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說 

明

　　在高度工商業發展的社會，一般人不可能離群索居而自給自足，

都需要購買、使用、利用企業經營者的商品或服務，以維持自己消費

生活所需。由於人人都必須從事消費行為，所以人人都是消費者。也

因為如此，保護消費者就成為現代政府重要任務之一。消費者保護涉

及層面涵蓋每一個人的食、衣、住、行、育、樂等各方面，每一項都

攸關人民的生活福祉及消費者的權益。

　　要確保消費安全與維護消費公平，並有效保護消費者權益，除有

賴消費者自己能充分認識商品或服務的內容、正確消費意識及政府機

關、企業經營者採取相關政策及措施來保護消費者外，政府機關更應

蒐集、整理、分析與消費有關的資訊，並利用各種管道，提供消費者

知悉和運用，俾讓消費者能採取合理的消費行為，減少消費糾紛的發

生，進而提昇消費生活品質，共同創造安全與公平的消費環境。

　　政府機關雖全力推動消費者權益之保護，但人民時時刻刻均在發

生消費關係，最能隨時保護消費者的是消費者本身，如何讓消費者建

立正確觀念，避免被欺騙或吃虧，實為最重要課題。由於消費者常因

對消費資訊的不暸解或沒有正確的消費觀念，導致在消費時被欺騙或

遇到消費問題時不知所措，於是在發生消費爭議糾紛時，也不知道該

如何救濟，以保障自己的權益。臺中市政府法制局主管消費者保護業

務，為能提供市民消費有關資訊，乃將目前較常發生消費爭議糾紛的

類型，如金融保險、電信通訊、休閒旅遊、房屋買賣、教育補習及瘦

身美容等，以問答方式將消費者應注意及如何保護權益事項編輯成

冊，提供消費者參考，以幫助消費者建立正確消費觀念，讓消費者能

事先的採取預防保護作為，減少事後的爭議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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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消費觀念

申訴管道

定型化契約須知

(一)「消費」的定義是什麼？哪些情況可以申訴？

(二)什麼是消費的新觀念？

(三)買了商品，結果因太貴或其他理由，不想買了！可以嗎？

(四)什麼叫「定金」？付了定金以後，可不可以拿回來？

(五)碰到消費商品，如電腦、電器、汽車、手機等，多次修理均無法修好時，

    該怎麼辦？

(六)消費過程發生了傷害事件，如受傷、死亡、中毒等情形時，該怎麼辦？

(七)購買預付型交易及遞延性商品或服務【先付款後接受（包括分期接受）商

    品、服務】時，應該注意哪些事項？

(一)消費申訴的管道有哪些？

(二)消費申訴時，要提供（準備）哪些資料？

(三)消費申訴有哪些功效？

(四)消費申訴結果不滿意或消費爭議調解無法達成和解，怎麼辦？

(一)定型化契約意義是什麼？

(二)企業經營者在定型化契約中所用的條款應遵循什麼原則？

(三)定型化契約條款是否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應如何判斷？

(四)定型化契約條款是否違反平等互惠原則，應如何判斷？ 

(五)定型化契約條款如有疑義時，應如何解釋？

(六)定型化契約「範本」與「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的法律效力為何？ 

(七)定型化契約條款和個別磋商條款有什麼差別？

(八)如果定型化契約條款有部分無效情形時，是否影響整份契約的成立及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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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購、電視購物或訪問交易問題

禮券問題

(九)消費者於訂立定型化契約前，可否要求審閱契約？何謂定型化契約的合理

    審閱期間？違反合理審閱期間的規定效力如何？

(十)定型化契約條款依正常情形顯然不是消費者所能夠預見，它的效力如何？

(十一)企業經營者使用的定型化契約，如已經給消費者合理審閱期間，它的效

      力如何？ 

(十二)定型化契約條款如因字體、印刷或其他情事，致難以注意其存在或辨識

      者，該條款效力如何？ 

(十三)企業經營者使用的定型化契約，如經中央主管機關事前審核通過者，是

      否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關於定型化契約規定的適用？ 

(十四)目前中央主管機關已公告「定型化契約範本」、「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

      不得記載事項」各有哪些？如何取得？

(一)消費者保護法規定特種交易之消費者得於7天內行使無條件解約權，所謂特

    種交易包括哪些交易方式？

(二)特種交易之消費者如何行使解約權？退貨之運費應由誰負擔？

(三)特種交易之消費者如已經使用產品，是否還可以主張解約退貨？

(四)實體店面購物是否享有7天無條件解約退貨權？

(五)消費者以特種交易方式購物應注意哪些事項？

(六)網路購物，以刷卡消費，發生問題，該怎麼辦？

(七)網站標錯價，消費者能否要求業者依網站標示價格出貨？

(八)企業經營者未提供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第1項解除契約之相關資訊時怎麼辦?

(九)網購境外商品發生爭議怎麼辦？

(十)套書教材

(一)什麼是商品（服務）禮券？

(二)業者發行的禮券在票面上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有哪些？

(三)消費者購買禮券應注意哪些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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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保險-信用卡問題

金融保險-保險問題

(四)百貨公司或商場以「買5,000送500」的方式贈送折價優惠券、或無償發行 

    的抵用券、折扣（價）券，是否應建立履約保證機制？可否限制使用方式？

(五)消費者將有餘額的儲值卡辦理退款，業者應否連同儲值卡製作成本費一併

    退還？

(六)原發行的廠商變更經營權時，消費者購買的禮券及儲值卡有無保障？

(七)消費金額未達禮券票載金額時，消費者可否要求退還現金？

(八)禮券如果失竊，消費者該如何處理？是否可向發行人掛失或要求申請補發？

(九)購買禮券或使用禮券時，是否可索取統一發票或相關憑證？

(一)申請金融卡、信用卡時，要注意什麼？ 

(二)使用信用卡的正確消費觀念是什麼？

(三)消費者應該如何正確使用信用卡？ 

(四)金融卡、信用卡遺失或被竊時，該怎麼辦？

(五)金融卡、信用卡被盜領、盜刷時，該怎麼辦？

(六)以信用卡刷卡消費，未接受到商品或服務時，怎麼辦？ 

(七)信用卡附卡持卡人對於正卡持卡人之刷卡債務，是否需要負連帶清償責任？

(一)投保壽險，應注意什麼事項？

(二)投保後發覺不妥而後悔，可不可以要求退出不投保？

(三)發生保險事故時，該如何申請理賠？

(四)申請理賠遭保險公司拒絕時，該怎麼辦？

(五)以保險的保單辦理貸款應注意哪些事項？

金融保險-貸款問題

(一)房屋貸款提前清償違約金應注意哪些事項？

(二)欠銀行的錢要不要找代辦公司辦理與銀行的債務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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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通訊問題

休閒旅遊-觀光旅館及民宿問題

(一)買手機搭配門號，消費者要注意什麼問題？

(二)新買的手機就故障，可不可以要求退（換）貨？

(三)電話帳單出現錯誤時，該怎麼辦？ 

(四)我家電話被盜打，請問要如何申訴？

(五)通話品質不良時，該怎麼辦？

(六)電信費率廣告不實，該如何爭取權益？

(七)申辦行動上網服務可否申請試用？消費者未曾申請行動上網服務，如誤觸 

    上網，可否拒絕付款？

(八)網路連線品質不佳，怎麼辦？

(九)終止門號服務，不能在特約的門市辦理，只能在直營店辦？

(一)業者接受旅客訂房後旅客入住前，得否收取定金？

(二)消費者住宿前有事不能前往，要解約怎麼辦？

(三)因可歸責於旅館、民宿業者之事由致無法履行訂房契約，旅客該如何求償？

(四)因颱風天、地震、不可抗力因素或其他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無

    法履行訂房契約，該如何處理？

休閒旅遊-旅行社問題

(一)如何選擇旅行社？接洽及交易時應注意哪些事項？

(二)參加旅遊團，消費者如何分辨不實旅遊廣告？

(三)地下旅行社有哪些特徵？

(四)不肖旅行社常用的不法或不當的行銷手法有哪些？

60

63

55

(六)何謂投資型保單?消費者應注意哪些事項？

(七)當保險業務人向你進行招攬投資型保險商品時，應注意哪些事項？

(八)什麼是國外地下保單？購買有什麼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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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旅遊-遊學問題

(五)旅行社未辦妥證件、機位，怎麼辦？

(六)如何辨識業者溢收團費或變相加價？

(七)向旅行社報名參加旅行團後，應該注意哪些事項？

(八)消費者旅遊前有事不能成行，在旅行社出發前要解約怎麼辦？

(九)參加旅行團發生糾紛，向誰請求協助處理？

(十)有沒有海外旅遊的資訊可以查詢？

(十一)旅遊時應如何保管護照及相關證件？

(十二)出國時才發現自己被併團了，怎麼辦？

(十三)若業者變更出團日期、行程，或未按行程走完全程、取消活動，怎麼辦？

(十四)旅遊行程中發現與廣告不符或不實，該如何處理﹖

(十五)參加旅遊行程，旅行社倒閉，怎麼辦﹖

(十六)參加國外旅遊在「旅遊期間」應特別注意哪些事項？

(十七)「旅行業責任保險」及「旅行業履約保證保險」有什麼不同？

(十八)參加國內團體旅遊的消費者，遇到颱風襲台時，怎麼辦？

(一)誰可以從事留遊學服務業？

(二)如何選擇留遊學服務業者，才不會吃虧上當？

(三)旅遊學習無法成行時，遊學服務業者應如何賠償？

(四)遊學活動出發前，消費者是否可以任意解除契約？

(五)遊學服務業者是否可以將遊學業務轉讓給其他同業？

(六)遊學服務業者是否可以任意變更遊學的內容？

(七)消費者如果中途退出或未即時參加遊學預定行程，該怎麼辦？

(八)遊學途中發生問題，怎麼辦？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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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中心問題

瘦身美容問題

(一)逛街時，被攔下做問卷調查或試做保養，遭藉機推銷化妝品，購買後還可

    以退貨嗎？

(二)什麼是瘦身美容？是否一定要加入會員？

(三)消費者對於已訂定的瘦身美容契約，可否任意要求解除契約或終止契約？

(四)至瘦身美容中心消費，應該特別注意哪些事情？

(五)什麼是醫學美容？消費時應注意哪些事項？

(一)逛街時，被攔下試做健身後，加入健身中心會員，是否可以退出？ 

(二)已加入健身中心會員一段期間，是否可以終止契約？終止後如何退費？

(三)加入健身中心會員後，可否暫時停止會籍，暫停繳費？ 

(四)健身中心業者所訂定的定型化契約內容，有哪些是不得記載？

醫療、藥品問題

(一)發生醫療疏失造成病患傷害或死亡時，該怎麼辦？ 

(二)檢驗所檢驗不準確，造成病患額外的治療時，該如何求償？

(三)質疑醫療院所收費不合理時，該如何爭取？

(四)藥品是否合法，該如何確認？

(五)因使用藥品造成身體不適或死亡時，怎麼辦？

(六)使用化妝品引起身體不適或傷害時，怎麼辦？

(七)使用醫療器材，發生身體不適或傷害時，怎麼辦？ 

(八)使用精油發生問題，怎麼辦？

(九)親朋好友親身使用過推薦的減肥、美白、豐胸藥品是否可以隨意購買使用？

(十)電視台、電台許多名人、知名藝人、政治人物代言的藥品，消費者購買前

    應注意的事項？

(十一)選購及配戴隱形眼鏡時應注意哪些事項？

(十二)選購和使用紅外線耳溫槍上要注意哪些事情？

(十三)如何選購防曬產品及辨別防曬產品標示的防護效果？ 

(十四)如何選購美白化粧品，避免買到不良產品？

79

83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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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購屋問題

(一)購屋前應注意哪些事項？

(二)購屋簽約時應注意哪些事項？

(三)預售屋交屋時應注意哪些事項？

(四)預售屋的業者是否應對廣告的內容負責，消費者可要求業者履行廣告的內

    容？

(五)已下定金向建商購買預售屋，現在想取消，可以嗎？該怎麼辦？

(六)購買成屋簽約時應注意哪些事項？

房地產-房屋仲介問題

(一)房屋仲介買賣的「斡旋金」和「要約書」是什麼意思？ 

(二)房屋仲介買賣可以依照自己意思選擇使用「要約書」或「斡旋金」嗎？

(三)如何分辨房屋仲介業者的經營型態？

(四)委託房屋仲介買房子應注意哪些事項？ 

(五)委託仲介公司介紹房子，現在屋主要賣了，能不能取消不買？

交通運輸-買車問題

(一)想買新車，應該注意什麼事情？

(二)買新車交車時應注意檢查哪些基本證件資料？

(三)購買新車簽約時應注意哪些事項？ 

(四)買中古(二手)車應該注意什麼事情？

(五)看了車子後，當場就簽約下了定金，之後想取消怎麼辦？

(六)買了新車，發生故障，該怎麼辦？ 

(七)車子發生疑似暴衝、火燒車，該怎麼辦？

交通運輸-修車保養問題

汽車需要維修保養，應注意哪些事項？

交通運輸-租車問題

(一)想租車，應該注意什麼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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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運輸-其他問題

(二)租車後，在開到目的地或半路，車子出狀況，要如何解決？

(三)租車車子被拖吊了，該如何處理？如果由拖吊車弄傷的車痕該如何處理？

(四)車子半路拋錨，拖吊費及維修費誰出？

(五)承租車輛如遺失或被盜時，該如何處理？

(一)郵件及快遞寄丟了或毀損了，怎麼辦？

(二)搭乘交通工具發生延遲出發，或到達時間而影響行程，該怎麼辦？ 

(三)搭乘交通工具發生事故，該怎麼辦？

食品類問題

(一)發生食物中毒，該怎麼辦？ 

(二)吃到有問題的餐飲、食品，該如何求償？

(三)如何確認「健康食品」的真假？

(四)如何確認「有機食品」的真假？

(五)買到過期食品、問題食品、該怎麼辦？

(六)透過廣播，買到宣稱療效的「健康食品」，該怎麼辦？

(七)樂活台中App

電器用品問題

(一)買到規格不符或廣告不實的電器用品時，該怎麼辦？

(二)家庭電器發生故障，造成傷害或死亡時，該怎麼辦？  

(三)購買電器商品，瑕疵連連，多次修理均無法修復，該怎麼辦？

教育補習問題

(一)如何選擇補習班？參加補習之前，要先注意哪些事項？

(二)參加補習班後，對方給付一套錄音教材，並言明即日就算開課，可以嗎？

    我該如何處理？

(三)向補習班報名後，想要退班，可不可以要求全額退費？ 

(四)參加補習班後，如補習班因故未開班、停班或變更課程、講師、上課地點

    時，可不可以要求退費？

(五)補習班收費履約保證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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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電能源問題

(一)遭到假藉檢查瓦斯安全名義，推銷瓦斯防爆器等設備後，可以要求退貨？

(二)消費者使用桶裝瓦斯桶應注意哪些事項？

消費詐欺類型

(一)刮刮樂詐欺 

(二)購物詐欺

(三)退稅、退費詐欺 

(四)網路詐欺

(五)手機簡訊詐欺

(六)通訊費用詐欺

(七)信用卡詐欺

(八)「自動提款機(ATM)轉帳詐財」

(九)「代辦貸款詐騙」

(十)「地下金融公司詐騙」 

(十一)「郵購詐欺」

存證信函須知

(一)什麼是存證信函? 

(二)存證信函有什麼功用?

(三)如何寫存證信函，以保障自己權益？

(四)如果自己保留的存證信函遺失，怎麼辦？

附錄

(一)中央部會消費者服務電話、地址

(二)地方消費者服務中心電話、地址

(三)消費者保護法

(四)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原則

(五)消費爭議調解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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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10


	0目錄2
	0目錄3
	0目錄4
	0目錄5
	0目錄6
	0目錄7
	0目錄8
	0目錄9
	0目錄10
	空白頁面
	163-166.pdf
	0目錄2
	0目錄3
	0目錄4
	0目錄5
	0目錄6
	0目錄7
	0目錄8
	0目錄9
	0目錄10
	空白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