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稽查日期 主題 說明

1月每周一及四 稽查 本市餐飲業聯合稽查

1月3、4日 稽查 美髮業聯合稽查

1月6-9日 宣導 旅展設攤宣導

1月9-12日 稽查 會同新聞局電影院稽查

1月13日 宣導 至台中廣播宣導消保法

1月16、25日 稽查 年貨大街稽查

1月25日 稽查 會同新聞局、都發局、消防局等機關查核電影放映業公共安全

2月每周一及四 稽查 本市餐飲業聯合稽查

2月8日 宣導 至烏日區向烏日區里鄰長宣導消保法

2月8日 宣導 至瑪利亞基金會宣導消保法

2月17-20日 宣導 旅展設攤宣導

3月每周一及四 稽查 本市餐飲業聯合稽查

3月8、15日 稽查 會同交通部、勞工局稽查遊覽車業者

3月9日 宣導 至弘光科技大學宣導消保法

3月10-13日 宣導 於烏日國際會展中心旅展設置禮券健檢中心

3月14日 宣導 至大雅區向大雅區公所里鄰長宣導消保法

3月17日 稽查 會同交通部、勞工局稽查旅行業

3月17日 宣導 至豐原區公所里鄰長研習會宣導消保法

3月21日 宣導 至大肚區公所里鄰長研習會宣導消保法

3月24日 宣導 至中區公所里鄰長研習會宣導消保法

3月24日 宣導 至西區公所里鄰長研習會宣導消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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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 宣導 至武陵農場向三陽機車公司宣導消保法

3月28日 宣導 至南區公所里鄰長研習會宣導消保法

3月28日 宣導 至臺中監理所向所內員工宣導消保法

3月29日 宣導 南區樹德社區發展協會宣導消保法

3月31日 宣導 配合勞工局旅行社與遊覽車客運業聯合稽查

4月每周一及四 稽查 本市餐飲業聯合稽查

4月11、18、19、21、
25、26日

稽查 配合經發局至瓦斯分裝場聯合稽查

4月13日 宣導 至臺中市理髮公會宣導消保法

4月14日 宣導 至石崗區向里鄰長宣導消保法

4月14-17日 宣導 於烏日國際會展中心旅展設置禮券健檢中心

4月17日 宣導 至主計處宣導消保法

4月18日 宣導 衛生局營業衛生管理人員繼續教育課程

4月25日 宣導 大甲區向里鄰長宣導消保法

4月27日 稽查 外埔農會乳品工廠稽查

5月每周一及四 稽查 本市餐飲業聯合稽查

5月2、3、4、5、8、

9、10、11、12日
稽查 會同都發局等機關查核百貨公安事宜

5月5日 宣導 至霧峰區里鄰長宣導消保法

5月10日 宣導 至后豐社區大學宣導消保法

5月11日 稽查 配合經發局至瓦斯分裝場聯合稽查

5月11日 宣導 至弘光科技大學向到宅坐月子服務人員教育訓練

5月12日 宣導 至大里區里鄰長宣導消保法



5月18日 稽查 配合觀旅局稽查民宿

5月18、19、26日 稽查 國小午餐稽查

5月19日 稽查 配合農業局稽查稽查素食有機暨健康農產業展

5月20日 宣導 至弘光科技大學向到宅坐月子服務人員教育訓練

5月20日 宣導 至文山里進行消保宣導

5月21日 宣導 日用品同業公會宣導消保法

5月23日 宣導 向參加糕餅節之烘焙業者宣導消保法

5月31日 宣導 群健來訪預錄樂活臺中食安篇app宣導節目

6月每周一及四 稽查 本市餐飲業聯合稽查

6月1日 宣導 至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石岡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向社區長輩宣導消保法

6月5日 宣導 至臺中廣播受訪錄製消保案例說明宣導消保法

6月6日 宣導
於本府401會議室辦理消保志工教育訓練， 邀請SGS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俊傑 主任 ，講授「遊戲場相關法令、規範的要求」課程。

6月8日 稽查 會同觀旅局谷關溫泉業稽查

6月8日 宣導 至新光三越百貨業消保宣導

6月9日 稽查 會同觀旅局谷關溫泉業稽查

6月9-12日 稽查 臺中國際旅展稽查

6月14日 宣導 至彰化縣政府向彰化消保志工宣導消保法

6月19日 稽查 中古車定型化契約稽查

6月20日 稽查 會同民政局稽查殯葬定型化契約

6月20-21日 稽查 配合農業局稽查休閒農場

6月21-22日 稽查 會同民政局稽查殯葬定型化契約



6月22日 宣導 至新光三越百貨業消保宣導

6月23日 稽查 電影院公安查核

6月23日 宣導 至本市公訓中心分享政府服務品質獎參獎心得

6月26-30日 稽查 會同新聞局電影院稽查

6月28日 稽查 配合農業局稽查休閒農場

6月28日 宣導
於本府401會議室辦理志工教育訓練， 邀請康馨壬主任消保官講授「 消費爭議常

見案例(如:網路購物、或各類問題詢問等」課程及辦理年中座談會。

6月29日 宣導 至勞動部中彰投分署宣導消保法

7月每周一及四 稽查 本市餐飲業聯合稽查

7月2-6日 稽查 配合觀光旅遊局稽查梨山旅宿業

7月4-7日 稽查 美容專案稽查

7月5日 稽查 生前契約稽查

7月12-13日 宣導 於本府文心樓8樓801會議室辦理志願服務特殊訓練

7月12日 稽查 配合農業局稽查休閒農場

7月17日 稽查 本市餐飲業聯合稽查、美容及化妝品專案稽查

7月18-19日 稽查 美容及化妝品專案稽查

7月19日 稽查 配合農業局稽查休閒農場

7月22日 宣導 向餐飲業者宣導「106年度樂活臺中食安篇APP及消費者保護宣導輔導」課程

7月26日 稽查 配合農業局稽查休閒農場

7月27日 宣導 馬莉亞基金會消保宣導

7月28日 宣導 至家扶中心宣導消保法

7月29日 宣導 向餐飲業者宣導「106年度樂活臺中食安篇APP及消費者保護宣導輔導」課程



8月每周一及四 稽查 本市餐飲業聯合稽查

8月1日 宣導 至信望愛宣導消保法

8月23-25日 稽查 配合農業局稽查休閒農場

8月2日 宣導 infinity消保宣導

8月9日 稽查 配合農業局稽查休閒農場

8月9日 宣導 辦理一申機關教育訓練

8月10日 稽查 體育場館查核

8月11-14日 稽查 臺中世貿旅展稽查

8月13日 宣導 通信職業公會消保法宣導

8月17日 宣導 辦理一申機關教育訓練

8月17日 宣導
於本府401會議室辦理志工教育訓練， 邀請內政部營建署雪霸國家公袁管理處-張
燕玲講師講授「 至武陵遇見鴛鴦」課程。

8月17日 稽查 體育場館查核

8月19日 宣導 晚上至豐原 八方夜市宣導消保法

8月22日 稽查 會同都發局等機關查核工業住宅

8月23-25日 稽查 溫泉泉質抽查

8月23日 宣導 會同經發局等機關至廟東夜市宣導消保法

8月27日 宣導 大臺中廚具職業工業宣導

8月29日 宣導 營業衛生管理人員繼續教育-消保法宣導

8月31日 稽查 體育場館查核

9月5日 稽查 一中商圈百元販賣機稽查

9月7日 宣導 至清水向里幹事宣導消保法

9月7日 宣導 向社福機構人員宣導消保法



9月8日 宣導 至台中廣播宣導消保法

9月11日 稽查 本市餐飲業聯合稽查

9月12日 宣導 家電零售業消保宣導 經濟部中區聯合服務中心

9月14日 稽查 本市餐飲業聯合稽查

9月14日 宣導 至后里區向里幹事宣導消保法

9月18日 稽查 本市餐飲業聯合稽查

9月21日 稽查 本市餐飲業聯合稽查

9月21日 宣導 9/21~9/22大臺中職業總工會清境消保宣導

9月21日 宣導 烏日區里幹事研討會宣導消保法

9月25日 稽查 本市餐飲業聯合稽查

9月28日 稽查 本市餐飲業聯合稽查

9月29日 宣導 上午到宅坐月子服務人員宣導

10月每周一及四 稽查 本市餐飲業聯合稽查

10月3日 宣導 臺中市托育服務單位訪督人員在職教育訓練

10月13、17、18、

20、25、27日
稽查 執行私酒聯合稽查

10月13-16日 稽查 台中旅遊展稽查

10月16日 宣導 至小吃業工會進行消保宣導

10月17日 宣導 車商職工進行消保宣導

10月19日 宣導 向臺灣自來水公司職工進行消保宣導

10月24日 宣導 向社大學員進行消保宣導

10月31日 宣導 至朝陽大學向大一學生進行消保法宣導

11月3日 宣導 遠傳電信消保宣導



11月每周一及四 稽查 本市餐飲業聯合稽查

11月8日 宣導 前往瑪利亞霧峰教養家園宣導消保法

11月13-16日 稽查 台中旅遊展稽查

11月11日 宣導 前往十方啟能中心向教職員宣導消保法

11月21-23日 稽查 配合經濟發展局執行液化石油氣瓦斯分裝廠稽查

11月24-27日 宣導 旅展禮券健檢中心輪值

11月24日 宣導 衛生局營業衛生管理人員繼續教育宣導消保法

11月25日 宣導 配合社會局台中市106年國際身心障礙者日宣導園遊會設攤宣導消保法

11月27日 宣導 配合台中市消促會桶裝瓦斯宣導

11月30日 稽查 106年度臺中市藝文表演聯合稽查

12月每周一及四 稽查 本市餐飲業聯合稽查

12月15日 宣導 至水利規劃試驗所向員工宣導消保法

12月16日 稽查 配合行政院消保處辦理三溫暖業者聯合查核

12月29日 宣導 至台中廣播宣導消保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