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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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團 0團

人次 1,242 278 54 0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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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場 4團/39場

人次 1,242 384 226

台江國家公園六孔遊客中心-簡報及解說服務
中華民國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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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團 3團 1團

人次 1,933 30 445 40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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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團 6團/29場 18團/59場

人次 1,933 643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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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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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團 3團 0團

人次 944 70 66 0 79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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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場 3團/44場

人次 944 180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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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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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團 5團 0團

人次 1,123 180 270 0 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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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場 3團/36場

人次 1,123 341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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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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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團 0團

人次 1,684 157 258 0 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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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團/34場 2團/34場

人次 1,684 472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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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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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2 0

人次 732 0 52 0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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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場 6團/33場

人次 732 89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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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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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1

人次 1,790 40 154 5 1,56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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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團/29場 4團/36場

人次 1,790 346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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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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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0

人次 902 15 66 0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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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團 3團/17場 3團/31場

人次 902 161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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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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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1

人次 949 26 88 15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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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團 5團/15場 4團/33場

人次 949 193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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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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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2

人次 1,133 87 192 80 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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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團/17場 3團/28場

人次 1,133 178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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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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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0

人次 1,154 266 228 0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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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團/21場 3團/13場

人次 494 519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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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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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0

人次 973 37 245 0 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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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團 7團/13場 9團/18場

人次 282 238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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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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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