保固維修爭議 

商店街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賣家帳號:999 代購) 

陳○○ 1071015 網路購物爭議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陳○○ 1071012 線上遊戲消費爭議 

大發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何○○ 1071005 旅客運送服務爭議 



台灣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 葉○○ 1071005 計程車運送服務爭議 

媚力九九 何○○ 1071005 購物退費爭議 

TAEHEE W 韓國婚紗攝影(利亞婚禮

有限公司) 

江○○ 1071002 婚紗攝影消費爭議 

創業家兄弟股份有限公司 陳○○ 1071001 網路購物爭議 

哆啦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黃○○ 1070925 線上遊戲消費爭議 

奧迪福斯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范姜○○ 1070925 汽車維修保固爭議 

和昌商旅股份有限公司 劉○○ 1070921 會員儲值金退費爭議 

和昇休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劉○○ 1070921 會員儲值金退費爭議 

台灣三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王○○ 1070920 手機保固維修爭議 

智尋網旅行社有限公司 陸○○ 1070919 網路訂房爭議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陳○○ 1070919 線上遊戲消費爭議 

露天賣家帳號 love530705 雷○ 1070918 網路購物爭議 

麗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周○○ 1070918 住宿餐飲消費爭議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熊○○ 1070914 線上遊戲消費爭議 

富連網 郭○○ 1070913 退費爭議 

推薦的寵物店 謝○○ 1070912 寵物買賣退費爭議 

暢談國際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詹○○ 1070912 退貨退款爭議 

運詳機車有限公司 汪○○ 1070912 機車買賣消費爭議 

新地國際有限公司 趙○○ 1070907 網購消費爭議 

富洋休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閔○○ 1070905 解除契約退費爭議 

郁豐內衣有限公司 謝○○ 1070905 購買內衣退貨爭議 

海世界活海鮮專賣店 陳○○ 1070904 餐飲消費爭議 

露天賣家帳號：pipi5277 陳○○ 1070903 網購履約爭議 

和運租車 張○○ 1070903 汽車租賃損害賠償爭議 

華薇國際有限公司 黃○○ 1070903 會員贈品消費爭議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蔡○○ 1070903 線上遊戲消費爭議 

聖皇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21

世紀不動產內湖捷運碧湖加盟店） 

陳○○ 1070831 房屋買賣仲介服務爭議 

蝦皮賣家帳號：yasuiqueenie 陳○○ 1070831 網購（代購）退費爭議 

酷遊天國際旅行社 鄭○○ 1070830 退費爭議 

台灣玩具反斗城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吳○○ 1070829 退換貨爭議 

新加坡商拍拖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莊○○ 1070829 委任退費爭議 

Ka les noces bridal couture 

(Ka les noces 婚紗禮服) 

林○○ 1070827 婚紗租用消費爭議 

駿速國際通運有限公司 顏○○ 1070824 網購退費爭議 

德興裝潢防水工程行 蔡○○ 1070823 室內裝修爭議 



聚合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謝○○ 1070821 買賣預售屋爭議 

露天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賣

家帳號 abc32545076） 

陳○○ 1070821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商店街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賣家帳號：S149596749 名稱超人

呆） 

鍾○○ 1070821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Myfitness 幫你顧小孩健身房 林○○ 1070816 健身會員退費爭議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 1070816 線上遊戲帳號爭議 

典漾時尚醫美診所 賴○○ 1070815 瘦身美容課程退費爭議 

C.Y.S 假髮接髮 譚○○ 1070815 購買假髮消費爭議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林○○ 1070814 購物退貨消費爭議 

PChome 賣家(帳號：瘋馬團代購專

屬) 

賴○○ 1070813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賴○○ 1070813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麗冠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孔○○ 1070813 有線電視月租費爭議 

yoyomall 張○○ 1070810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東風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 張○○ 1070810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雅虎數位行銷有限公司 張○○ 1070810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菲比尋常愛手作 彭○○ 1070809 課程消費爭議 

世清股份有限公司 洪○○ 1070808 泳池票券退費爭議 

熤輝早餐 韓○○ 1070807 點餐及餐費計算爭議 

益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張○○ 1070806 液晶電視維修消費爭議 

上荻設計 蘇○○ 1070803 屋頂防水及室內裝修爭議 

王侯裝潢玻璃工程 郭○○ 1070801 通訊交易商品故障爭議 

慧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周○○ 1070731 線上遊戲爭議 

豔陽電影院(台北瑞安店) 周○○ 1070730 DVD 出租店儲值金退費爭議 

匯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魏○○ 1070730 買賣預售屋爭議 

美夢成真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潘○○ 1070727 美容課程解約爭議 

龍成網路有限公司 高○○ 1070727 線上遊戲停權爭議 

一路發集運網股份有限公司 唐○○ 1070725 運送貨物損壞及計費爭議 

露天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賣

家帳號:blacks4436) 

馬○○ 1070725 網購買賣消費爭議 

樂購蝦皮(賣家帳號:q0282171989) 張○○ 1070724 網購買賣消費爭議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鄭○○ 1070723 健身教練課程解約爭議 

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賣家

帳號：Y4663959340） 

蔡○○ 1070720 通訊交易退款消費爭議 

元和興有限公司 陳○○ 1070720 商品掉漆脫落致皮膚傷害爭議 



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賣家

帳號：Y6995752385） 

張○○ 1070719 通訊交易退款消費爭議 

一舫實業有限公司 翁○○ 1070718 鞋子瑕疵損害賠償爭議 

職達外語 陳○○ 1070718 補習契約爭議 

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蔡○○ 1070718 預售屋履約消費爭議 

樂購蝦皮(賣家:yunxin629) 陳○○ 1070717 網購買賣消費爭議 

玟子專業到府坐月子保母 楊○○ 1070717 到府做月子保母服務消費爭議 

美商蘋果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謝○○ 1070717 購買手機瑕疵消費爭議 

青宇建設有限公司 黃○○ 1070717 預售屋履約消費爭議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 1070716 線上遊戲退費爭議 

米蘭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王○○ 1070713 購物解除契約爭議 

歐捷聯合實業有限公司 王○○ 1070712 網購退貨爭議 

創業家兄弟股份有限公司 蕭○○ 1070711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達裕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劉○○ 1070711 委任契約終止爭議 

台灣薩莉亞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黃○○ 1070711 餐飲消費退費爭議 

奧奇國際有限公司 黃○○ 1070710 網購退貨消費爭議 

大方娛樂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舒○○ 1070710 藝文表演活動消費爭議 

大方娛樂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謝○○ 1070710 藝文表演活動消費爭議 

大方娛樂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簡○○ 1070710 藝文表演活動消費爭議 

美麗淑女美容坊 許○○ 1070709 瘦身美容契約終止退費爭議 

伊甸動物醫院 孫○○ 1070706 消費內容及費用資訊揭露爭議 

蝦皮帳號：ruminare 林○○ 1070705 網購退費爭議 

好朋友單車出租店 劉○○ 1070705 自行車租賃損害爭議 

台灣玩具反斗城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吳○○ 1070705 營業時間拒絕消費爭議 

蝦皮賣家帳號：zegna.tw2 鄭○○ 1070704 網購退費爭議 

兆笙環球股份有限公司 陳○○ 1070703 餐飲業商品禮券退款爭議 

大佳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李○○ 1070703 預售屋停車位瑕疵消費爭議 

商店街市集賣家帳號：

store1499949324(3c 迦南園) 

林○○ 1070703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威生堂國際物流有限公司 施○○ 1070703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拼車趣股份有限公司 林○○ 1070702 機場接送服務消費爭議 

露天賣家帳號：sanone77 林○○ 1070702 網路委託購物消費爭議 

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賣家

帳號：Y8580066856） 

羅○○ 1070702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花蓮采盈精品休閒旅館 陳○○ 1070702 網路訂房退費爭議 

衣美服飾 鄭○○ 1070629 商品瑕疵退貨爭議 

香港商雅虎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陳○○ 1070629 折價券使用期限爭議 



司 

拼車趣股份有限公司 陳○○ 1070629 搭車退費爭議 

富連網股份有限公司 江○○ 1070628 網購退費爭議 

蒲公英專業手機維修 林○○ 1070628 電腦螢幕維修爭議 

亞曼莎國際有限公司（法國巴黎婚

紗） 

徐○○ 1070628 婚紗攝影契約解除退費爭議 

小米易購赫田企業社 湯○○ 1070627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露天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賣家:小米易購(帳號:katty-lai)】 

湯○○ 1070627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商店街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賣家: melisma（伊瑪格科技有限公

司）】 

羅○○ 1070627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商店街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賣家：小葵店鋪） 

林○○ 1070627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陳○○ 1070626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樂購蝦皮賣家帳號：foolchenyuwen 劉○○ 1070626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艾莉時尚聯誼會館(艾莉顧問有限公

司) 

劉○○ 1070626 交友會員契約退費爭議 

茂為歐買尬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紀○○ 1070626 線上遊戲爭議 

丹麥商賽睿有限公司 王○○ 1070626 網購保固維修等爭議 

金陽不銹鋼 楊○○ 1070625 裝修工程消費爭議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郭○○ 1070625 取貨爭議 

華薇國際有限公司 朱○○ 1070625 美容會員消費爭議 

露天賣家帳號：photo8899 徐○○ 1070622 網購退貨爭議 

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吳○○ 1070622 預售屋解約爭議 

台灣夏普股份有限公司 吳○○ 1070622 手機瑕疵消費爭議 

南仁湖育樂股份有限公司 郭○○ 1070621 購屋履約爭議 

三瀚有限公司 胡○○ 1070620 工程施工爭議 

台灣馬自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李○○ 1070619 車輛保固維修爭議 

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蘇○○ 1070615 預售屋施工消費爭議 

威生堂國際物流有限公司 郭○○ 1070615 網購物流退貨 

橡德影音社(豔陽電影院) 高○○ 1070615 DVD 出租店會員退費爭議 

台灣碩網網路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林○○ 1070614 線上遊戲爭議 

文碩圖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 1070614 訂購雜誌消費爭議 

新加坡商拍拖有限公司 姚○○ 1070613 交友會員契約退費爭議 

奇摩賣家帳號：Y0301303710 尤○○ 1070613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陳海倫心橋顧問有限公司 阮○○ 1070613 訪問買賣退費爭議 



祥銘貿易有限公司 仵○○ 1070611 冰箱保固爭議 

奇摩賣家帳號：Y3986162056 許○○ 1070611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奧迪福斯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劉○○ 1070611 汽車買賣消費爭議 

奇摩賣家帳號：3000300239 陳○○ 1070611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荷蘭商聯想股份有限公司 杜○ 1070608 電腦瑕疵及維修爭議 

首善有限公司(朵兒極致美學苑) 謝○○ 1070608 美睫課程退費爭議 

新地國際精品行 胡○○ 1070608 網購退貨爭議 

潔客幫股份有限公司 陳○○ 1070608 清潔服務消費爭議 

I AM.iFcous 楊○○ 1070607 購物退貨爭議 

台灣宇博數位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陳○○ 1070606 Uber 載客服務消費爭議 

鳳凰潛水有限公司 吳○○ 1070605 潛水消費爭議 

兆笙環球股份有限公司 施○○ 1070605 餐飲業商品禮券退費爭議 

智擎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陳○○ 1070605 網際網路教學服務退費爭議 

推薦的寵物店 楊○○ 1070604 瑕疵擔保及損害賠償等爭議 

兆笙環球股份有限公司 余○○ 1070604 餐飲業商品禮券退費爭議 

馬來西亞商全亞洲航空長途運輸有

限公司 

陳○○ 1070604 電子禮券消費爭議 

硬碟醫院 林○○ 1070531 手機資料讀取存檔服務爭議 

泊樂行旅 張○○ 1070531 取消訂房退費爭議 

露天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賣

家帳號：a2653445） 

莊○○ 1070531 網購未交貨爭議 

台灣大車隊 王○○ 1070531 搭車付款及損害賠償爭議 

兆笙環球股份有限公司 李○○ 1070531 餐飲業商品禮券退款爭議 

印空國際有限公司 張○○ 1070530 心靈成長課程退費爭議 

商店街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賣家帳號：阿妹代購 

吳○○ 1070529 網購退貨爭議 

巴斯瑪 吳○○ 1070529 包包送洗消費爭議 

舒緹國際有限公司(臻美 SPA 會館) 劉○○ 1070529 美容課程退費爭議 

靜觀行館 羅○○ 1070528 取消訂房退費爭議 

虹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杜○○ 1070528 預售屋買賣爭議 

賴聖芳 梁○○ 1070518 購物退貨爭議 

摩可洛國際有限公司 蔣○○ 1070524 購物退貨爭議 

珍艾碧絲有限公司 黃○○ 1070524 線上遊戲帳號停權爭議 

北投健康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林○○ 1070523 購買健檢卡消費爭議 

拼車趣股份有限公司 鄭○○ 1070523 機場接送服務爭議 

臺北市私立戴正彥文理短期補習班 劉○○ 1070523 短期補習班退費爭議 

嚴選名膜有限公司 黃○○ 1070522 手機保護貼消費爭議 



承新國際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文

山分公司 

詹○○ 1070522 健身教練退費爭議 

蝦皮賣家哈滋卡西 3C 配件零件批發

零售代購 

陳○○ 1070522 購物退貨爭議 

萊可汽車商行 林○○ 1070521 中古車買賣里程數爭議 

商店街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光電 led 專賣店賣家帳號：

s183034024） 

高○○ 1070521 購物退貨爭議 

瀚傑有限公司(北車 12 號店) 林○○ 1070517 購物退貨爭議 

樂購蝦皮賣家帳號：pqmexxxxem 黃○○ 1070517 網路購物退費爭議 

秘密基地（餐廳） 李○○ 1070517 訂席（包場）定金退費爭議 

泊樂行旅 葉○○ 1070516 訂房解約退款爭議 

新鳥莊 蔡○○ 1070515 購物爭議 

吾愛創意電子 楊○○ 1070515 網購商品爭議 

天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許○○ 1070511 房屋所有權移轉糾紛 

天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周○○ 1070511 房屋買賣產權糾紛 

鼎麗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周○○ 1070511 房屋買賣產權糾紛 

凱爵酒坊 梁○○ 1070511 消費金額爭議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 1070510 線上遊戲爭議 

兆笙環球股份有限公司 李○○ 1070509 禮券退款爭議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林○○ 1070509 保險契約糾紛 

雅虎奇摩賣家帳號: Y7228369761 許○○ 1070509 網購商品瑕疵爭議 

新光三越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吳○○ 1070509 禮券盜用爭議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黃○○ 1070509 線上遊戲爭議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張○○ 1070508 線上遊戲爭議 

愛度家居有限公司 莊○○ 1070507 家具買賣定金返還爭議 

新加坡商易遊科技有限公司台灣分

公司 

賴○○ 1070506 線上遊戲爭議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楊○○ 1070504 線上遊戲爭議 

安貝斯特 張○○ 1070504 網購商品瑕疵爭議 

南仁湖育樂股份有限公司 王○○ 1070502 渡假村會員權益爭議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張○○ 1070502 線上遊戲爭議 

樂購蝦皮賣家帳號：foolchenyuwen 李○○ 1070430 網路購物爭議 

樂購蝦皮賣家帳號：er86079 楊○○ 1070430 網路購物爭議 

樂購蝦皮賣家帳號：shin_0604 郭○○ 1070430 網路購物履約爭議 

臻璽齋有限公司 楊○○ 1070430 網路直播退貨爭議 

優質秈女洗衣店 林○○ 1070430 洗衣消費爭議 



玉龍山文化圖書國際有限公司 林○○ 1070430 訂購雜誌消費爭議 

樂購蝦皮賣家帳號：ramon20031019 賴○○ 1070427 網路購物商品短少爭議 

艾美佳商行（手機瘋） 張○○ 1070427 手機保護貼消費爭議 

中華網龍股份有限公司 孫○○ 1070427 線上遊戲爭議 

商店街市集賣家帳號：pingping house 劉○○ 1070426 網路購物退費爭議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陳○○ 1070426 課程退費爭議 

荷蘭商愛特思股份有限公司颯拉台

灣分公司（ZARA） 

張○○ 1070426 商品瑕疵給付爭議 

雅虎奇摩賣家:汪連創五金百貨行、

帳號:Y5300851725 

許○○ 1070424 網路購物退費爭議 

露天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賣

家帳號:taiwan2688 

王○○ 1070423 網路購物退費爭議 

純植美殿 SPA 林○○ 1070423 課程退費爭議 

天使輕旅礁溪溫泉 郭○○ 1070420 住宿券消費爭議 

威生堂國際物流有限公司 林○○ 1070420 網路購物退費爭議 

百齡育樂股份有限公司 吳○○ 1070419 會員保證金退費爭議 

阿牛犬貓急診醫院 拉○○ 1070419 寵物醫療爭議 

暐泉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劉○○ 1070417 購屋履約爭議 

Chalicaille 香麗卡 正韓 唐○○ 1070417 網購退費爭議 

樂購蝦皮賣家帳號：hmnhm65656556 李○○ 1070416 網購退費爭議 

裕豐環球有限公司 蔡○○ 1070416 課程退費爭議 

臺灣微軟股份有限公司 呂○○ 1070416 商品維修爭議 

阿瑞斯股份有限公司 林○○ 1070413 用餐後身體不適賠償爭議 

美商蘋果亞洲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

公司 

謝○○ 1070413 手機瑕疵消費爭議 

樂購蝦皮賣家:aofeng.tw 林○○ 1070413 網購退費爭議 

商店街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賣家：LCDsupermarkets 

洪○○ 1070412 網購退費爭議 

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賣家帳號：Y8588860655） 

黃○○ 1070412 網購退費爭議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伍○○ 1070412 線上遊戲退款爭議 

心儀服飾行 陳○○ 1070411 衣服產地與廣告不符退款爭議 

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龍○○ 1070409 網購手機消費爭議 

亞洲時尚股份有限公司 楊○○ 1070409 美容票券消費爭議 

雲向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韓○○ 1070402 裝修工程解約消費爭議 

酵素洗衣興安店 陳○○ 1070402 洗衣消費爭議 

飛達旅運股份有限公司（酷航臺灣總 林○○ 1070402 行李损壞消費爭議 



代理） 

拼車趣股份有限公司 林○○ 1070402 機場接送服務消費爭議 

藍波萬小舖 江○○ 1070402 預購遊戲卡消費爭議 

奧迪福斯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張○○ 1070331 汽車買賣車輛瑕疵爭議 

亞洲時尚股份有限公司 李○○ 1070331 醫美課程退費爭議 

台灣博柏利有限公司 黃○○ 1070330 商品瑕疵退換貨爭議 

智擎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Funday

線上英語平台） 

朱○○ 1070330 線上英文課程消費爭議 

盈科泛利股份有限公司 黃○○ 1070326 報名講座退費爭議 

蝦皮賣家帳號：vktx5386 洪○○ 1070323 網購退費爭議 

威生堂國際物流有限公司及遠洋嘉

通 

高○○ 1070323 網購交易消費爭議 

中國貿易開發有限公司 286 蔡○○ 1070322 網購交易消費爭議 

米奇家專業清潔有限公司 周○○ 1070322 清潔兒童座椅消費爭議 

雅虎賣家帳號：Y2397512179（小王

子代購服務） 

張○○ 1070321 網路代購爭議 

Gamevil(韓商蓋威爾股份有限公司) 陳○○ 1070320 線上遊戲爭議 

EF遊留學文教機構(英莩留學服務股

份有限公司) 

張○○ 1070320 遊留學學費等爭議 

PChome 商店街賣家：歐洲進口工具 吳○○ 1070320 網購交易消費爭議 

旋轉拍賣有限公司及賣家帳號：

e0921932573 

楊○○ 1070320 網購交易消費爭議 

富連網股份有限公司 蔡○○ 1070319 續約爭議 

露天拍賣賣家：語宸二手書店 卓○○ 1070301 網購交易消費爭議 

查爾斯國際語言有限公司 陳○○ 1070319 補習班合約退費爭議 

拼車趣股份有限公司 黃○○ 1070316 機場接機費用返還消費爭議 

樂購蝦皮賣家：Chan1217 林○○ 1070316 網購退費爭議 

樂購蝦皮賣家：weiwei33 易○○ 1070314 網購退費爭議 

快樂莊園民宿 邱○○ 1070314 住宿券退費爭議 

宗威有限公司 胡○○ 1070313 網路購物退費爭議 

富豪旅行社有限公司 吳○○ 1070313 國外旅遊消費爭議 

樂購蝦皮有限公司（賣家帳號：

gjr0530） 

陳○○ 1070309 通訊交易消費爭議 

台灣明尼蘇達礦業製造股份有限公

司 

黃○○ 1070308 舊品回收爭議 

詠樂國際精品有限公司 林○○ 1070306 網購退費爭議 

商店街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涂○○ 1070306 網購退費爭議 



（賣家帳號：蜜寶貝日韓童裝） 

萬寶龍(美麗華百樂園專櫃) 陳○○ 1070306 購買筆(筆芯)爭議 

台灣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 楊○○ 1070306 叫車服務及損害賠償爭議 

兆笙環球股份有限公司(兆笙會館) 鄭○○ 1070305 餐飲業商品禮券消費爭議 

來運健身俱樂部 王○○ 1070305 健身會員契約解約爭議 

韓商蓋威爾股份有限公司 謝○○ 1070305 線上遊戲退費爭議 

樂購蝦皮有限公司（賣家帳號：

Chue0410） 

藍○○ 1070305 網購退費爭議 

旅人日誌青年旅店 陳○○ 1070302 旅店住宿解約爭議 

多燕瘦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黃○○ 1070226 退貨退款爭議 

德總電腦有限公司光華三分公司 徐○○ 1070223 買賣電腦消費爭議 

富士電通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何○○ 1070223 保固維修爭議 

普雷威股份有限公司 許○○ 1070222 線上遊戲封鎖帳號爭議 

阿聯酋航空 劉○○ 1070221 航空運送爭議 

巧筑香草屋 SPA(巧筑美容沙龍) 江○○ 1070213 瘦身美容禮券退費爭議 

雅虎賣家帳號：Y3640389785 林○○ 1070212 網購退費爭議 

珍艾碧絲有限公司 栗○○ 1070212 線上遊戲爭議 

銘陽實業有限公司 何○○ 1070209 對講機維修費用爭議 

永誠諮詢顧問有限公司 宋○○ 1070209 大陸地區證照考試報名解約消

費爭議 

永誠諮詢顧問有限公司 劉○○ 1070209 大陸地區證照考試報名解約消

費爭議 

中華民國國際CISO彩妝美容美甲美

睫技術證照協會 

王○○ 1070208 課程退費爭議 

鴻得建材有限公司 王○○等

2 人 

1070208 購買隔音玻璃棉爭議 

社團法人中華全能家庭發展協會 高○○ 1070208 課程消費爭議 

Tutor4U 林○ 1070207 線上英文教學退費爭議 

任開數位媒體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簡○○ 1070205 網購退貨爭議 

樂聚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 1070205 線上遊戲退費爭議 

東方常勝有限公司 劉○○ 1070205 網購消費爭議 

力麗觀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簡○○ 1070202 住宿消費爭議 

現代金行銷事業有限公司 陳○○ 1070202 信用卡卡債整合爭議 

蝴蝶數位娛樂有限公司 黃○○ 1070202 線上遊戲消費爭議 

聯強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李○○ 1070201 房屋裝修爭議 

湶妍商行(靚妍美學館) 周○○ 1070201 瘦身美容退費爭議 

珍艾碧絲有限公司 閻○○ 1070131 線上遊戲帳號爭議 



惠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陳○○ 1070130 房屋裝修爭議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李○○ 1070130 信用卡爭議款處理爭議 

露天拍賣賣家帳號：abc32545076 李○○ 1070123 預購商品未出貨未退款爭議 

雅虎賣家帳號：Y9526134925 王○○ 1070119 網購退費爭議 

陳海倫心橋顧問有限公司 李○○ 1070119 課程退費消費爭議 

馬敬棠 蔡○○ 1070118 網購二手洗衣機故障爭議 

雅虎賣家帳號：Y6810372390 黃○○ 1070115 網購消費爭議 

台灣虎航股份有限公司 邱○○ 1070110 網購機票系統問題爭議 

新世代數位教育股份有限公司（頂尖

數位國際有限公司） 

廖○○ 1070108 教材退費爭議 

蝦皮賣家帳號：MinnacShop 王○○ 1070105 網購退費爭議 

露天拍賣賣家：a2653445 吳○○ 1070105 網購消費爭議 

奧迪福斯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姚○○ 1070103 車輛瑕疵及維修爭議 

樂購蝦皮有限公司（賣家帳號

ec185185） 

許○○ 1070103 網購解約爭議 

Gs Fashion (阿兜尼澌股份有限公司) 陳○○ 1070102 網購退貨爭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