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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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0

人次 1,219 121 89 0 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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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團/20場 1

人次 1,219 216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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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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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4 1

人次 2,500 0 112 6 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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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團 4團/42場 4團

人次 2500人 569人 7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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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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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團 7團 3團

人次
1503人 105人 305人 105人 956人 32人

二、按參訪活動內容分

導館解說

團次
12團 12團/40場 12團

人次
1503人 422人 4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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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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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項目 參觀遊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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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7 1

人次 1,538 166 246 10 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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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11團/25場 11團

人次 1,538 310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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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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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3

人次 1,360 205 48 120 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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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團 9團/25場 9團

人次 1360人 323人 2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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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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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人次 1,370 290 65 65 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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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團 11團/32場 11團

人次 1,269 458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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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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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2

人次 2,545 200 392 83 1,85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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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團/32場 17團

人次 2,545 587 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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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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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人次 1,489 60 254 138 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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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場 7團

人次 1,489 340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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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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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次 1,078 0 85 0 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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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團 2團/23場 2團

人次 1,078 106人 3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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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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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團 3團 3團

人次 1,581 124 170 145 1,13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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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10團/21場 10團

人次 1,581 284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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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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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團 3團 2團

人次 1,838 415 154 47 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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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團 11團/20場 11團

人次 1,838 387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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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11月

戶外解說

1團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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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11團 0

人次 2,024 294 149 0 1,56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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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18團/30場 18團

人次 2,024 503 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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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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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