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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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團 1團

人次 2,066 162 197 45 1,65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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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場 2團/52場

人次 2,066 585 633

台江國家公園六孔遊客中心-簡報及解說服務
中華民國106年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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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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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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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3團 2團

人次 1,743 453 86 15 1,18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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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團/29場 1團/59場

人次 1,743 270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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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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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9團 1團

人次
1,661 370 392 20 86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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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7團/19場 2團/41場

人次 1,661 354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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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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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團 7團 0團

人次 2,491 910 513 0 1,06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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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團/15場 5團/51場

人次 2,491 207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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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4月

戶外解說

1團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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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團

人次 1,602 160 225 53 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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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場 2團/40場

人次 1,602 299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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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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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團 2團 4團

人次 1,496 149 65 141 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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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團/20場 4團/20場

人次 1,496 275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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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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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團 3團 1團

人次 2,190 198 85 41 1,86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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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團/29場 4團/58場

人次 2,190 492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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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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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5 0

人次 1,475 0 125 0 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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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場 5團/32場

人次 1,475 175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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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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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人次 968 42 40 18 86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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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團/15場 3團/39場

人次 968 125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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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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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5 151 192 73 60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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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團/17場 3團/27場

人次 1,025 250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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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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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團 2團 3團

人次 1,249 66 117 243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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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團/13場 5團/34場

人次 1,249 237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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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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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團 4團 1團

人次 1,593 225人 114人 50人 1,188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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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團/27場 10團/44場

人次 1,593 333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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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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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