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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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團 4團 0

人次 2,202 32 103 0 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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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團 6團/32場 6團

人次 2,202 336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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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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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團 3團 0

人次 2,324 36 86 0 2,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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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團 5團/55場 5團

人次 2,324 470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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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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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 5 0

人次 1,485 46 160 0 1,24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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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團 7團/27場 7團

人次 1,485 285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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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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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4 0

人次 2,048 600 127 0 1,286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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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團 8團/37場 17團

人次 2,048 467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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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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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0 0

人次 2,285 690 357 0 1,208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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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12團/29場 18團

人次 2,285 608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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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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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

人次 1,239 80 181 929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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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8團/16場 8團

人次 1,239 201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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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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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0 1

人次 5,302 135 581 16 4,536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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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團 16團/55場 16團

人次 5,302 1,146 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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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07月

戶外解說

1團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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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2 4

人次 2,047 54 384 160 1,421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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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團 17團/32場 17團

人次 2,047 534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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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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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 1

人次 907人 52人 145人 23人 680人 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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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團 7團/14場 7團

人次 907人 73人 14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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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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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團 4團 3團

人次 1,284 55 122 100 975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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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團 5團/17場 9團

人次 1,284 202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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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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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1

人次 2,080 297 440 7 1,33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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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8團/34場 4

人次 2,080 521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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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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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團 7團 1團

人次 2,158 163 378 50 1,54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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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8團/34場 12團

人次 2,158 514 7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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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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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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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76 11

人次 25,361 2240 3064 356 19,379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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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107團/382場 126

人次 25,361 5,357 3,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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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總遊客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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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