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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購物節活動

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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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節活動

• 2019首屆臺中購物節主打全城On Sale，在活動期間推出各
種優惠促銷，吸引全臺各地的人到臺中消費，力拼臺中經
濟。

活動內容

• 活動期間自108年7月10日至8月18日

• 購物節期間消費滿500元即能參加抽獎

• 優惠商店購物金額三倍累計

• 民眾尋寶集點優惠商店兌換特定商品

• 108年6月28日起至7月9日前早鳥下載APP即可參加7月13日
記者會抽獎活動，當日最大獎為林酒店全台唯一國王行宮
總統套房及switch計6臺等多項好康

• 108年7月14日起至8月18日止規劃6場週週抽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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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之前下載APP並
註冊完成即可參加抽
獎，
將於7/13抽出林酒店
全臺唯一國王行宮總
統套房住宿劵1張（市
價 約 30 萬 ） 、 6 台
Switch等多項好康！



購物節獎項

首獎─千萬豪宅

• 本次購物節活動與臺中市兩大不
動產公會合作─臺中市不動產開
發商業同業公會及臺中市大臺中
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公會
提供千萬精品豪宅作為活動最大
獎項，本次大獎意涵為臺中為最
宜居之城市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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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節獎項

• 進口百萬名車：共2輛
• 國產高級房車：共3輛
• 時尚電動機車：共6輛 (每週1輛) 電動機車
• 總統套房獎項：共10間 (每週1間) 
• 廖本生老師油畫作品：1幅
• 黃映蒲老師銅雕作品：1座
• 一年份友善米：6名(總價值228,000)
• 太平洋百貨：加碼提供10萬禮券予豪宅中獎者
• 熱門3C電器產品： (以下組合週週抽)
• PHILIPS飛利浦 65吋 4K UHD超薄聯網智慧顯示器：共6臺 (每週1

臺)、
• iPad Air ：共12臺(每週2臺) 、
• PHILIPS 飛利浦 智慧掃地機器人：共12臺(每週 2臺)、
• 任天堂Nintendo Switch ：共18臺(每週3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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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節獎項

• 各獎項應課徵所得稅

• 獎項價值超過2萬元部分應
預先代扣繳稅。

• 首獎豪宅代扣繳稅額由贊
助廠商支付，仍應併入綜
合所得稅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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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購物節優惠及活動

特約看屋抽大獎

• 以登記營業地點於臺中市區域範圍內之建案可以參與「特約看屋抽大獎」
活動，鼓勵民眾實際前往賞屋，賞屋完畢即可掃描專屬 QR Code 取得序
號參加抽獎，每個帳號限獲得5個建案賞屋抽獎序號。

購物觀光配套遊程建議

• 大臺中包含山海屯都不同的風景特色，海線高美濕地、山城谷關溫泉…
都是熱門的旅遊行程，有許多3天2夜或是更多天的自駕遊，從海線玩到
都市到山城等等，所以首屆臺中購物節主打的訴求即為「全城 ON 
SALE」，臺中哪裡都好玩好吃又便宜又可以抽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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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購物節優惠及活動

購物觀光配套遊程建議

• 大臺中包含山海屯都不同的風景特色，海線高美濕地、山城谷關溫
泉…都是熱門的旅遊行程，有許多3天2夜或是更多天的自駕遊，從海
線玩到都市到山城等等，所以首屆臺中購物節主打的訴求即為「全城
ON SALE」，臺中哪裡都好玩好吃又便宜又可以抽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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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族群建議山城的慢
活之旅，新社的景觀餐
廳、香菇特產、谷關溫
泉皆有加入臺中購物節

優惠商店

親子族群建議海線的鰲
峰山公園跟屯線的坪林
森林生態公園都是釋放
小朋友精力的好處去，
週邊也都有加入優惠折
扣的購物好去處，例如
清水公有市場美食以及
太平樹孝商圈，好吃又

好玩！

年輕人最喜歡流行商品
及新奇有趣的活動，購
物節也推薦年輕人到一
中商圈、逢甲夜市逛街、
吃美食，還有「臺中GO
物寶活動」的AR抓寶體

驗！

情侶夫妻可以去大安沙
雕音樂祭跟高美濕地的
海線套裝行程，再到最
新景點三井OUTLET消費
購物坐摩天輪看無敵浪

漫海景！



臺中購物節優惠及活動

• 7/13購物節記者會

• 時間：15點-20點45分
地點：市民廣場

• 開幕嘉賓邀請知名主持人出席，
並於演出後介紹臺中購物節及
共同參加抽獎活動。

• 無人機演出

• 108年6月28日起至7月9日前早
鳥下載APP即可參加7月13日記
者會抽獎活動，當日最大獎為
林酒店全台唯一國王行宮總統
套房及switch計6臺等多項好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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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

15:00-19:00 主持人介紹活動、街頭藝人演出及攤位展售

19:00-19:05 主持人引言開場

19:05-19:10 藝人-陳漢典開場歌曲

19:10-19:30 主持人與藝人-陳漢典共同介紹購物節活動

19:30-19:50 市長來賓致詞

19:50-20:20

抽獎活動

6/28-7/9早鳥註冊

7/10當日消費登入者

20:20-20:25 無人機啟用儀式（觀旅局）

20:25-20:30 無人機展演



購物節每週抽獎地點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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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地點 地點選擇

7/14 (日) 觀光週 大安沙海水浴場 與大安沙雕音樂季結合，共同宣傳海線的美，並將購物節資訊帶

往海線民眾知悉，邀請海線朋友一同來消費。

7/20 (日) 美食週 文心森林公園 與臺中糕餅節結合，現場推出買二送一優惠，結合參與優惠的美

食業者、產業故事館等，與購物節搭配，認識臺中的特色美食。

7/28 (日) 好禮週 北屯公園 以臨近大坑新社的北屯作為規劃，規劃邀請具有特色的好禮業者

前來參與，此地區平日運動人潮較多，旁邊的兒童館，也是小孩

最愛的地方，期望在此辦理，可以吸引大小朋友對購物節的關注。

8/4 (日) 家庭週 豐原太平洋百貨公司 搭配父親節活動，豐原太平洋百貨推出全館3折起優惠活動，同時

贊助10萬元入厝金禮券給予千萬豪宅中獎者，並配合型男父親走

秀提供服飾。

8/11 (日) 文創週 光復新村 結合臺中青創基地，展現文青風格的特色產品，邀請大家前來參

加購物節的同時，也能認識更多青創的商品及懷舊的城區，給予

青創店家更多的鼓勵。

8/18 (日) GO物週 台中市政府 最後集點商品大集合，讓擁有點數的市民在最後的活動中一次換

足，同時邀請本次購物節活動中的特色商家共同前來宣傳，展現

出臺中的特色，並抽出最大獎千萬豪宅。



臺中GO物寶活動

• 民眾可從APP指示尋找寶箱，寶箱
藏在臺中各大景點，找到寶箱後
可獲得點數。

• 點數1點等於1元，可至有提供點
數兌換之優惠商家免費兌換精美
商品。

• 另外有隱藏吉祥物，雖不累積點
數但可憑該吉祥物兌換其他特別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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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GO物寶活動

百大婚紗景點、臺中各大商圈、行銷活動
，共130個指定地點

據點多

總金額200萬元(每日平均6萬元(點)
每人每日單一據點限得20點

公仔多

點數可於優惠商店兌換同額特定商品
*點數使用期限：限7/10(三)-8/25(日)

好禮多

APP



尋寶公仔 金豬齊報喜！

珍金豬/1

麒麟豬/2點

飛天豬/3點



臺中購物節優惠及活動

填問卷抽點數

• 為獲得更有用的消費者資訊與回饋，設計活動問卷調查，
7月10日至8月18日期間，填寫問卷可參加問卷抽獎活動，
週週抽出十名幸運民眾，每名可獲得臺中GO物寶點數100
點！(每人限填乙次)

15



16



17



18



19

• 目前已將夜市、攤販集中區及市場攤商納入，加上其

他優惠店家全數納入活動優惠商家逾1萬5千家。

• 目前已加入店家包括各大百貨、量販業者、連鎖商家、

臺中2大outlet、飲料連鎖業、連鎖餐飲業、文創業

者等各式店家紛紛響應。

招商狀況



消費者快速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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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家快速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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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網址：
https://www.taichungshopping.tw

/
或上網搜索「臺中購物節」

服務專線2383-1919
0800-668859

https://www.taichungshoppin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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