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按參訪人員屬性分

統計項目 總計 學校團體 社會團體 政府團體 一般遊客 外國遊客

團次 8 5 3 0

人次 1,758 220 92 0 1,436 10

二、按參訪活動內容分

統計項目 總計 參觀遊客中心 影片欣賞 導館解說

團次 8 4團/30場 2

人次 1,758 428 557

             

填表說明： 「按參訪活動內容分」項目內之各種參訪活動之間，於同一據點內可能有活動系列機會之關聯，因本表之團次與人次總計部

          份，故與「按參訪人員屬性分」項目或有出入，或有重複計算。

台江國家公園六孔遊客中心-簡報及解說服務
中華民國103年01月

戶外解說



一、按參訪人員屬性分

統計項目 總計 學校團體 社會團體 政府團體 一般遊客 外國遊客

團次 4 2 2 0

人次 3,383 354 48 0 2,952 29

二、按參訪活動內容分

統計項目 總計 參觀遊客中心 影片欣賞 導館解說

團次 4 2團/52場 0

人次 3,383 949 880

          份，故與「按參訪人員屬性分」項目或有出入，或有重複計算。

             

台江國家公園六孔遊客中心-簡報及解說服務
中華民國103年02月

戶外解說

填表說明： 「按參訪活動內容分」項目內之各種參訪活動之間，於同一據點內可能有活動系列機會之關聯，因本表之團次與人次總計部



一、按參訪人員屬性分

統計項目 總計 學校團體 社會團體 政府團體 一般遊客 外國遊客

團次 5 3 1 1

人次 1,684 70 39 7 1,548 20

二、按參訪活動內容分

統計項目 總計 參觀遊客中心 影片欣賞 導館解說

團次 5 6團/33場 0

人次 1,684 308 545

          份，故與「按參訪人員屬性分」項目或有出入，或有重複計算。

             

台江國家公園六孔遊客中心-簡報及解說服務
中華民國103年03月

戶外解說

填表說明： 「按參訪活動內容分」項目內之各種參訪活動之間，於同一據點內可能有活動系列機會之關聯，因本表之團次與人次總計部



一、按參訪人員屬性分

統計項目 總計 學校團體 社會團體 政府團體 一般遊客 外國遊客

團次 14 9 5

人次 2,921 247 926 2,123 99

二、按參訪活動內容分

統計項目 總計 參觀遊客中心 影片欣賞 導館解說

團次 14 11團/34場 7團

人次 2,921 552 975

          份，故與「按參訪人員屬性分」項目或有出入，或有重複計算。

             

台江國家公園六孔遊客中心-簡報及解說服務
中華民國103年04月

戶外解說

填表說明： 「按參訪活動內容分」項目內之各種參訪活動之間，於同一據點內可能有活動系列機會之關聯，因本表之團次與人次總計部



一、按參訪人員屬性分

統計項目 總計 學校團體 社會團體 政府團體 一般遊客 外國遊客

團次 11 10 8 1

人次 1,855 412 372 30 1,271 10

二、按參訪活動內容分

統計項目 總計 參觀遊客中心 影片欣賞 導館解說

團次 11 11團/31場 12

人次 1,855 322 444

          份，故與「按參訪人員屬性分」項目或有出入，或有重複計算。

             

台江國家公園六孔遊客中心-簡報及解說服務
中華民國103年05月

戶外解說

填表說明： 「按參訪活動內容分」項目內之各種參訪活動之間，於同一據點內可能有活動系列機會之關聯，因本表之團次與人次總計部



一、按參訪人員屬性分

統計項目 總計 學校團體 社會團體 政府團體 一般遊客 外國遊客

團次 8 5 3 0

人次 1,473 229 75 0 1,152 22

二、按參訪活動內容分

統計項目 總計 參觀遊客中心 影片欣賞 導館解說

團次 8 4團/33場 6

人次 1,473 332 624

          份，故與「按參訪人員屬性分」項目或有出入，或有重複計算。

             

台江國家公園六孔遊客中心-簡報及解說服務
中華民國103年06月

戶外解說

填表說明： 「按參訪活動內容分」項目內之各種參訪活動之間，於同一據點內可能有活動系列機會之關聯，因本表之團次與人次總計部



一、按參訪人員屬性分

統計項目 總計 學校團體 社會團體 政府團體 一般遊客 外國遊客

團次 11 5 5 1

人次 2,649 236 327 20 2,063 3

二、按參訪活動內容分

統計項目 總計 參觀遊客中心 影片欣賞 導館解說

團次 11 11團/57場 7

人次 2,649 1,002 1,219

          份，故與「按參訪人員屬性分」項目或有出入，或有重複計算。

             

台江國家公園六孔遊客中心-簡報及解說服務
中華民國103年07月

戶外解說

1

80

填表說明： 「按參訪活動內容分」項目內之各種參訪活動之間，於同一據點內可能有活動系列機會之關聯，因本表之團次與人次總計部



一、按參訪人員屬性分

統計項目 總計 學校團體 社會團體 政府團體 一般遊客 外國遊客

團次 10 1 6 3

人次 2,144 9 225 190 1,708 12

二、按參訪活動內容分

統計項目 總計 參觀遊客中心 影片欣賞 導館解說

團次 10 10團/50場 5

人次 2,144 762 788

          份，故與「按參訪人員屬性分」項目或有出入，或有重複計算。

             

台江國家公園六孔遊客中心-簡報及解說服務
中華民國103年08月

戶外解說

填表說明： 「按參訪活動內容分」項目內之各種參訪活動之間，於同一據點內可能有活動系列機會之關聯，因本表之團次與人次總計部



一、按參訪人員屬性分

統計項目 總計 學校團體 社會團體 政府團體 一般遊客 外國遊客

團次 6 0 1 3

人次 1,275 0 46 81 1,140 8

二、按參訪活動內容分

統計項目 總計 參觀遊客中心 影片欣賞 導館解說

團次 6 2團/43場 1

人次 1,275 403 626

          份，故與「按參訪人員屬性分」項目或有出入，或有重複計算。

             

台江國家公園六孔遊客中心-簡報及解說服務
中華民國103年09月

戶外解說

填表說明： 「按參訪活動內容分」項目內之各種參訪活動之間，於同一據點內可能有活動系列機會之關聯，因本表之團次與人次總計部



一、按參訪人員屬性分

統計項目 總計 學校團體 社會團體 政府團體 一般遊客 外國遊客

團次 11 2 8 1

人次 2,160 72 423 80 1,551 34

二、按參訪活動內容分

統計項目 總計 參觀遊客中心 影片欣賞 導館解說

團次 11 11團/47場 5

人次 2,160 563 752

          份，故與「按參訪人員屬性分」項目或有出入，或有重複計算。

             

台江國家公園六孔遊客中心-簡報及解說服務
中華民國103年10月

戶外解說

填表說明： 「按參訪活動內容分」項目內之各種參訪活動之間，於同一據點內可能有活動系列機會之關聯，因本表之團次與人次總計部



一、按參訪人員屬性分

統計項目 總計 學校團體 社會團體 政府團體 一般遊客 外國遊客

團次 13 4 9 0

人次 2,025 160 277 0 1,551 37

二、按參訪活動內容分

統計項目 總計 參觀遊客中心 影片欣賞 導館解說

團次 13 11團/68場 2

人次 2,025 749 612

          份，故與「按參訪人員屬性分」項目或有出入，或有重複計算。

             

台江國家公園六孔遊客中心-簡報及解說服務
中華民國103年11月

戶外解說

填表說明： 「按參訪活動內容分」項目內之各種參訪活動之間，於同一據點內可能有活動系列機會之關聯，因本表之團次與人次總計部



一、按參訪人員屬性分

統計項目 總計 學校團體 社會團體 政府團體 一般遊客 外國遊客

團次 15 8 4 3

人次 1,652 295 246 45 1,054 12

二、按參訪活動內容分

統計項目 總計 參觀遊客中心 影片欣賞 導館解說

團次 15 15團/32場 15

人次 1,652 647 707

          份，故與「按參訪人員屬性分」項目或有出入，或有重複計算。

             

台江國家公園六孔遊客中心-簡報及解說服務
中華民國103年12月

戶外解說

填表說明： 「按參訪活動內容分」項目內之各種參訪活動之間，於同一據點內可能有活動系列機會之關聯，因本表之團次與人次總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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