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稽查或宣導日期 主題 說明

1月4、10、15、16、

19、30日

稽查 百貨商場稽查

1月每周一及四 稽查 本市餐飲業聯合稽查

1月22、23、24、25、

26日

稽查 電影片映演業稽查

1月23日 宣導 至一中商圈向業者宣導年貨大街應遵循事項

1月24日 宣導 2018天津旺服。有狗幸福年貨大街攤商說明會

2月1、2日 稽查 百貨商場稽查

2月1、5日 稽查 本市餐飲業聯合稽查

2月2日 宣導 至愛心家園向瑪利亞基金會教服員宣導消保法

2月7日 稽查 天津路年貨大街聯合稽查

2月7日 稽查 年節食品「原產地標示」聯合稽查

2月8日 稽查 配合消保處稽查便當業桶裝瓦斯串接情形

2月13日 稽查 一中街年貨大街稽查

2月26日 宣導 至會計師公會宣導消保法

3月7、8、15、16、

21、22、27、30日

稽查 會同社會局、衛生局、都發局、消防局、勞工局老

人養護機構聯合稽查

3月7日 宣導 至百貨公司宣導消保法

3月8日 宣導 向弘光科大到宅坐月子服務人員宣導消保法

3月9日 宣導 至台電人員訓練所宣導消保法

3月9-12日 宣導 旅展駐點禮券健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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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 宣導 至石岡區老人福利服務中心里鄰里長研習會宣導消

保法

3月16日 宣導 至臺中廣播受訪宣導消保法

3月17日 宣導 向液化石油氣氣體燃料商業同業公會宣導定型化契

約

3月30日 宣導 至公訓中心向機關同仁宣導消保法

4月10日 宣導 至公訓中心向一級機關宣導消保法

4月10、11、13、16、

17、18日

稽查 液化石油氣分裝場聯合稽查

4月12日 宣導 至勞工服務中心向理髮工會宣導消保法

4月12、17、18、25、

26日

稽查 樂活臺中APP社福篇老人照護機構聯合稽查

4月20日 宣導 至集會堂向衛生管理人員繼續教育課程宣導消保法

4月20日 宣導 至后綜高中樂齡學習中心向社區長者宣導消保法

4月27、28、29、30日 稽查 臺中國際旅展稽查

4月30日 稽查 會同行政院消保處進行釣蝦場聯合稽查

5月2日 宣導 向弘光科大到宅坐月子服務人員宣導消保法

5月2、3、7、10、15、

18、21、23、29、31日

稽查 樂活臺中APP社福篇老人照護機構聯合稽查

5月4日 宣導 向消保志工講習消保法

4月12、17、18、25、

26日

稽查 樂活臺中APP社福篇老人照護機構聯合稽查

5月7日 稽查 配合地政局辦理預售屋定型化契約查核

5月8日 宣導 至朝陽科技大學向學生宣導消保法

5月8、10日 稽查 液化石油氣分裝場聯合稽查

5月8、9、10、11、

14、15、16、17、18日

稽查 會同經發局、都發局、消防局百貨商場聯合稽查



5月9日 稽查 會同行政院消保處進行釣蝦場聯合稽查

5月12日 宣導 至豐原區南村里活動中心宣導網路交易安全專題講

座

5月16日 宣導 至霧峰瑪莉亞基金會宣導消保法

5月25、26、27、28日 宣導 台中烏日高鐵展覽館旅展駐點禮券健檢

5月28日 宣導 至台灣足體按摩公會宣導消保法

5月30日 稽查 休閒農場查核

6月2日 宣導 至弘光科大向到宅坐月子服務人員講授【相關法規

認識--定型化契約】

6月4、5、12、13、

21、22、26、27日

稽查 樂活臺中APP社福篇老人照護機構聯合稽查

6月5日 宣導 向消保志工講習消保法：健身中心常見之消費爭

議。

6月5、12、26日 稽查 休閒農場稽查

6月8日 稽查 會同本府觀旅局、都發局、經發局、衛生局、消防

局、查核觀光旅遊業。

6月8日 宣導 至廣三SOGO百貨宣導消保法

6月10日 宣導 至勞工服務中心向傳統整復員職業工會宣導消保法

6月12日 宣導 至台灣足健按摩養生推廣協會宣導消保法

6月12日 宣導 至家扶基金會宣導消保法

6月13日 宣導 向社區接力中心人員宣導消保法

6月13日 宣導 向本局法扶志工講授消保法

6月13日 稽查 中古汽車買賣定型化契約稽查

6月14日 稽查 會同行政院及本府衛生局、都發局、消防局、環保

局查核本市燒烤飲食。

6月14、28日 宣導 至苗栗向納智捷汽車業者宣導消保法



6月15日 稽查 中古汽車買賣定型化契約稽查

6月15日 宣導 至每日廣播宣導消保法

6月19、20、21日 稽查 梨山地區旅宿業公安聯合稽查

6月20、21、22日 稽查 骨灰骸存放設施定型化契約稽查

6月24日 宣導 至日用品運送服務職業工業宣導消保法

6月25、26、27、28、

29日

稽查 電影院公共安全聯合稽查

7月2日 宣導 至臺中直轄市按摩業職業工會宣導消保法

7月3、4、9、12、18、

20、24、26、31日

稽查 樂活臺中APP社福篇老人照護機構聯合稽查

7月3日 稽查 休閒農場稽查

7月10日 宣導 至烏日溪壩社區進行消保法宣導

7月5日 宣導 於糕餅節向糕餅業者宣導消保法

7月7日 宣導 至寵物同業公會宣導消保法

7月11日 稽查 休閒農場稽查

7月15日 宣導 至臺中直轄市傳統整復員職業工會宣導消保法

7月16日 稽查 生前殯葬服務定型化契約查核

7月17日 稽查 休閒農場稽查

7月18日 宣導 至金典綠園道百貨宣導消保法

7月23日 稽查 觀光旅遊業督導考核

7月24日 稽查 107年度下半年觀光旅遊業「麗寶樂園」督導考核。

7月25、26、27日 稽查 公立骨骸存放設施查核



7月26日 宣導 至瑪利亞基金會愛心園區宣導消保法

8月1、7、10、14、

16、17日

稽查 配合本府生管處實施殯葬服務業評鑑

8月1、2、6、10、24、

28、31日

稽查 會同本府社會局、衛生局、消防局、都發局實施樂

活臺中APP社福篇老人照護機構聯合稽查

8月14日 宣導 至弘光科大向到宅坐月子服務人員宣導消保法

8月18日 稽查 臺中國際旅展稽查

8月18日 宣導 至十方啟能中心宣導消保法

8月23日 稽查 大型餐廳聯合稽查(花博專案)

8月28日 稽查 進行電影業稽查

8月28日 宣導 至每日廣播宣導消保法

8月30日 宣導 至后綜高中向參加高齡長者研習活動之長者宣導消

保法

9月6日 稽查 配合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辦理餐飲業附設兒童遊戲

場(俗稱親子餐廳)聯合查核

9月5、6、12、14、

19、21、26、29日

稽查 會同本府社會局、衛生局、消防局、都發局實施樂

活臺中APP社福篇老人照護機構聯合稽查

9月7日 宣導 會同公平交易委員會向零售業者宣導網路促銷涉及

消保法事宜

9月9日 稽查 至勞工中心向臺中市骨節整復職業公會宣導消保法

9月10、26日 稽查 會同經濟部能源局、標檢局及本府衛生局稽查床墊

業者

9月10、18日 稽查 液化石油氣分裝場聯合稽查

9月11日 宣導 至臺灣自來水公司宣導消保法

9月16日 宣導 至勞工中心向臺中直轄市骨節整復職業公會宣導消

保法

9月25日 宣導 至陽明大樓參加補習定型化契約消費爭議防範與處

理宣導

9月28日 宣導 至臺中廣播宣導消保法



9月29日 宣導 至弘光科大向到宅坐月子服務人員講授相關法規認

識--定型化契約

10月3、4、5、11、

12、17、18、19、24、

25、26、30日

稽查 會同社會局、衛生局、都發局及消防局實施樂活臺

中APP社福篇老人照護機構聯合稽查

10月3日 稽查 會同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經濟部標檢局稽查床墊

業者

10 月5 日 宣導 至每日廣播電台宣導消保法

10月8、16、17日 稽查 配合經發局實施液化石油氣聯合稽查

10月9日 宣導 於教育局所舉辦之教育訓練中向補習業者宣導消保

法

10月9日 宣導 於社會局所舉辦教育訓練中向保母宣導消保法

10月12日 宣導 至嶺東科大向學生宣導消保法

10月15日 稽查 配合農業局實施休閒農場聯合稽查

10月18日 宣導 至遠傳電信向業者宣導消保法

10月24日 宣導 至瑪利亞基金會霧峰教養園區宣導消保法

10月25日 宣導 至麗寶outlet 向業者宣導消保法

10月26日 宣導 至弘光科大向到宅做月子服務人員宣導消保法

10月26、27、28、29日 稽查 臺中國際旅展禮券健檢

10月30日 宣導 於教育局所舉辦之教育訓練中向補習業者宣導消保

法

11月1、2、7日 稽查 會同社會局、衛生局、都發局及消防局實施樂活臺

中APP社福篇老人照護機構聯合稽查

11月1、2、6、8、9、

13、15 日

稽查 配合財政局實施私酒聯合稽查

11月2日 稽查 配合消保處實施「市售食品中非食用化學色素檢驗

及標示」查核

11月9日 宣導 至南屯區公所舉行殯葬服務講習宣導

11月9、10、11、12日 稽查 臺中世貿旅展稽查



11月13日 宣導 向補習業者宣導消保法

11月14日 稽查 至中山醫學大學舉行租屋法律研習宣導

11月27日 宣導 向補習業者宣導消保法

11月27日 宣導 至嶺東科大宣導房屋租賃相關之消保法

11月30日 宣導 至本府集會堂向營業衛生管理人員繼續教育課程宣

導消保法

12月11日 宣導 至葫蘆墩國小向課後照顧業者宣導消保法

12月11、12、13日 稽查 配合文化局實施107年臺中市藝文表演聯合稽查

12月18日 稽查 豐原in89影城聯合公安稽查

12月21日 稽查 至本市各大賣場實施商品貨價標示單價查核

12月25日 宣導 至每日廣播錄製年菜、宴席及出國旅遊應注意事

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