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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屆台中購物節」7月1日重磅登

場，今年為期2個月，直至8月31日，時間

比去年長、規模也更大。市長盧秀燕說，

首屆台中購物節首獎是一棟千萬豪宅，屋

主正在裝潢中，今年最大獎是總價近千萬

的「蛋黃區精品宅」，獎品總價值超過

2,000萬元。

今年購物節延續去年規則，一般店家消

費累計500元可獲得一組抽獎號碼，今年

至配合活動「優惠合作店家」消費累計金

額3倍計，等於只要消

費167元，就可獲得1次抽獎機會，500元

就可取得3次抽獎機會。

7月1日至8月31日，民眾到台中市（包

含稅籍登記在台中）店家消費並取得統一

發票、或參與本活動免用統一發票店家取

得收據，可藉由手機APP登錄取得抽獎資

格；登錄金額採累計制度，每滿500元就

可得到1組抽獎號碼，該號碼若未中獎，

活動期間都可再次參加抽獎。

「第2屆台中購物節」主視覺、副標語

開放民眾票選，最後以「打開禮物盒的

驚喜」為設計概念的台中名產禮物盒主

視覺勝出，副標語是「台中五好購物

節」，「五好」是指：好吃、好

玩、好買、好划算、好生活，用

台語發音就是「五好」！

台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長

張峯源說，去年招募2萬家

商店參與、超過20萬人下載

APP登錄抽獎、銷售金額超過

25億元，今年目標「把餅做

大」，擴大店家參與數至3萬

家，另還邀到國內「東森購物」

和「PChome」兩大電商平台加入設

置「台中專區」，消費者動動手指就

宅配到府，今年設定登錄發票消費目標35

億元。

盧秀燕市長表示，今年購物節轉型電子

化、線上化，改採「線上線下同步」招募

商家。

「第2屆台中
購物節」7月1日
重磅登場，500元
就可獲得1次抽獎
機會。

想旅行、吃美食、

拍美景，來台中準沒

錯，珍珠奶茶、太陽餅、

麻芛等多樣小吃美食，及臺中國家

歌劇院、高美濕地、武陵農場、鐵

馬之旅等多項美景等您來發掘。

另外報個好康的讓您知道，台中

購物節已經開跑囉，暑假來台中除

了遊玩吃美食，還可以抽獎抽豪

宅、汽機車及現金等多項好禮，還

在等什麼呢，趕快揪好友來台中，

旅行、享美食、看美景，秀燕在台

中歡迎您的到來。

市長有話說

拍美景，來台中準沒

錯，珍珠奶茶、太陽餅、

市長有話說

 第2屆台中購物節
新增「天天抽」，
活動開跑首日
「天天抽」光陽
電動機車；「週
週抽」現金 1 0
萬；「雙週抽」裕
隆TIIDA汽車；還有
其他精美的禮品。

 台中購物節開跑豪宅當首獎

霸氣好禮振興經濟 刺激消費 送房子、車
子、現金

驚喜」為設計概念的台中名產禮物盒主

視覺勝出，副標語是「台中五好購物

節」，「五好」是指：好吃、好

玩、好買、好划算、好生活，用

大」，擴大店家參與數至3萬

家，另還邀到國內「東森購物」

和「PChome」兩大電商平台加入設

置「台中專區」，消費者動動手指就

宅配到府，今年設定登錄發票消費目標35

 第2屆台中購物節

週抽」現金 1 0
萬；「雙週抽」裕
隆TIIDA汽車；還有
其他精美的禮品。

 第2屆台中購物節

隆TIIDA汽車；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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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受好評的台中購物節正熱烈

好評的進行中，天天抽已帶動民

眾消費熱潮！台中市政府為了延

續8月底後購物節活動結束後的消

費動能，配合中央三倍券，整合

各機關推出「振興超十惠」優惠

方案。

整合台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台中購物節 大獎天天抽」、

「趣遊台中 振興加倍」、「星級

旅遊 物超所值」、「夜市超值

餐好食在」、觀光旅遊局「遊台

中只要1888 購物抽獎一路發發

發」、文化局「文化館舍 優惠待

客」、勞工局「青創好物 齊拚振

興」、運動局「運動優質 健康加

值」、農業局「農遊好好玩」、

交通局「搭公車購物五夠讚」、

原住民族委員會「台中原味好

購GO」、客家事務委員會「有

購好客」等12項振興好康方

案，優惠面向涵蓋產業故事

旅遊、觀光工廠、夜市、商

圈、藝文場館⋯，不論是個

人消費旅遊或全家大小一同參

與，都非常的適合，透過振興

三倍券的消費，有一種買愈多

就賺愈多的期待。

本次政府所發放的振興券人人

可領，民眾蠢蠢欲動等著上街消

費，商家也摩拳擦掌期待迎來這

波報復性消費，在振興旅遊的同

時，只要是8月31日前在台中消

費，通通能登錄發票參加台中購

物節參加抽獎，豪宅、百萬現金

及汽車等著您，一筆消費多重享

受，市府要用最實際的行動，邀

請民眾要購物，選台中！讓台中

成為最『好吃！好玩！好買！好

划算！好生活！』的富市台中。

購好客」等12項振興好康方

案，優惠面向涵蓋產業故事

旅遊、觀光工廠、夜市、商

圈、藝文場館⋯，不論是個

人消費旅遊或全家大小一同參

與，都非常的適合，透過振興

三倍券的消費，有一種買愈多

本次政府所發放的振興券人人

可領，民眾蠢蠢欲動等著上街消

費，商家也摩拳擦掌期待迎來這

波報復性消費，在振興旅遊的同

時，只要是8月31日前在台中消

費，通通能登錄發票參加台中購

物節參加抽獎，豪宅、百萬現金

及汽車等著您，一筆消費多重享

受，市府要用最實際的行動，邀

請民眾要購物，選台中！讓台中

成為最『好吃！好玩！好買！好

划算！好生活！』的富市台中。

糖廠內的寶石 星泉湖成打卡熱點

第2屆台中購物節7月1日至8月31日登場，為期2個月，今年除了實
體店家，還有電商平台，初期說明會即有超過5000家店家參與。

⬅台中市
政府引活
水、綠美
化，成功
搶救星泉
湖重生，
宛 如 魔
法。

⬅「微笑世紀2雲品特區」

有房、有車、有現金

⬆台中市長盧秀燕
（左三）化身一日
購物專家親臨東森
購物節目，「台中
農產大禮包」開賣
40分鐘狂銷1,000
組，買氣超夯。

第二屆台中購物節活動獎項

APP早鳥禮
Apple iPad mini 7.9吋(64G) 1台

AirPods pro 2組

麗寶微笑世紀精品豪宅 1戶

裕隆汽車TIIDA 4輛

光陽電動機車Nice 100 EV(EAIOTA) 62台

現金100萬 1組

現金10萬 8組

智慧聯網液晶電視 5台

「第2屆台中購物節」為鼓勵民眾

多多參與、消費，推出各項誘人大

獎；首獎可得1間總價近千萬「蛋黃

區精品小豪宅」，另還有壓軸現金

100萬元，及市價近70萬的TIIDA汽

車、與光陽電動機車、現金10萬等多

樣好禮，總價值超過2,000萬元。

台中市長盧秀燕說，今年獎項比去

年更大、更豐富，「有房、有車、有

現金！」歡迎踴躍到台中消費。

去年舉辦第1屆台中購物節，首獎

的豪宅就引起轟動；今年由麗寶集團

提供「微笑世紀2雲品特區」，該精

品豪宅位於蛋黃區、文教區，地段位

置相當優質吸引人。

麗寶集團副董事長陳志鴻表示，

「微笑世紀2雲品特區」是22坪的1+1

房，附贈1個車位，還有全齡公設例

如游泳池、兒童遊戲室、廚藝教室等

30項公設，適合各年齡層使用；建案

座落在北區雙十路、育樂街口的蛋黃

區，食衣住行、就學娛樂、休閒採買

樣樣皆有，絕不容錯過。

經發局指出，今年最大不同是從活

動開跑首日起，天天抽獎光陽電動

機車、週週抽現金10萬；雙週抽裕隆

TIIDA汽車；另也加碼「+0獎」5部70

吋電視，及重量級獎項「現金100萬

元」。

台中市政府感謝精品豪宅合作

企業麗寶集團，及興富發建設、

源潤豐企業、台中商銀、東森

購物網、PChome、精密園區

廠協會、豐洲工業園區

廠協會等集團熱心參

與這項活動。

有房有房

台
中
購
物
節
誘
人
大
獎

109年台中購物節特色
時間

最大獎

抽名車

加碼送

參與店家

時間更長(7/1-8/31)

蛋黃區精品好宅

「雙週抽」裕隆TIIDA汽車共4部

天天、週週、雙週加碼抽，還有「+0獎」、現金100萬元

除在地商圈、量販業、百貨，新增「東森購物」
、「PChome」兩大電商平台加入「台中專區」

台中市長盧秀燕抽出第一週現金10萬元獎項。

北福隆、中大安、南墾丁！大

安濱海樂園打造具有生態旅遊、環

境教育、親水體驗的豪華露營區「向海

那漾」，結合「大安沙雕音樂季」，帶給

遊客全新夏日體驗。

台中海線地區有高美濕地、大甲鎮瀾宮等知名景

點，將來還有海洋生態館，民眾可以「向海那漾」露

營區為根據地，結合海邊活動及海線景觀生態，規劃

深度旅遊，是家庭親子、聯誼活動的好去處。

台中購物2.0振興超十惠
眾多優惠獎不完

⬅星泉湖的湖濱公園內，有野鴨戲
水，生態盎然。成打卡熱點

衛福部長陳時中日前到台中幫忙拚經濟和

觀光，在中市東區帝國糖廠颳起旋風；位於

帝國糖廠湖濱公園內的星泉湖，原為早年建

案終止留下的大片荒廢窪地，形成天然湖

泊，近年來抽取地下水導致乾涸見底、異味

橫生，台中市長盧秀燕上任後率建設團隊引

活水入湖、生態綠美化，並抽水回補工程，

搶救成功，湖面倒映天色與周邊景色，自成

一幅湖景畫作，成為熱門打卡的秘境景點。

「帝國糖廠台中營業所」去年12月正式開

幕，搭配星泉湖美景成為打卡新亮點，湖濱

公園內戲水野鴨、覓食白鷺鷥，湖內魚類生

態豐富，吸引許多專業攝影師、IG網紅、拍

婚紗新人取景，夜間更有不少民眾帶毛小孩

散步、情侶約會，成為文青必訪景點。

「這是會呼吸的湖泊！」中市建設局表

示，星泉湖是天然湖泊，早年大型建案開發

終止後，留下大片荒廢窪地，地下水位上

升，湧出水源而形成。106年帝國糖廠區段徵

收工程完工後，星泉湖水位下降並露出大片

泥地，長滿植物，盧市長對此積極推動改善

方案。

建設局多次與地政局、水利局、文化局、

都發局等單位商討，決定將周邊施工中建案

祛水所產生的地下水，接管至雨水下

水道，進而回補至星泉湖以保留地

下水，目前採用措施已見成效，湖

水位維持在一定高度，水位起伏

像座「會呼吸的湖泊」。

建設局表示，為讓景點更具特

色，市府於湖中加碼種植「愛心水

草」，心型造型掀起搶拍風潮，湖面

搭配落日與湖濱生態，加上周邊圍繞台

中產業故事館、建國市場、秀泰影城、興建

中的台中車站鐵道文化園區及規劃中的三井

LaLaport購物商場等景點，打造生態夢幻景

點，可望帶動東區人潮。

地政局指出，台中糖廠區段徵收區原為台

灣糖業公司台中糖廠，民國86年台

糖公司委託威京集團於本區進行中

華城購物中心開發，停工後開挖地面

坑洞成了大水池，大規模廠區長期荒

廢閒置，影響東區發展，市府透過都市計

畫專案通盤檢討，重新調整土地使用，以區

段徵收方式進行整體開發。

園區內規劃6.09公頃的生態公園，保留4公

頃湖泊，力求生態、景觀及使用三者間取得

動態平衡，並在「保水第一、儲水第二、滯

洪第三」的規劃原則下，塑造城市開發與環

境共生。

⬅星泉湖
的湖濱公園內有戲
水野鴨、覓食白鷺

鷥，生態豐富。

大安濱海樂園

全新夏日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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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代，台中市政府全力拚經濟，

爭取大型投資案與台商回流，進駐台中

市！

目前除了台灣三井不動產集團董事長下

町一朗已正式宣布，三井OUTLET PARK台

中港二期、三井LaLaport兩座大型購物商

城，確定落腳在台中；還有德國最大風機

公司台灣艾納康要在烏日設立營運總部；

另台商永冠能源集團也將在台中港埠中心

投資60億元，使得台中市的投資熱度再度

提高。

下町一朗日前拜會市長盧秀燕時，確定

兩座商城的投資案，台中市政府也同時宣

布，三井東區LaLaport建照已正式核准，

6月24日動工，後年秋天完工。

初步統計三井LaLaport購物商城、三井

台中港OUTLET PARK二期兩大投資案，總

投資額高達150億元，是今年台中市非製

造業最大外商投資案，未來可為台中帶來

超過3,500個就業機會，持續活絡舊城東

區及海線地區商業機能。

經濟發展局長張峯源指出，根據經濟

部資料顯示，台中投資狀況在市長盧秀燕

上任後十分活絡，包含民間投資已累計

達4430億元，台商回流107家、1,700億元，

108年促進民間參與投資84億元，表現亮

眼。

特別是去年日商投資台中件數就有24

件，投資總金額約達1億8,799萬元。尤其

今年國際經濟受新冠肺炎影響甚鉅，三井

仍持續加碼投資，顯見日商確實對於台

中投資環境信心十足，原因也在於三井

OUTLET PARK台中港開幕近兩年來，業績超

乎預期，也是三井集團看好台中消費市場及

經濟發展潛能，加速投資腳步的原因。

張峯源局長說，三井去年3月與台糖

公司簽訂土地合約後，市府隨即為東區

LaLaport投資案成立跨局處專案小組，在

為期1年多的作業下，協力通過都市設計

審議、交通影響評估、防火避難綜合檢討

等多項行政程序，讓三井能順利取得建

照，完成動工前所有準備，三井肯定市府

團隊的行政效率，未來開工後到完工前，

專案小組仍將持續關注、適時提供協助。

另外台灣艾納康要在烏日高鐵站附

近設立營運總部，投資6億元，正向

市府申請設置營運總部獎勵金；永

冠能源集團投資案也進入申請建照

和環評，落實投資台中計畫。

張峯源局長強調後疫情時代，拚經濟是

各地方政府現階段最重要的目標，台中市

產業基礎雄厚，疫情雖影響各行各業，但

在市府防疫工作超前部署下，依然保有經

濟動能；除了三井，還有華邦電子、各中

小企業投資案將陸續洽談，相信可成為後

疫情時代台中經濟復甦領頭羊。

台中獲三井等大投資青睞
後疫情時代

⬆三井LaLaport大型購物商城落腳台中，6月24日動工，
後年秋天完工。

⬅台灣三井不動產集團董事長下町一朗（左）贈送紀念品
給台中市長盧秀燕。

畫出你最想買的東西:

第2屆台中購物節7月1日至8月31日登場，小朋友發揮創意，

著色彩繪台中市城市吉祥物「歐米馬」，讓台中購物節更多姿

多采。

台中購物節

歡迎來彩繪

請自行影印在白紙上，畫好後可於8/10前

(以郵戳為憑)寄至台中市政府新聞局行銷企劃

科(407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3段99號文心樓8

樓)，前100名寄回者將可獲得精美小禮物。

姓名:              聯絡電話:

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