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藝術體驗營藝術體驗營
倫敦X阿姆斯特丹

2020初夏 ‧ 感受著歐洲溫暖的太陽，
漫遊倫敦美麗的街道，欣賞著新舊交融的城市風景，

學習英語並結交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與當地藝術家學習攝影、插畫、印刷、塗鴉文化，

入住寄宿家庭深入體驗當地生活，
接受學術之城劍橋的薰陶，再前往英國沿海度假勝地布萊頓，

以悠遊歐洲後花園荷蘭 - 阿姆斯特丹做個完美的Ending
讓今年夏天有個豐富美好的回憶.

活動時間 : 2020/07/04-2020/07/22

營隊費用 : NT153,000

參加資格 : 16歲以上

優惠方案 : 2020/2/27之前報名享有早鳥超級優惠價NT146,000
                   2020/3/31 之前報名享有優惠價NT150,000
                   加送歌劇門票及歐洲SIM卡(價值4000元)

                      兩人同行再折1000

 報名時,請務必附上護照影本.

個人資料 �
男生 女生

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生日:_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護照有效期: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注意護照到期日,若快到期請盡快辦理)

聯繫資料 �
手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ine ID: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聯絡人:___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連絡人電話:_________________

健康狀況 �
正常 氣喘 心臟疾病

其他任何不適需我們多注意,請詳細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若有特殊疾病及過敏項目附上中英文醫生診斷證明)

飲食需求 �
是否吃素? 是 否

不吃的食物? 牛 豬 雞 羊 海鮮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對特定食物有過敏反應? 無 有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寄宿家庭需求 �
是否介意住宿家庭有寵物? 是 否

想與哪位學生同住?(寫下名字)____________________
(若有特殊需求請詳細說明,學校將依需求盡可能安排,但無法保證,敬請見諒.)

注意事項:
營隊時間:2020/07/04-2020/07/22

營隊年齡:16歲以上

營隊費用:NT153,000

優惠方案:在2/27之前報名享有早鳥價優惠NT146,000,2020/3/31 之前報名優惠價NT150,000

並送歌劇門票及歐洲SIM卡(價值4000元) 
費用包含: 台北倫敦來回經濟艙/倫敦到阿姆斯特丹單程經濟艙含機場及附加燃油稅，食宿與交通請見

食宿前頁內容，行前手冊，教育部指定遊學業責任保險新台幣200萬元及旅遊平安險新台幣200萬元。

費用不含:護照申請費，課程材料費，私人花費(行李超重費、紀念品購買、個人額外餐食費等)，

國內(桃園)機場來回，阿姆斯特丹2餐午餐及1餐晚餐

              

我已詳細填寫報名資料並同意所有報名條款及相關資料,如填寫有誤或不完整,影響遊學權益,本公司概不負責.

學生簽名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父母/監護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

 倫敦X阿姆斯特丹 藝術遊學團 報名表

紮實的英語學習課程

Mamma Mia歌劇欣賞

豐富的博物館知性旅程

城市參訪-劍橋/布萊頓

倫敦市集文創體驗 

阿姆斯特丹旅遊 

倫敦藝術家親自授課

Course App Education Office 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406號4樓之1   04-23100031

www.course-app.com        LINE ID: @bqf5093



LANGUAGE SCHOOL 語言學校 ARTISTIC COURSE  藝術課程

TRAVEL AND STAY 食宿交通

住宿
倫敦 – 寄宿家庭，雙人房 (兩位學生一間房間)
阿姆斯特丹 – 飯店，雙人房 (兩位學生一間房間)
**需求單人房請提前告知 (須額外加價，請備註在報名表)
餐食
英國 – 餐點全含。早餐與周末的早/晚餐由Homestay提供，
           平日周一至周五的午/晚餐在學校內用餐。
           周末的一日旅遊則提供餐盒。
阿姆斯特丹 – 提供每日早餐及一個晚上的荷蘭特色餐。
*如有特殊飲食要求請提前告知。
交通
倫敦 – 包含來回機場接機，市區主要乘坐地鐵與公車
           提供學校與寄宿家庭區域性週票
           包含一日遊(劍橋/布萊頓)火車費用
阿姆斯特丹 – 包含機場至阿姆斯特丹市區接機
                     市區兩日交通券，乘坐電車、地鐵與公車.

英國著名的語言學校,超過60年的教學經驗,校內的師資優良. 

環境舒適且現代化設計深受年輕學生的喜愛,

第一天會進行分級能力測驗, 

課程會綜合英語能力的各方面技能,

涵蓋閱讀,寫作,聽力,文法,單字以及批判思考.

這門課會提升英文的應用並且讓口說更為流利. 

強調互動式教學, 拋開死板學習方式. 

讓學生能在更有趣的方式去學習英文.

提供一人一台FUJIFILM富士即可拍,學習如何取
景以及利用周邊的燈光拍出不同效果的照片.
透過一個小視窗看景物,拍攝出來的照片也會不
同於數位的感覺和想法,和大家一起邊拍邊玩,
觀察路上的風景. 我們將會前往Richmond Park,
是皇家的鹿場也是倫敦最大的皇家園林,來用
相機捕捉野生鹿的蹤跡.

底
片
攝
影

隨
筆
插
畫

利用自己喜好的繪畫素材-水彩,蠟筆或鉛筆等,
輕鬆的坐在藝術中心外速寫風景或人物.英國
知名的插畫家Grace會教大家如何運用各種
繪畫媒材呈現,帶領大家找出自己的繪畫風格.
找出適合個人的方法, 進行具有紀錄性質的創作.

孔
版
印
刷

在Hato印刷工作室認識各式各樣材質的紙,印刷
器材和豐富的彩色印刷墨水.講師將會示範孔版
印刷的流程以及注意事項, 然後你可以使用各種
材料來進行實驗.講師會隨時為你提供作品的
建議,讓你盡情地揮灑靈感,你將會有自製的孔
版印刷創作.

街
頭
塗
鴉

用徒步的方式走在東倫敦的紅磚街,佈滿著塗鴉
和街頭藝術.帶領你去看和認識街頭藝術家的創
作和故事背景.還可以看到塗鴉教父Banksy的
作品.最後會回到工作室進行塗鴉創作體驗, 
塗鴉本身就無分繪畫能力,而是在於運用圖像
去表達無限的想像力. .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7/04,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04(六)

 15:00 桃園機場

集合

早上英文課

大英博物館

倫敦眼/大笨鐘

9又4/3月台

早上英文課

V&A博物館

自然歷史博物館

特拉法加廣場

早上英文課

街頭塗鴉課程

倫敦鐵橋

泰唔士河沿岸

早上英文課

歌劇MammaMia

Somerset House

柯芬園

早上英文課

運河船遊河

倫敦小威尼斯

肯頓鎮

劍橋

一日遊

布萊頓

一日遊

早上英文課

立可拍攝影課程

Richmond Park

白金漢宮

早上英文課

Borough市集

Tate Modern

St Paul教堂

早上英文課

格林威治天文臺

牛津街

攝政街逛街

早上英文課

隨筆插畫課程

Barbican Art

Center

早上英文課

倫敦城市

自由安排

Broadway市集

孔版印刷課程

波多貝羅市集

早上抵達荷蘭

下午荷蘭城市遊

晚上享用當地料理

早上荷蘭城市遊

下午 博物館/

當地市集/遊船

早上9點集合前往

阿姆斯特丹機場

搭機回台灣

早上10:40

抵達台灣

SaturdayFriday

7/05(日)
06:15抵達倫敦

從滑鐵盧車站沿著泰唔士河欣賞倫敦眼,相應著後方哥德式
知名議會大廈以及大笨鐘.看著倫敦塔橋讓大船通過打開的瞬間. 
走在柯芬園巧遇街頭藝人以及充滿設計感的商店. 最後，
窺探華麗的白金漢宮和典雅的聖保羅教堂，感受英國皇室的魅力

除了來到倫敦必看的大景點之外,會帶著你們去探索小秘境. 
我們將會乘坐復古造型的運河船從Camden來到倫敦的小威尼斯.

去KingCross車站尋找哈利波特的9又4/3月台.
前往Richmond公園尋找野生鹿的蹤影.

世界上規模最大、最著名的大英博物館，
有著豐富工藝美術、裝置及應用藝術，
館藏的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也可在博物館內自費享用下午茶。
另外，有趣的歷史自然博物館和
有著豐富畫作的泰特現代藝術館也是必訪的藝文行程。  

市集是最能深刻體驗當地食物和在地人生活的地方，
倫敦三大必逛市集，Borough Market-

是CNN評比世界十大必逛生鮮市集
Broadway market - 在地人才熟知的運河邊市集

Portobello Market – 歐洲最大的骨董市集，
也是電影新娘百分百的拍攝景點Nottinghill!!

.

詩情畫意又充滿學術氣息的劍橋，
沿著康河遊歷劍橋大學數學橋、國王學院、三一學院和嘆息橋；
令人驚嘆的優美風景與古典學院建築讓人流連忘返。
英國近郊的度假城市-布萊頓，是個活力充沛的海濱城鎮，
結合東方文化藝術之美的Royal Pavilion豪華宮殿，
走到碼頭欣賞迷人的海灘風景，穿梭在城內的巷弄逛逛特色小店，
英國人悠閒的渡假方式。

有歐洲後花園之稱的阿姆斯特丹，擁有悠閒的城市氛圍，
浪漫的運河，大家騎著腳踏車在城市內通勤。

此次我們將造訪梵谷博物館、荷蘭國家博物館、Moco博物館等。
搭乘船欣賞運河風景，在熱鬧的水壩廣場，走在哥德式建築之間，

去探索當地的骨董市集及具設計巧思的商店和美麗巷弄。
每個轉角都藏著文化驚喜等你發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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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境探訪

博物館/藝廊

市集體驗

劍橋/布萊頓城市一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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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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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

國泰航空

07/4(六)
18:45-20:45

07/5(日)
00:15-06:15

07/21(二)
12:15-05:25

07/22(三)
08:35-10:40

大英航空

07/19(日)

08:20-10:40

國泰航空

**此為暫定航班，實際航班若有異動行前說明公告 阿姆斯特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