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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會指揮中心 

2022 城市博覽會（以下稱城博會）為本市年度大型城市活動，展區遍佈基隆全市，分為Ａ、

Ｂ、C、Ｋ四個展區。 

活動期間：111 年 6 月 10 日至 6 月 19 日。 

室內展館時間：每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 

戶外活動時間：至晚上 9 時 30 分。 

為因應展覽期間緊急狀況，特成立「2022 城市博覽會指揮中心」，相關工作人員遇有需協助

情事，可立即向本中心反應以尋求支援，期使本次活動順利圓滿完成。 

(一) 開設地點 

本府 4 樓大禮堂 

(二) 開設期間 

111 年 6 月 10 日至 6 月 19 日；每日上午 9 時至晚上 10 時。 

(三) 組織架構 

成立「2022 城市博覽會」Line 群組：本府三長、參議、秘書、消保官、各單位局（處）

長、副局（處）首長、副首長及各單位聯絡窗口，展覽期間相關訊息應於群組內即時通

知並回報辦理情形或處置結果，以有效掌握場內外狀況，期本次活動順利圓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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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進駐成員 

進駐成員：指揮中心每日由至少 1 名參議、秘書或消保官擔任值星官，各小組內的各單

位每日應派 1 員進駐指揮中心，就其主管業務之緊急事項，立即連絡及處理，工作項目

詳如指揮中心分組工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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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指揮中心分組工作表 

組別 主責單位 工作項目 

1. 展覽及活動組 • A1 展區-觀銷處 

• A2&A3 展區-都發處 

• B&K 展區-文化局 

• C 展區-產發處&海科館 

• 展覽場地、活動及人流規劃及控制，並隨

時掌握會展期間內之狀況。 

• 其他與場地及活動應變相關事項。 

2. 行政支援組 綜發處 • 各區物資申請與調度。 

• 物流中心設置及管理。 

• 制服與大會紀念品發送等相關事宜。 

3. 交通應變組  • 交通處 

• 基隆市警察局交通隊 

• 展場內外及週邊車輛及人員交通動線維護

及督導。 

• 重大交通事故之指揮應變及排除。 

• 其他與展場交通應變相關事項。 

4. 展區維安組 • 政風處 

• 基隆市警察局 

• 基隆港務警察總隊 

• 展覽期間重要貴賓維安規劃及相關安全事

宜。 

• 現場及週邊治安之規劃、維護、控制及監

督。 

• 其他與展場維安應變相關事項。 

5. 防疫及醫療 

救護組 

基隆市衛生局 • 防疫計畫執行與相關應變事宜。 

• 現場醫護支援，設置醫護站，並請醫護人

員進駐。 

• 活動會場派駐救護車，做為緊急用途使

用。 

• 緊急意外傷害醫療處置。 

• 重大傷病後送處理及連絡。 

• 重大意外事故或大量傷患醫療體系連繫及

協調等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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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主責單位 工作項目 

6. 環境維護及 

清潔組 

• 基隆市環保局 

• 工務處 

• 展區及戶外環境清潔維護相關應變事宜。 

• 展覽及活動場地及相關機電設施操作及維

護。 

• 展場重大意外事故（如停電、火災、地

震）應變工作啟動及訊息發佈。 

7. 貴賓接待組 民政處 • 活動期間貴賓參訪相關聯繫與應變事項。 

• 貴賓停車相關安排及應變事宜。 

8. 緊急應變組 • 基隆市消防局 

• 基隆港務消防隊 

• 人為（如火災）及天然（如地震、颱風）

災害發生之緊急應變措施執行與管制。 

• 場地重大污染變應變及處置程序規劃及督

辦。 

• 其他與安全救護應變相關事項。 

9. 市民參觀體驗組 • 社會處 

• 教育處 

團體及學校參觀活動相關應變事項。 

 

(六) 指揮中心專線電話與緊急聯絡名冊 

1. 指揮中心專線電話： 

• 值星官：直撥：2428-0762，分機 2301 

• 觀銷處／都發處／文化局／產發處 / 海科館：直撥：2428-0743，分機：2304 

• 交通處／交通隊／市警局／港警隊／政風處：直撥：2428-0746，分機：2305 

• 民政處／教育處／衛生局／社會處：直撥：2428-0732，分機：2303 

• 綜發處／工務處／環保局／消防局／港務消防隊：直撥：2428-0763，分機：2302 

  



2022 城市博覽會 工作手冊 

頁次 5 

 

2. 緊急聯絡名冊： 

(1) 展覽及活動組 

A1 展區（觀光及城市行銷處） 

主責職稱 職稱 手機號碼 備註 

召集人 曾姿雯 觀銷處 處長 0972-782-867  

副召集人 張維鍵 基隆港務分公司 主秘 0963-385-452  

副召集人 杜國正 教育處 處長 0963-052-552  

副召集人 陳得林 副市長室 秘書 0963-807-100  

西二倉庫／關務署通廊 職稱 手機號碼 備註 

小組長 蔡慧婷 觀銷處城銷科 科長 0911-968-298  

副小組長 

詹怡婷 觀銷處城銷科 專員 0978-588-023  

歐怡廷 觀銷處城銷科 科員 0921-539-594  

北口通廊／大頂棚 職稱 手機號碼 備註 

小組長 楊惠雯  觀銷處觀工科 科長 0928-801-456  

副小組長 陳文全 觀銷處觀工科 技士 0922-256-496  

副小組長 陳宜均 觀銷處觀工科 技士 0921-690-270  

國門廣場 職稱 手機號碼 備註 

小組長 廖瓊瑤  文化局表藝科 科長 0932-259-372  

副小組長  李上泰 教育處體健科 科長 0987-031-768  

海上看展小組長 職稱 手機號碼 備註 

小組長 林芷伃 觀銷處觀發科科員 0929-980-105  

副小組長 黃芝儀 
鴻宇海運股份有限公

司 專員 
0912-028-359  



2022 城市博覽會 工作手冊 

頁次 6 

 

海洋廣場 職稱 手機號碼 備註 

小組長 楊永芬 教育處國教科 科長 0987-479-910  

副小組長 李瑞彬 教育處 督學 0933-894-415  

文化中心 職稱 手機號碼 備註 

小組長 黃蘊涵 觀銷處城銷科 辦事員 0921-264-985  

副小組長 洪彩瑄 觀銷處城銷科 科員 0911-894-087  

東岸旅客中心 職稱 手機號碼 備註 

小組長 劉懷萱 基隆港務分公司 經理 0912-512-687  

副小組長 卓光民 
基隆港務分公司 副工

程師 
0968-668-576  

新聞聯絡組 職稱 手機號碼 備註 

副召集人  沈詠珮 機要秘書 0987-439-710  

小組長 謝孟娟 觀銷處新聞科 科長 0910-003-321  

 

A2／A3 展區（都市發展處） 

主責職稱 職稱 手機號碼 備註 

召集人 徐燕興 都發處 處長 0918-073-535  

隨行人員 林可睿 都發處 技正 0922-165-331  

隨行人員 吳國梁 都發處 技工 0928-540-918  

太平山城副召集人 周昱宏  都發處都計科 科長 0928-075-271  

太平山城副召集人 陳信雄 中山區公所 區長 0937-052-999  

舊火車站副召集人 謝旻成 都發處 副處長 0937-876-354  

舊火車站副召集人 蘇昱彰 地政處 處長 0905-369-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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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舊火車站 職稱 手機號碼 備註 

小組長 陸道宏 都發處都設科 科長 0980-090-006  

副小組長 何佳怡 都發處都設科 技士 0933-097-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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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太平山城 職稱 手機號碼 備註 

小組長 宋豐荃 都發處住都科 科長 0928-217-157  

副小組長 游舒淳 都發處住都科 科員 0911-383-010  

林開郡洋樓 職稱 手機號碼 備註 

召集人 陳靜萍 文化局 局長 0935-291-333  

小組長 郭麗雅 文化局文資科 科長 0930-638-666  

副小組長 賴品華 
文化局文資科 專案人

員 
0989-861-335  

 

B／K展區（文化局） 

B1 展區主責職稱 職稱 手機號碼 備註 

召集人 李潔明 文化局 秘書 0920-072-826  

召集人 王英哲 觀銷處副處長 0919-277-635  

副召集人 蔡素貞 社區大學 校長 0928-607-301  

小組長 汪彥奇 文化局視覺科 科長 0916-566-673  

副小組長 周俊男 社區大學 副校長 0921-669-963  

小組長 羅月秀 觀銷處觀發科 0965-177-267 
有一種味道在基

隆上岸 

B2 展區主責職稱 職稱 手機號碼 備註 

召集人 王英哲 觀銷處 副處長 0919-277-635  

召集人 簡建輝 基隆區漁會 理事長 0922-624-506  

召集人 陳文欽 基隆區漁會 總幹事 0975-525-889  

召集人 游日興 基隆區漁會 常務監事 0912-568-165  

副召集人 楊皓凱 觀銷處觀發科 科長 0972-226-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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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展區主責職稱 職稱 手機號碼 備註 

副召集人 周淑慧 產發處農管科 科長 0910-281-762  

B2 展區主責職稱 職稱 手機號碼 備註 

小組長 殷慕婷 觀銷處觀發科 科員 0972-521-136 海派浪漫光雕秀 

小組長 倪柏軒 天衍光藝設計 負責人 0975-677-075 海派浪漫光雕秀 

小組長 葉謝和 產發處農管科 臨時人員 0911-939-273  

小組長 李宜亭 
觀銷處觀發科 臨時人

員 
0919-702-655 

正濱海口味／大

基隆。市 

小組長 王雅玲 觀銷處觀發科 約僱 0915-157-079 海上看展 

小組長 黃詩媁 
觀銷處觀發科科 臨時

人員 
0963-826-383 

正濱遊客中心

（舊正濱派出

所）服務台 

營運單位 林芷卉 鴻宇海運 專員  0911-863-469 海上看展 

B3 展區主責職稱 職稱 手機號碼 備註 

召集人 李潔明 文化局 秘書 0920-072-826  

副召集人 吳國偉 中正區公所 區長 0933-100-233  

小組長 郭麗雅 文化局文資科 科長 0930-638-666  

小組長 莊士杰 和平國小 校長 0915-622-228  

B4 展區主責職稱 職稱 手機號碼 備註 

召集人 謝振和 民政處 副處長 0972-165-722  

副召集人 吳國華 民政處原民科 科長 0933-905-930  

小組長 陳得龍 民政處原民科 科員 0952-569-271  

小組長 林雅婷 民政處行政科 科員 0972-355-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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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展區主責職稱 職稱 手機號碼 備註 

召集人 黃偉傑 和平島公園 總經理 
0958-090-646 

0905-719-170 
 

小組長 黃偉豪 和平島公園 協理 0915-133-837  

小組長 蔡秋晨 和平島公園 經理 0987-200-824  

K 展區主責職稱 職稱 手機號碼 備註 

召集人 李添慶 文化局 副局長 0966-566563  

副召集人 吳國偉 中正區公所 區長 0933-100233  

要塞司令部小組長 吳純明 文化局文設科 科長 0910-364895  

沙灣歷史文化園區

小組長 
鄭婕希 文化局圖資科 科長 0981-551046  

 

C 展區（海洋科技博物館） 

主責職稱 職稱 手機號碼 備註 

召集人 陳素芬 海科館 館長 0933-043-763  

副召集人 林青海 海科館 副館長 0905-561-603  

海科館主題特展 

小組長 
宋祚忠 展教組 主任 0918-385-768  

海科館主題特展 

副小組長 
陳建宏 

展教組(兼秘書室代理

主任) 
0915-392-097  

海底的奧秘 8K 

影像劇場小組長 
徐鳳儀 經管組 主任 0910-005-746  

海底的奧秘 8K 

影像劇場副小組長 
吳玲毅 經管組研究助理 0920-673-422  

海科夜未眠小組長 林谷屏 工務組 主任 0928-614-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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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責職稱 職稱 手機號碼 備註 

海洋新創暨青年 

科技展小組長 
宋祚忠 展教組 主任 0918-385-768  

海洋新創暨青年 

科技展副小組長 
蘇蜂鈞 展教組 助理研究員 0921-819-381  

甜的有理-海洋翻糖

藝術蛋糕競賽小組長 
陳麗淑 產學組 主任 0919-541-748  

甜的有理-海洋翻糖

藝術蛋糕競賽副小

組長 

蓋玉軒 產學組 助理研究員 0975-759612  

智能海洋館小組長 陳麗淑 產學組 主任 0919-541-748  

智能海洋館副小組長 蔡宇鴻 產學組 研究助理 0935-773-936  

潮境方舟遊小組長 施彤煒 研典組 主任 0937-905-831  

潮境方舟遊副小組長 林群益 研典組 助理研究員 0932-192-491  

慾望劇團戲劇演出

小組長 
施彤煒 研典組 主任 0937-905-831  

慾望劇團戲劇演出

副小組長 
潘美璟 研典組 助理研究員 0937-846-438  

親海生活體驗 

小組長 
陳麗淑 產學組 主任  0919-541-748  

親海生活體驗副小

組長 
王慎之 產學組 研究助理 0932-935-324  

安全維護組 林谷屏 工務組 主任 0928-614-191  

公關接待組 鄭秉元 人事室 主任 0983-806-366  

後勤支援組 賴元祥 主計室 主任 0923-109-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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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展區（產業發展處） 

主責職稱 職稱 手機號碼 備註 

召集人 黃健峰 產發處 處長 0952-012-909  

副召集人 鄭永陽 產發處 副處長 0921-064-548  

C 區特展-海之聲小

組長  
蔡馥嚀 產發處海洋科 科長 0928-613-607  

C 區特展-海之聲副

小組長  
許又今 產發處海洋科 技士 0986-552-520  

里海生活節系列活

動小組長 
蔡馥嚀 產發處海洋科 科長 0928-613-607 

漁夫食堂、風光

語海音樂會、珊

菓市集 

里海生活節系列活

動副小組長 
林漢卿 產發處海洋科 約僱 0920-786-867 

漁夫食堂、風光

語海音樂會、珊

菓市集 

 

(2) 行政支援組 

綜合發展處 

主責職稱 職稱 手機號碼 備註 

召集人 林昆鋒 綜發處 處長 0988-002-900  

副召集人 林文榮 綜發處 副處長 0938-251-779  

小組長 賴穗美 綜發處管考科 科長 0912-51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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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通應變組 

交通處 

主責職稱 職稱 手機號碼 備註 

召集人  蘇先知 交通處 處長 0912-099-880  

副召集人 鍾惠存 交通處 副處長 0930-790-436 
兼任展場協調小

組小組長 

副召集人 陳新埤 公車處 處長 0921-933-222  

規劃統合小組小組

長 
黃琬雯 交通處交規科 科長 0910-808-709  

公共運輸小組小組

長 
陳建旻 交通處公運科 科長 0910-856-493  

停車管理小組小組

長 
張以正 交通處停管科 科長 0920-284-086  

基隆市警察局交通警察隊 

主責職稱 職稱 手機號碼 備註 

交通及安全維護組

小組長 
吳誌權 交通警察隊 副隊長 0937-519-038  

交通及安全維護組

小組長 
張豫立 交通警察隊 隊長 0933-241-093 

取締會場周遭違

規車輛與交通事

故癱瘓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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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場地維安組 

基隆市警察局 

主責職稱 職稱 手機號碼 備註 

召集人 劉耀欽 警察局 局長 0920-156-669  

副召集人 林建佑 警察局 副局長 0988-727-830  

副召集人 李青泉 警察局 副局長 0936-946-992  

小組長 余中義 第一分局 分局長 0955-562-261  

小組長 張澤銘 第二分局 分局長 0911-038-866  

小組長 劉舜賢 第二分局 副局長 0975-973-151  

小組長 林文煜 第三分局 分局長 0931-771-490  

小組長 陳啟明 第四分局 分局長 0918-007-959  

小組長 吳靜宜 婦幼警察隊 隊長 0932-257-802  

小組長 徐俊生 警察局 督察長 0936-601-366  

小組長 毛俊傑 保安科 科長 0937-277-635  

小組長 賴英門 刑警大隊 大隊長 0922-073-183  

 

(5) 防疫及醫療救護組 

基隆市衛生局 

主責職稱 職稱 手機號碼 備註 

召集人 吳澤誠 衛生局 局長 0975-968-823  

副召集人 杜雅惠 衛生局 副局長 0963-306-776  

副召集人 朱春鳳 衛生局健管科 科長 0922-075-309  

醫療行政小組 林冠蓁 衛生局醫政科 科長 0920-479-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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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責職稱 職稱 手機號碼 備註 

救護運作小組 王慧珺 市立醫院 院長 0937-800-803  

防疫動員小組  郭香蘭 衛生局疾管科 科長 0935-868-900  

食品安全小組  王翠雯 衛生局食藥科 科長 0987-863-188  

菸害防制及貴賓接

待小組小組長  
莊慧文 衛生局企劃科 科長 0931-062-702  

親子友善小組 

小組長 
楊慧玉 衛生局保健科 科長 0933-242-246  

 

(6) 環境維護及清潔組 

基隆市環保局 

主責職稱 職稱 手機號碼 備註 

召集人 賴煥紘 環保局 局長 0932-925-391  

副召集人 郭憲平 環保局 副局長 0921-940-136  

副召集人 黃桂娥 環保局 技正 0921-940-151  

小組長 潘家齊 環保局清潔隊 隊長 0928-716-871  

小組長 張志遠 環保局環管科 科長  0921-940-115  

 

(7) 緊急應變組 

基隆市消防局 

主責職稱 職稱 手機號碼 備註 

召集人 陳龍輝 消防局 局長 0935-633-223  

副召集人 翁藝瑛 消防局 副局長 0928-237-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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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責職稱 職稱 手機號碼 備註 

副召集人 黃琦初 消防局 技正 0921-801-996  

小組長 陳進源 消防局災管科 科長 0920-479-250 

緊急應變小組建

置與氣象團隊情

報提供 

小組長 許喬閔 消防局預防科 科長 0918-611-316 
加強展區消防安

全工作 

 

(8) 貴賓接待組 

民政處 

主責職稱 職稱 手機號碼 備註 

召集人 王榆森 民政處 處長 0958-998-089  

副召集人 謝振和 民政處 副處長  0972-165-722  

統籌貴賓接待事宜 陳智昌 民政處行政科 科長 0920-595-307  

中央部會、立委民

代等/駐台辦事處 
郭鴻章 自治事業科 科長 0921-805-354  

 

(9) 市民參與體驗組 

社會處 

主責職稱 職稱 手機號碼 備註 

召集人 黃駿逸 秘書長 0905-191-130  

副召集人 吳挺鋒  社會處 處長  0963-142-109  

總幹事 駱文章 社會處 副處長 0911-945-358  

勞政參觀組 陳志源 社會處勞工科 科長 0928-510-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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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責職稱 職稱 手機號碼 備註 

人團參觀組 簡寶秀 社會處社行科 科長 0988-195-208  

身障參觀組 郭淑娥 社會處身障利 科長 0919-634-085  

婦幼參觀組 劉宛欣 社會處社工科 科長 0936-823-623  

老福單位參觀組 蔡惠貞 社會處老人科 科長 0933-143-483  

教育處 

主責職稱 職稱 手機號碼 備註 

副召集人 杜國正 教育處 處長 0963-052-552  

總幹事 陳淑貞 教育處 副處長  0939-075-085  

導覽培訓組小組長 吳雨潔 教育處課程科 科長 0918-292-963  

志工服務組小組長 蔡素貞 社區大學 校長 0928-607-301  

學生體驗組小組長 陳貞臻 教育處特教科 科長 0911-922-279  

民政處 

主責職稱 職稱 手機號碼 備註 

副召集人 王榆森 民政處 處長 0958-998-089  

總幹事 謝振和 民政處 副處長 0972-165-722  

統籌規劃組小組長 陳智昌 民政處行政科 科長 0920-595-307  

市民參與組小組長 林文琛 仁愛區區長 0937-159-325  

市民參與組小組長 林金鎮 安樂區區長 0932-358-584  

市民參與組小組長 林陳儒 七堵區區長 0910-281-704  

市民參與組小組長 蔡春堂 暖暖區區長 0920-660-864  

支援服務組 張國株 民政處宗禮科 科長 0933-934-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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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展區應變中心 

展區 主責局處 地點／時間 專線電話 管轄範圍 

A 國門展區 A1 觀銷處 【地點】 

西二倉庫（主展

館）夾層 2 樓區。 

【時間】 

111 年 6 月 10 日至

6 月 19 日，時間自

每日上午 10 時至晚

上 10 時。 

2428-0760 西二倉庫、火車站

北站、西四六停車

場、西 1A1B 碼頭

（關務署通廊）、火

車站南站、大頂

棚、北口通廊、國

門廣場、小艇碼

頭、海洋廣場、文

化中心、東岸旅客

中心等範圍。 

  A3 都發處 【地點】 

太平國小 

【時間】111 年 6 月

10 日至 6 月 19 日，

時間自每日上午 10

時至晚上 6 時。 

2428-0730 太平山城、中山一

路 113 巷、太平青

鳥 

B 正濱展區 文化局 【地點】 

漁會正濱大樓 1 樓 

【時間】 

111 年 6 月 10 日至

6 月 19 日，時間自

每日上午 10 時至晚

上 10 時。 

2462-0380 漁會正濱大樓、正

濱漁港、和平島西

班牙諸聖教堂遺址 

C 海科展區 產發處 

海科館 

【地點】 

海科館行政中心 205

會議室 

2469-0430 海科館區域範圍、

八斗子漁港、長潭

漁港、望海巷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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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區 主責局處 地點／時間 專線電話 管轄範圍 

【時間】 

111 年 6 月 10 日至

6 月 19 日，時間自

每日上午 9 時至晚

上 18 時。（假日至

20 時 10 分，6／18

至 21 時） 

港、潮境公園、復

育公園 

K 沙灣展區 文化局 【地點】 

中正區行政大樓 6

樓會議室 

【時間】111 年 6 月

10 日至 6 月 19 日，

時間自每日上午 9

時 30 至晚上 17 時

30 分。 

2462-0360 沙灣歷史文化園

區、要塞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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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展區平面圖與服務點位 

(一) A國門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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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B正濱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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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C海科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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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K沙灣展區 

 



2022 城市博覽會 工作手冊 

頁次 24 

 

四、開幕典禮場域規劃和流程 

◼ 2022 城市博覽會開幕—國門廣場全區配置圖 

 

◼ 開幕典禮時間與流程  

時間：2022／06／10（五）上午 10：10-10：40 

地點：國門廣場 

邀請對象 ：貴賓和媒體記者 

規劃特色 ：啟動開幕典禮，以影音呈現精采基隆的轉變紀錄 

 

 

 

 

 

 

 

  



2022 城市博覽會 工作手冊 

頁次 25 

 

◼ 迎光序曲時間與流程 

時間：2022／06／10（五）下午 18：50-19：20  日落時間：約 18：40-18：50 

地點：國門廣場 

邀請對象：貴賓、媒體記者、全民 

規劃特色：從啟動光雕到點亮城市，由市長及與會貴賓利用光塔點亮基隆城市多個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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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通資訊 

(一) 各展區停車資訊 

1. A 國門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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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 正濱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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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 海科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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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 沙灣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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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接駁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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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防疫資訊 

(一) 針對「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現階段防疫需要，需提醒觀展民眾留意以下注

意事項： 

1. 現行戴口罩規定維持不變，除例外情形時得免戴口罩，外出時仍應全程佩戴口罩： 

(1) 唱歌時，維持須戴口罩。 

(2) 下列場合得免戴口罩，但應隨身攜帶或準備口罩，且如本身有相關症狀或與不特定對象

無法保持社交距離時，仍應戴口罩： 

• 室內外拍攝個人/團體照。 

• 自行開車，車內均為同住家人，或無同車者。 

• 直播、錄影、主持、報導、致詞、演講、講課等談話性質工作或活動之正式拍攝或進

行時。 

• 於溫/冷泉、烤箱、水療設施、三溫暖、蒸氣室、水域活動等易使口罩潮濕之場合。 

2. 如有感冒、發燒、咳嗽或身體不適的情形發生，請儘快就醫並做好個人防護措施。 

3. 防疫期間活動將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基隆市政府各項防疫防護指引，各展館將進

行不同階段管制措施，敬請大家共同配合。 

4. 因應 COVID-19 疫情變化及相關政策發布，民眾如有防疫相關問題，均可撥打 1922 專線

(國外可撥打+886-800-001922)進一步諮詢。此外，聽語障朋友亦可將傳染病諮詢傳送至

cdc1922＠cdc.gov.tw 信箱或傳真(電話：0800-655955)，隨後將由 1922 客服人員儘速

回復；另該專線亦設有語音留言服務，如民眾不願線上等候，可利用語音留言，後續將

由專人回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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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配合政府防疫政策，觀展期間需請配合以下事項： 

1. 民眾於活動場域，含室內室外均需全程配戴口罩（僅補充水分可短暫拿下口罩）。 

2. 不可邊走邊吃，如需飲食請至指定用餐區，並於用餐完畢後配戴口罩。 

3. 排隊入場及進入展區敬請保持適當社交距離（室內 1.5 公尺、室外 1 公尺）。 

4. 大會服務台設有酒精，常加使用酒精消毒或洗手。 

5. 為確保自身及大眾的健康安全，建議民眾觀展前可先自行購買快篩試劑亦或是至篩檢站

接受快篩檢查。 

6. 建議下載及使用「台灣社交距離 APP」，即時接收 COVID-19 接觸通知。 

7. 請於入口處配合手部酒精消毒及測量體溫，體溫高於 37.5 度（含）以上，經二次測量仍

未降溫者謝絕入場。 

8. 為配合防疫規範，室內展館進行入場人流控管： 

A展區 

西二主展館：300 人 

B展區 

漁會正濱大樓：150 人 

C展區 

海科館主題館：3,000 人 

海科館區探館：300 人 

潮境智能海洋館：300 人 

海之聲特展：113 人 

K展區 

基隆要塞司令部校官眷舍：30 人 

基隆要塞司令官邸：30 人 

基隆要塞司令部：主建物 80 人、光復樓 120 人、軍補庫房 100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