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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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樂天市場股份有限公司、樂天

賣家：余政諺 

蕭○○ 1081230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普雷威股份有限公司 郭○○ 1081230 網路連線遊戲消費爭議 

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 1081227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翠思特精品清潔保養(翠絲特專業

包包保養處理工作室) 

林○○ 1081226 清潔包包消費爭議 

新加坡商競舞電競有限公司臺灣分

公司 

八木○○ 1081226 遊戲點數儲值退費爭議 

合強工程行 蔡○○ 1081224 房屋漏水修繕工程消費爭議 

雅虎賣家帳號:Y8595928387 林○○ 1081224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昌亞不動產股份有限公司 張○○ 1081224 購屋消費爭議 

二十一世紀不動產股份有限公司 張○○ 1081224 購屋消費爭議 

蝦皮賣家：qqq0935272330 鄭○○ 1081223 線上購物消費爭議 

富胖達股份有限公司 簡○○ 1081220 美食外送平台訂餐爭議 

艾玩天地互動娛樂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張○○ 1081217 網路連線遊戲消費爭議 

揚青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廖○○ 1081217 網路教材退費爭議 

台灣春天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蘇○○ 1081216 瘦身美容服務消費爭議 

小宜魚蝦水草批發 李○○ 1081216 購物瑕疵消費爭議 

美商蘋果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王○○ 1081213 電池維修爭議 

台灣轉送賣家帳號:vectoroomoto 陳○○ 1081213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蝦皮賣家帳號：denge66 陳○○ 1081212 網路購物退貨爭議 

Dola's shop 跟著朵拉敗家趣 顧○○ 1081211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GO時尚精品服飾 石○○ 1081211 購物運費爭議 

秉麗有限公司 陳○○ 1081211 購買傢具退費爭議 

綠水茵股份有限公司 田○○ 1081209 瘦身美容服務爭議 

和平鎖匙行 林○○ 1081205 打造鑰匙退費爭議 

福爾摩沙草悟道酒店有限公司 游○○ 1081204 提供住宿服務等爭議 

媜 13汽車渡假旅館 郭○○ 1081204 住宿退費等爭議 

采定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許○○ 1081204 個資管理疏失等爭議 

利珠冷氣水電行 陳○○ 1081203 房屋修繕消費爭議 

Ample villa 徐○○ 1081203 訂房退費爭議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王○○ 1081129 購買美容商品等消費爭議 

KH毛孩團購 郭○○ 1081128 網購寵物用品消費爭議 

露天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賣家帳號 arcoa09255名稱 160小

舖） 

李○○ 1081128 網購商品瑕疵消費爭議 

御蓮蔬食股份有限公司 梁○○ 1081127 餐券履行消費爭議 

1988潛水家訓練中心 黃○○ 1081126 潛水課程退費爭議 

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雅

虎帳號 Y1148838719 

蘇○○ 1081126 網購退費、損害賠償爭議 

傳奇網路遊戲股份有限公司 周○○ 1081126 線上遊戲退費爭議 

Google LLC 曾○○ 1081125 APP退費消費爭議 

UCF華美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歐○○ 1081125 運送消費爭議 

李慶彥（蝦皮賣家@imlee30678） 李○○ 1081121 網購水果退貨爭議 

優勢領航科技有限公司 朱○○ 1081120 網路連線遊戲爭議 

智擎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楊○○ 1081120 線上課程爭議 

方慧婷（房屋出租人） 吳○○ 1081119 房屋租賃損害賠償等爭議 

珍艾碧絲有限公司 周○○ 1081119 線上遊戲停權爭議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李○○ 1081118 中古車買賣貸款爭議 

德茂昌國際有限公司 詹○○ 1081115 餐飲券退費爭議 

聚展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李○○ 1081112 預售屋買賣消費爭議 

宏觀實業社（Tshop&titi） 曹○○ 1081113 網購退貨爭議 

大力車業 黃○○ 1081113 中古車買賣貸款爭議 

香港商蘋果日報出版發展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張○○ 1081112 信用卡扣款爭議 

超級圓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湯○○ 1081107 購買演唱會票券退票爭議 

御蓮齋股份有限公司 李○○ 1081106 餐券履行爭議 

Google LLC 曹○○ 1081106 APP退費消費爭議 

台灣怡倫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劉○○ 1081106 購買家具瑕疵等爭議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朱○○ 1081106 購買補習教材消費爭議 

潮元素國際有限公司 秦  ○ 1081105 購買充電線消費爭議 

皓炫國際有限公司 洪○○ 1081104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綠水茵股份有限公司（澄境會館） 高○○ 1081101 票券履約爭議 

Google LLC 鄭○○ 1081101 APP退費消費爭議 

Google LLC 羅○○ 1081101 APP退費消費爭議 

灃渥生活科技有限公司 甘○○ 1081031 手機維修爭議 

信星科技有限公司 陳○○ 1081030 商品維修消費爭議 

吳佩芹(房東) 陳○○ 1081029 房屋租賃爭議 



露天賣家帳號:alixson7 張○○ 1081028 網購二手書消費爭議 

蝦皮賣家帳號：ge6666888 陳○○ 1081028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智擎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洪○○ 1081025 網際網路教學退費爭議 

樂購蝦皮股份有限公司（賣家帳

號：shuji4790七彩之家） 

賴○○ 1081025 通訊交易解約消費爭議 

富胖達股份有限公司 周○○ 1081025 餐點運送服務消費爭議 

君一中古傢俱行 陳○○ 1081024 中古冷氣機買賣消費爭議 

丹綺有限公司（愛妮雅化妝品中正

店） 

鍾○○ 1081016 訪問交易解除契約退貨爭議 

樂購蝦皮賣家(帳號：sheekaeziyhri) 許○○ 1081016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金鍵盤 吳○○ 1081016 鍵盤維修損害賠償爭議 

雷爵網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錢○○ 1081015 線上遊戲爭議 

全國二手家具館 黃○○ 1081014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台灣樂天市場股份有限公司、黑皮

購（店鋪名稱） 

蔡○○ 1081009 網購退貨爭議 

銳果物流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李○○ 1081008 網購退貨爭議 

麒祥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 李○○ 1081008 網購退貨爭議 

永誠諮詢顧問有限公司 簡○○ 1081008 TQUK證照考試輔導課程消

費爭議 

台灣嘉年華太陽公主號(英商康年

華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許○○ 1081007 郵輪旅遊消費爭議 

奧迪福斯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陸○○ 1081007 汽車保固維修爭議 

BELLSHEEP 周○○ 1081005 網購退貨爭議 

珍艾碧絲有限公司 許○○ 1081005 線上遊戲爭議 

艾莉芳療 SPA 吳○○ 1081004 美容按摩課程爭議 

兆山企業有限公司 王○○ 1081003 網購退貨爭議 

美麗傳說有限公司 金○○ 1081002 課程退費爭議 

伊凡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謝○○ 1081001 線上遊戲連線品質爭議 

Dora/moepshop 陳○○ 1080927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葉思德（房東） 陳○○ 1080926 房屋租賃爭議 

貝斯邁有限公司（INVICTA 

西門旗艦店） 

岳○○ 1080926 購買手錶瑕疵爭議 

拓客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宋○○ 1090925 購買桂格飲品消費爭議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張○○ 1080925 網路連線消費爭議 

黛嫚薇時尚美學 SPA 張○○ 1090923 瘦身美容退費爭議 

馥裕商旅股份有限公司（凱達大飯

店） 

林○○ 1080923 訂房取消退費消費爭議 



漫閣數據有限公司 陳○○ 1080916 網卡未開通退費爭議 

SWATCH（西門形象店） 趙○○ 1080918 手錶保固爭議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許○○ 1080918 瘦身美容分期繳納退費爭議 

綠水茵股份有限公司（澄境會館） 許○○ 1080918 瘦身美容退費爭議 

華南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劉○○ 1080918 房地預售買賣爭議 

弘銘科技有限公司 薛○○ 1080917 線上學習退費爭議 

陳宇橙水電工程行 陳○○ 1080916 加壓馬達損害賠償爭議 

極強股份有限公司 黃○○ 1080916 健身中心課程爭議 

伊黎瑪雅有限公司 盧○○ 1080916 美容產品退費爭議 

綠水茵股份有限公司（澄境會館） 陳○○ 1080912 禮券退費爭議 

瑿美人 SPA 陳○○ 1080911 瘦身美容退費爭議 

文樺數位互動股份有限公司 洪○○ 1080911 線上學習退費爭議 

伯特利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紀○○ 180911 電梯裝設消費爭議 

3C百分百 張○○ 1080910 手機螢幕維修爭議 

綠水茵股份有限公司（澄境會館） 王○○ 1080909 瘦身美容退費爭議 

綠水茵股份有限公司（澄境會館） 戢○○ 1080909 瘦身美容退費爭議 

綠水茵股份有限公司 姚○○ 1080909 瘦身美容退費爭議 

綠水茵股份有限公司（澄境會館）、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蕭○○ 1080909 瘦身美容退費爭議 

綠水茵股份有限公司 林○○ 1080906 瘦身美容退費爭議 

拓客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杜○○ 1080905 訪問買賣消費爭議 

晶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 1080904 手機維修爭議 

綠水茵股份有限公司 謝○○ 1080904 瘦身美容退費爭議 

音象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廖○○ 1080903 教材解約消費爭議 

露天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賣家帳號： auntiecute） 

陳○○ 1080902 通訊交易消費爭議 

幣星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劉○○ 1080902 商品給付遲延爭議 

綠水茵股份有限公司、仲信資融股

份有限公司 

陳○○ 1080829 瘦身美容退費爭議 

真好玩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陳○○ 1080827 網路連線遊戲爭議 

露天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賣家帳號：hioi3400） 

翁○○ 1080823 通訊交易消費爭議 

張正膺 雷○○ 1080821 租賃爭議 

麒祥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 王○○ 1080821 臉書購物退貨爭議 

柔昱健康事業有限公 黃○○ 1080820 瑜伽課程退費爭議 

中保寶貝城股份有限公司 王○○ 1080820 場館使用消費爭議 

露天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李○○ 1080816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賣家帳號：auntiecute） 

稟麗家居 鄭○○ 1080816 家具買賣爭議 

Google LLC 林○○ 1080816 APP退費消費爭議 

蕾絲娃娃法式手工婚紗 郭○○ 1080816 婚紗攝影消費爭議 

樂購蝦皮賣家(帳號：kuruduckhu) 黃○○ 1080815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UFC GYM TAIWAN 黃○○ 1080815 教練契約終止退費爭議 

台灣樂線有限公司 陳○○ 1080815 網路連線遊戲爭議 

丹綺有限公司（愛妮雅化妝品） 張○○ 1080814 訪問買賣退貨爭議 

Google LLC 劉○○ 1080808 小額代收爭議 

旋轉拍賣有限公司 林○○ 108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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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品大臣 

施○○ 1080805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和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吳○○ 1080730 汽車維修爭議 

遠信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劉○○ 1080730 購車消費爭議 

台灣宇博數位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陳○○ 1080729 乘車服務扣款爭議 

露天賣家帳號:minlung1964 陳○○ 1080726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大眾浮潛 陳○○ 1080726 浮潛裝備瑕疵請求損害賠償 

潔客幫股份有限公司 羅○○ 1080725 清潔服務退費爭議 

理想國演藝股份有限公司 方○○ 1080724 藝文表演票券遺失進場爭議 

雅虎賣家帳號：Y6285103111 胡○○ 1080723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上越國際髮型吳興店 莊○○ 1080723 提供燙髮服務 

新發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陳○○ 1080722 貨物運送服務 

商店街市集賣場：水貨天國 王○○ 1070718 網購退貨爭議 

Hikids資優學園（音象先修網） 吳○○ 1080718 購買音象學習網消費爭議 

大安搬家 張○○ 1080718 搬家服務消費爭議 

永宏工程行 陳○○ 1080717 房屋漏水修繕保固等爭議 

樂我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洪○○ 1080716 線上遊戲停權爭議 

邑聯網通有限公司 蔡○○ 1080716 手機買賣消費爭議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楊○○ 1080715 線上遊戲帳號被盜用爭議 

角落廣告有限公司 莊○○ 1080711 演藝活動退費爭議 

菲奧莉娜有限公司 呂○○ 1080711 訪問買賣退貨爭議 

BQ美麗智慧士林茗妍（茗妍美容

院） 

柯○○ 1080710 瘦身美容退費爭議 

商線科技有限公司（賣家

Bellsheep-tw） 

莊○○ 

 

1080709 網購退費爭議 

樂聚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卓○○ 1080709 線上遊戲儲值退費爭議 

富胖達股份有限公司 紀○○ 1080708 餐點運送服務消費爭議 



巨匠電腦股份有限公司附設臺北市

私立巨匠電腦短期補習班 

呂○○ 1080708 課程退費消費爭議 

台灣宇博數位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呂○○ 1080704 訂餐給付遲延退費爭議 

楊淑珺 高○○ 1080703 托嬰保母服務退費爭議 

夏河國際時尚藝術股份有限公司

(VAVAVOOM) 

蔡○○ 1080703 承租衣服及用餐退費爭議 

新加坡商拍拖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張○○ 1080702 婚友服務契約解約爭議 

白鹿洞影音書坊 徐○○ 1080702 租書店儲值退費爭議 

Google LLC 趙○○ 1080702 軟體服務退費爭議 

真好玩娛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 

張○○ 

1080702 線上遊戲消費爭議 

伊黎瑪雅有限公司 林○○ 1080701 保養品退貨消費爭議 

新加坡商拍拖有限公司 何○○ 1080701 婚友服務契約解約爭議 

青禾服飾股份有限公司 王○○ 1080628 網購退貨運費爭議 

Google LLC 吳○○ 1080628 網購退費爭議 

康倪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周○○ 1080627 購買化粧品消費爭議 

奧瑞吉有限公司 劉○○ 1080626 網路連線遊戲消費爭議 

蝦皮賣家帳號：yqemy0378 廖○○ 1080625 線上購物消費爭議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張○○ 1080624 學習教材退貨及貸款爭議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王○○ 1080624 信用卡服務消費爭議 

戴嫚薇時尚美學 spa館 陳○○ 1080624 按摩課程消費爭議 

騰訊遊戲 林○○ 1080621 線上遊戲消費爭議 

真好玩娛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黃○○ 1080620 線上遊戲消費爭議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 1080620 線上遊戲消費爭議 

高博士國際有限公司 顧○○ 1080618 購買鞋子消費爭議 

真好玩娛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張○○ 1080618 線上遊戲消費爭議 

iFOCUS 陳○○ 1080617 網購退費爭議 

智擎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劉○○ 1080617 網路課程退費爭議 

晶采英短培育貓舍 郭○○ 1080617 購買貓隻解約爭議 

蝦皮賣家帳號：chiang707 王○○ 1080614 線上購物消費爭議 

雅虎賣家帳號:Y8065398233 張○○ 1080612 網購退費爭議 

黃瀞平裝潢設計 陳○○ 1080611 房屋裝潢設計爭議 

瓏山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 1080610 建築物住宅管理消費爭議 

伊黎瑪雅有限公司 蘇○○ 1080606 保養品退貨消費爭議 

漢蒂妮實業有限公司(漢蒂妮醫美

診所) 

陳○○ 1080606 醫美療程退費爭議 

伊黎瑪雅有限公司 張○○ 1080606 保養品退貨消費爭議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陳○○ 1080531 遊戲停權爭議 

Google LLC 廖○○ 1080530 網購退費爭議 

伊黎瑪雅有限公司 王○○ 1080530 保養品退貨消費爭議 

邦艾波醍娛樂有限公司 蘇○○ 1080529 演藝票券退費爭議 

林合興 張○○ 1080528 房屋租賃爭議 

雋騰國際有限公司、豐凡旅行社有

限公司 

王○○ 1080527 住宿券退款消費爭議 

茂為歐買尬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 1080524 線上遊戲消費爭議 

露天帳號：shenjou_1205 何○○ 1080524 線上購物消費爭議 

伊黎瑪雅有限公司 饒○○ 1080522 保養品退貨消費爭議 

台灣國際航電股份有限公司 任○○ 1080522 商品維修消費爭議 

邦艾波醍娛樂有限公司 鄧○○ 1080522 演藝票券退費爭議 

伊黎瑪雅有限公司 謝○○ 1080521 化妝品消費退費爭議 

邦艾波醍娛樂有限公司 林○○ 1080516 演藝票券退費爭議 

英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 1080515 課程退費爭議 

泰國獅子航空台灣站 江○○ 1080513 機票退票爭議 

Google LLC 鄭○○ 1080513 軟體服務退費爭議 

型國繼股份有限公司 彭○○ 1080510 代購服務消費爭議 

燦豐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呂○○ 1080510 委託債務處理 

富胖達股份有限公司 洪○○ 1080510 網路訂餐外送消費爭議 

騰騰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鍾○○ 1080510 健康食品消費爭議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蔡○○ 1080510 美容課程消費爭議 

沐庭美學生活會館 蔡○○ 1080510 美容課程消費爭議 

壽都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生活倉庫) 鈴○○ 1080509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伊黎瑪雅有限公司(L core Paris) 曾○○ 1080509 通訊交易解除契約爭議 

環球兒童運動城 翁○○ 1080507 直排輪課程消費爭議 

方圓涮涮鍋東湖店 邱○○ 1080507 餐券服務消費爭議 

電商咖啡南京店（阿瑞斯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龍江店營業所） 

呂○○ 1080506 餐飲服務消費爭議 

Google LLC. 李○○ 1080506 使用 App軟體消費爭議 

新加坡商拍拖有限公司 李○○ 1080503 終止契約退費爭議 

台灣樂線有限公司 夏○○ 1080503 線上遊戲爭議 

富胖達股份有限公司 曾○○ 1080502 美食平台訂餐消費爭議 

英屬維京群島商普及生活瑜珈有限

公司 

曾○○ 1080502 瑜珈健身契約退費爭議 

台灣樂線股份有限公司 丁○○ 1080430 線上遊戲停權爭議 

Google LLC. 蕭○○ 1080429 使用 App軟體消費爭議 



音象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曾○○ 1080429 數位學習機消費爭議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 1080429 線上遊戲爭議 

承熙建築師事務所 林○○ 1080426 代辦服務爭議 

聖皇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 林○○ 1080426 成屋買賣消費爭議 

秉承原價商業科技館 薛○○ 1080424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伊黎瑪雅有限公司復興分公司 曹○○ 1080423 瘦身美容退費爭議 

寗覲美容養生館 周○○ 1080423 瘦身美容退費爭議 

池盈科技有限公司 梁○○ 1080422 安裝車輛環景服務 

臺灣樂線有限公司 洪○○ 1080422 線上遊戲停權爭議 

璽瑞建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鍾○○ 1080419 房屋瑕疵消費爭議 

貝思奇有限公司 洪○○ 1080419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樂購蝦皮股份有限公司賣家帳號：

aquos01281cy 

方○○ 1080418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易遊網股份有限公司 莊○○ 1080418 國外訂房爭議 

宏德法律事務所 陳○○ 1080418 法律服務消費爭議 

奧迪福斯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楊○○ 1080417 汽車買賣消費爭議 

東森房屋北投奇岩捷運加盟店 陳○○ 1080417 房屋買賣消費爭議 

露天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賣家帳號：qt0955914523） 

王○○ 1080416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山樂溫泉 曾○○ 1080415 旅客住宿服務消費爭議 

伊甸動物醫院 李○○ 1080415 超收住院及醫療費用爭議 

晶圓滿時尚美學館 林○○ 1080412 美容課程解約退費爭議 

天緯股份有限公司 陳○○ 1080411 電信消費爭議 

OKE美語 林○○ 1080411 保證金返還 

昀宸科技有限公司 楊○○ 1080410 線上遊戲消費爭議 

防毒屋 林○○ 1080409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趨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 1080409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馬來西亞商馬亞洲航空有限公司 曾○○ 1080409 購買機票消費爭議 

新加坡商拍拖有限公司 陳○○ 1080403 交友約會服務消費爭議 

新加坡商拍拖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蕭○○ 1080403 婚友社退費爭議 

全網行銷股份有限公司(即

FamiTicket) 

凌○○ 1080403 網購演唱會票券消費爭議 

超遊國際有限公司 董○○ 1080402 線上遊戲消費爭議 

夕成行銷工作室 吳○○ 1080402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台灣宇博數位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邱○○ 1080329 Uber費用爭議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樂○○ 1080329 點數兌換服務爭議 

囍氏企業有限公司 鄧○○ 1080328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樂購蝦皮股份有限公司賣家帳號：

stonechi0503 

葉○○ 1080328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華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鄭○○ 1080325 預售屋買賣消費爭議 

華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陳○○ 1080325 預售屋買賣消費爭議 

米米實業有限公司 李○○ 1080325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樂購蝦皮有限公司賣家帳號：

weiweichiull 

張○○ 1080322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和運租車股份有限公司 邱○○ 1080321 車輛租賃消費爭議 

小萌科技有限公司 鍾○○ 1080321 線上遊戲消費爭議 

澎錸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蕭○○ 1080320 商品交付消費爭議 

享溫馨旅行社有限公司 陳○○ 1080319 國外旅遊消費爭議 

三零三論小物 游○○ 1080319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采定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許○○ 1080319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富連網股份有限公司 王○○ 1080318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奇摩拍賣賣家帳號 Y6507559183 李○○ 1080315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陰府門 盧○○ 1080314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摩根國際購物股份有限公司 林○○ 1080314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新加坡商拍拖有限公司 周○○ 1080313 婚友服務契約解約退費爭議 

晶采英短培育貓舍 陸○○ 1080311 購貓退費爭議 

買對股份有限公司（MYDAY代標

代購海外購物） 

彭○○ 1080311 網路代購爭議 

周正勝 許○○ 1080311 租賃爭議 

新加坡商拍拖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王○○ 1080308 婚友服務契約解約退費爭議 

穩懋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 李○○ 1080308 成屋買賣消費爭議 

新加坡商拍拖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李○○ 1080308 婚友服務契約解約退費爭議 

新加坡商拍拖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范○○ 1080307 婚友服務契約解約退費爭議 

新加坡商拍拖有限公司 陳○○ 1080307 婚友服務契約解約退費爭議 

匯豐汽車 SUM優質車商聯盟 劉○○ 1080306 中古車保固爭議 

奇摩拍賣賣家帳號 Y3957962797 林○○ 1080305 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衣貝潔和平店 高○○ 1080226 洗衣損害賠償爭議 

臺灣樂線有限公司 李○○ 1080226 線上遊戲爭議 

新加坡商拍拖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張○○ 1080226 交友服務消費爭議 

晶圓滿時尚美學館 江○○ 1080225 瘦身美容退費爭議 

環安家居有限公司 陳○○ 1080225 購買家具消費爭議 

樂購蝦皮有限公司賣家宇軒音響 張○○ 1080225 網路購物爭議 

台灣奧致網絡科技有限公司 陳○○ 1080221 押金退還爭議 

康國國際有限公司 吳○○等 1080219 餐廳收取清潔費爭議 



4人 

小蓉包抓周 鄭○○ 1080218 網路消費爭議 

新加坡商拍拖有限公司 林○○ 1080218 交友服務消費爭議 

川湯温泉有限公司 莊○○ 1080212 場所設施消費爭議 

買對股份有限公司 邱○○ 1080212 網路購物爭議 

暢談國際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夏○○ 1080131 套書退款爭議 

樂購蝦皮有限公司賣家帳號：

bravo66 

鄭○○ 1080131 網路購物爭議 

新加坡商拍拖有限公司 曾○○ 1080128 交友服務退費爭議 

富胖達股份有限公司 鄭○○ 1080128 網路訂餐送餐爭議 

永昌汽車商行 廖○○ 1080128 二手汽車買賣爭議 

宏達國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鍾○○ 1080128 手機瑕疵爭議 

樂購蝦皮賣家帳號:liu3911 宋○○ 1080125 網路購物爭議 

失戀天堂顧問社 柯○○ 1080124 失戀諮詢課程服務 

I focus 傅○○ 1080123 網路購物爭議 

黃仁釧 葉○○ 1080123 商品消費爭議 

大愛徵信有限公司 潘○○ 1080123 徵信委託退費爭議ˋ 

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賣

家帳號 Y2351627290) 

洪○○ 1080122 網路購物爭議 

伊薇時尚婚紗攝影有限公司 李○○ 1080121 婚紗攝影契約退費爭議 

台灣樂線有限公司 蘇○○ 1080121 線上遊戲交易爭議 

悅顏美妍館 張○○ 1080118 美容服務退費爭議 

功夫足體養生館 程○○ 1080118 按摩退費爭議 

皇家資訊工程 劉○○ 1080118 提供安裝手機程式服務 

新加坡商拍拖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蔡○○ 1080118 交友服務退費爭議 

澄希貿易有限公司 呂○○ 1080116 網購退費爭議 

微笑單車股份有限公司 張○○ 1080116 租車退費爭議 

伊凡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 1080116 線上遊戲交易爭議 

宏翔乾洗商店 高○○ 1070110 洗衣消費爭議 

草爺工作室 王○○ 1080110 線上遊戲交易爭議 

詮樂 3C 吳○○ 1070108 網路購物爭議 

香港車業有限公司 高○○ 1070107 機車購買及維修爭議 

友欣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黃○○ 1080107 線上教學爭議 

露天賣家：ablk4712 呂○○ 1080107 網路購物爭議 

威祺有限公司 李○○ 1080107 購買商品瑕疵爭議 

橘子乾洗松德店 林○○ 1080107 洗衣消費爭議 

新采企業社(希倪朵&拓 QUO) 楊○○ 1080104 鑑定費用爭議 



新加坡商拍拖有限公司 尤○○ 1080104 媒合交友服務爭議 

智擎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Funday英語線上學習平台） 

陳○○ 1080104 線上英語教學爭議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花○○ 1080103 線上遊戲爭議 

創業家兄弟股份有限公司 呂○○ 1080103 食品添加食用色素未標示消

費爭議事件 

露天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賣家帳號：koelru8cj6） 

柳○ 1080102 網路購物爭議 

美德耐股份有限公司 謝○○ 1080102 餐飲服務消費爭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