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相對人 申訴人 協商日期 申訴內容要旨 備註

1 台灣樂線有限公司 陳00 2019/1/4 線上遊戲糾紛

2

玖業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蝦皮賣家拍賣代號：

u23c_shopee)

陳00 2019/1/3 網購耳機糾紛

3
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古00 2019/1/3 網購耳機糾紛

4 台灣樂線有限公司 陳00 2019/1/4 線上遊戲糾紛

5
檢修龍工具行(代表人：

王怡升)
葉00 2019/1/4 網購商品糾紛

6 澄希貿易有限公司 林00 2019/1/15 網購商品糾紛

7
弘旺國際企業社(負責

人：孫弘軒)
廖00 2019/1/21 裝修工程糾紛

8 東區時尚美學診所 朱00 2019/1/16 醫美糾紛

9 哆啦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李00 2019/1/21 線上遊戲糾紛

10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

店股份有限公司
陳00 2019/1/21 網購商品糾紛

11
格雷維蒂互動股份有限

公司
陳00 108/2/12 線上遊戲糾紛

12
品雲企業行(代表人：周

薇薇)
涂00 108/2/12 訂房糾紛

13 凱樂思數位有限公司 蔡00 108/2/18 線上遊戲糾紛

14 韓美尚美容有限公司 蔡00 108/2/19 購買美容服務糾紛

15
簡正得(露天拍賣賣家帳

號：ssec1)
陳0 108/2/25 網購商品糾紛

16
林均諺(即恩采企業社負

責人)
顧00 108/2/25

購買美容產品與服務糾

紛

17
林均諺(即恩采企業社負

責人)
趙00 108/2/25

購買美容產品與服務糾

紛

18 台灣樂線有限公司 林00 108/2/26 線上遊戲糾紛

19 王婷 鄭00 108/3/22 家教糾紛

20 威瑞達有限公司 黃00 108/3/8 網購商品糾紛

21
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李00 108/3/6 網購螢幕糾紛

22
蔡閔光(露天賣家帳號：

s5520sc)
黃00 108/3/8 網購主機板糾紛

23
鈞悅化妝品商行(負責

人：黃丞駿)
周00 108/3/26

購買美容產品與服務糾

紛

24
裴芷翎(多燕瘦健康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李00 108/4/18 購買健康食品糾紛

25 燦豐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林00 108/4/1 債務協商糾紛

26
貓咪壹零壹寵物精品館

(代表人：林相甫)
何00 108/4/11 寵物美容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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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蔡孟芩(小姐姐中古手機

藝品精品專賣)
陳00 108/4/16 購買中古手機糾紛

28
睿能創意營銷股份有限

公司
陸00 108/4/9 機車補助糾紛

29

商店街市集國際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個人賣家：

葉佳雯「雯雯的小店」

林00 108/4/18 購買內褲糾紛

30 新加坡商拍拖有限公司 劉00 108/4/25 交友聯誼服務糾紛

31
智擎數位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蘇00 108/4/26 線上課程糾紛

32
大阪屋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林00 108/5/22 購買預售屋糾紛

33
新加坡商拍拖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黃00 108/5/3 交友聯誼服務糾紛

34 三瀛創意營銷有限公司 張00 108/5/17 網購隨身碟糾紛

35 來趣旅行社有限公司 黃00 108/5/29 旅遊糾紛

36
音象網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姜00 108/5/22 購買文教用品糾紛

37
宋佳盈(露天拍賣帳號：

gubi1975)
王00 108/5/30 網購瓦斯調節閥糾紛

38
胡文昇(即奇摩拍賣賣家

Y8087895272)
鄭00 108/6/5 網購筆電糾紛

39 麥克鴻業有限公司 林00 108/6/10 健身糾紛

40 樂芙鞋業開發有限公司 王00 108/6/24 網購鞋子糾紛

41
金易樟(全心策略工作

室)
陳00 108/6/21 課程糾紛

42 聖享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楊00 108/6/21 網購商品糾紛

43
黃健泰(即惠怡餐飲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之代表人)
潘00 2019/7/24 使用餐券糾紛

44
黃健泰(即惠怡餐飲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之代表人)
鄭00 2019/7/24 使用餐券糾紛

45
黃丞駿(即寗覲美容養生

負責人)
陳00 2019/7/5

購買美容產品與服務糾

紛

46
黃健泰(即惠怡餐飲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之代表人)
彭00 2019/7/24 使用餐券糾紛

47 板信立銀有限公司 林00 2019/7/9 信貸糾紛

48 俊華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張00 2019/7/19 購買預售屋糾紛

49
黃健泰(即惠怡餐飲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之代表人)
黃00 2019/7/24 使用餐券糾紛

50
羅顏萬珠 即元泰電訊實

業社
毛00 2019/7/23 維修手機糾紛

51 俊華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戴00 2019/7/19 購買預售屋糾紛



52 富胖達股份有限公司 陳00 2019/7/29 點餐糾紛

53 台灣樂線有限公司 周00 2019/7/31 線上遊戲糾紛

54 宣品建設有限公司 林00 2019/8/5 購買預售屋糾紛

55 信基不動產有限公司 林00 2019/8/14 租屋糾紛

56
黃健泰(即惠怡餐飲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之代表人)
陳00 2019/8/7 使用餐券糾紛

57 綺麗絲國際有限公司 鄭00 2019/8/12 個資外洩糾紛

58 旺緯國際有限公司 楊00 2019/8/21 網購商品糾紛

59 新加坡商拍拖有限公司 張00 2019/9/2 會員交友糾紛

60
美商蘋果亞洲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
邱00 2019/9/4 維修手機糾紛

61
彩瑩有限公司(市招：車

の美汽車美容)
吳00 2019/9/24 會員儲值卡糾紛

62 臺灣紫荊科技有限公司 劉00 2019/9/20 線上遊戲糾紛

63
五權中古汽車(負責人：

蕭清蓬)
陳00 2019/10/28 購買中古車糾紛

64 板信立銀有限公司 紀00 2019/10/25 債務協商糾紛

65 花沐星境莊園 張00 2019/10/16 住宿糾紛

66
臺中市海峽兩岸交流促

進協會

王00等

10人
2019/11/28 旅遊糾紛

67
蔡霽雲(露天帳號：

moisture_proof)
利00 2019/11/13 網購電瓶充電器糾紛

68 曼姿有限公司 洪00 2019/11/15
購買美容產品與服務糾

紛

69 双和歡樂世界有限公司 藍00 2019/11/7 使用運動票券糾紛

70 双和歡樂世界有限公司 巫00 2019/11/7 使用運動票券糾紛

71 個人工作室QiYe電腦 王00 2019/11/13 維修電腦糾紛

72
創業家兄弟股份有限公

司
紀00 2019/11/14 網購收納櫃糾紛

73 康益科技有限公司
陳00等7

人
2019/11/22 購買商品糾紛

74
福爾摩沙醫院管理顧問

有限公司
吳00 2019/11/25 購買基因檢測券糾紛

75 康益科技有限公司 高00 2019/11/29
購買經皮神經刺激器糾

紛

76
李奕旻即蘭陽道路救援

企業社
林00 2019/11/27 車輛維修糾紛

77 紳展有限公司 柯000 2019/12/2 購買保健食品糾紛

78
莊麒祐君即金振酉服飾

店
林00 2019/12/5 購買服飾糾紛

79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

公司
吳00 2019/12/5 購買機車糾紛

80 嘉士得旅行社有限公司 蔡00 2019/12/11 旅遊糾紛

81 富胖達股份有限公司 黃00 2019/12/17 外送餐點糾紛



82
優庫德有限公司(達文西

科技學習中心)
涂00 2019/12/12 補習糾紛

83
客遊天下旅行社有限公

司
李00 2019/12/24 參加潛水活動糾紛

84 艾肯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李00 2019/12/25 線上遊戲糾紛

85 奧瑞吉有限公司 謝00 2019/12/24 線上遊戲糾紛

86
創業者兄弟股份有限公

司、合馬家具有限公司
李00 2019/12/26 網購商品糾紛

87
蕭泰霖 君即神達商行

(即奇機通訊)
胡00 2019/12/26 購買手機糾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