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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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5 0 4 0 0

人次 1,430 220 0 555 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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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2 9

人次 1,430 406 1,240

單位主管 覆核 填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制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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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01月

戶外解說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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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0 0 0

人次 1,914 36 62 0 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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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3

人次 1,914 858 1,564

單位主管 覆核 填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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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02月

戶外解說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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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 2 0 0

人次 1,127 62 306 53 70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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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7

人次 1,127 505 807

單位主管 覆核 填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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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03月

戶外解說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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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3 0 1

人次 1,421 157 85 104 1,02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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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團/66場 7

人次 1,421 735 877

填表 覆核 單位主管 中華民國 100年   月    日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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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04月

戶外解說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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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人次 1,346 236 82 181 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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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團/30場 8

人次 1,346 499 791

填表 覆核 單位主管 中華民國 100年   月    日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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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05月

戶外解說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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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6 1

人次 992 58 178 38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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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團/34場 10

人次 992 384 574

填表 覆核 單位主管 中華民國 100年   月    日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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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06月

戶外解說

1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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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4

人次 1,993 204 284 103 1,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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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10團/78場 10

人次 1,993 1,033 997

填表 覆核 單位主管 中華民國 100年   月    日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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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07月

戶外解說

1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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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0

人次 2,219 80 152 0 1,97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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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團/69場 10

人次 2,219 710 884

填表 覆核 單位主管 中華民國 100年 9 月 2 日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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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08月

戶外解說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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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 0

人次 1,234 32 304 0 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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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團/55場 10

人次 1,234 600 425

填表 覆核 單位主管 中華民國 100年 10 月 1 日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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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09月

戶外解說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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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7 8 10

人次 2,225 175 254 320 1,47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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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22團/68場 12

人次 2,225 1,017 518

填表 覆核 單位主管 中華民國 100年 10 月 1 日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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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10月

戶外解說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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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15 3 7

人次 2,126 448 143 154 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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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18團/30場 23

人次 2,126 615 1,026

填表 覆核 單位主管 中華民國 100年 11 月 1 日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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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11月

戶外解說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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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16 3 2

人次 2,012 533 37 35 1,32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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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16團/22場 12

人次 2,012 492 629

填表 覆核 單位主管 中華民國 100年 1 月 31 日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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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12月

戶外解說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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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