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比利時．經典法蘭德斯藝術之旅 行程規劃
※以下行程尚在微調中，最終確認之行程將以行前說明當日的資料為准！

9/23(日) 第 1 天
早餐：敬請自理

台北集合出發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敬請自理

晚間於桃園國際機場集合，準備搭乘中華航空班機，直飛荷蘭首都阿姆斯
特丹，夜宿機上

9/24(一) 第 2 天

阿姆斯特丹→海牙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西式料理三道式 晚餐：比利時煎餅
住宿： 4★ Nh Atlantic Den haag，或同級
當天上午抵阿姆斯特丹國際機場，抵達後專車直接前往海牙

◆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 Mauritshuis Royal Picture Gallery
又稱皇家畫廊，與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鹿特
丹博伊曼斯．范伯寧恩美術館並稱為荷蘭三大美
術館。收藏有許多林布蘭作品，如：圖梭博士的
解剖課、大衛與掃羅...；維梅爾的戴珍珠耳環的
女孩、台夫特風景、戴安娜與女神，以及許多著
名荷蘭畫家的作品。

◆海牙市區觀光：海牙是藝術之城，我們將安排參觀和平宮、國會議事堂、
賓內霍夫城…等

9/25(二) 第 3 天 海牙→台夫特→鹿特丹
早餐：飯店內自助 午餐：西式料理三道式 晚餐：西式料理三道式
住宿： 4★Nh Atlantic Rotterdam，或其同級
◆海牙市立博物館 Gemeente museum Den Haag
是現代藝術的殿堂，收藏有全世界最多的
現代大師 - 皮特．蒙德里安的作品，包含
最著名《勝利之舞》，另也收藏有莫內、
畢卡索、席勒、康定斯基...等許多大師的作
品。

◆維梅爾的家鄉台夫特：新教堂 Nieuwe Kerk 及新教堂廣場、舊教堂
◆皇家台夫特藍陶工廠+藍陶 DIY
唯一僅存的台夫特陶器製造商，自 17 世紀至今都秉持傳統製程以手工的
方式生產陶器，並承襲幾世紀以來的彩繪陶器技術。

9/26(三) 第 04 天 鹿特丹
早餐：飯店內自助
午餐：西式料理三道式 晚餐：西式魚排料理
住宿：4★Nh Atlantic Rotterdam 或同級
◆博伊曼斯·范伯寧恩美術館 Museum Boijmans Van Beuningen
與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海牙的莫瑞泰斯
皇家美術館並稱為荷蘭的三大美術館，館藏
超過 14 萬件，如老布魯格爾的巴別塔、波
希的加納婚禮。另外，林布蘭、梵谷、魯本
斯、凡艾克、莫內、高更、畢卡索...等人的
畫作也不少。二樓另有專室展示 20 世紀的
達利、安迪．沃荷、馬格利特等人的作品。

◆鹿特丹市區觀光，如：拱廊市場、中央圖書館、布萊克車站、天鵝橋...
等前衛有趣的建築

9/27(四) 第 05 天 鹿特丹→豪達→小孩提防→安特衛普
早餐：飯店內自助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西式料理三道式
住宿：4★ Ramada Plaza 或同級
◆豪達 GOUDA＋乳酪博物館
這是個有如童話世界的古老城鎮，友善的居民、古老的建築、錯綜交織
的運河、熱鬧的市集，讓整個城市看來彷彿一直停格在古老的年代。

◆小孩堤防：1997 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是荷蘭最大的風車系統，傲然挺
立在曠野中的一座座風車，見證了向天爭地的荷式生活體驗，更是荷蘭
從古典到現代的最佳明證。

9/28(五) 第 06 天

安特衛普→根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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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飯店內自助
午餐：西式簡餐
住宿：4★ Nh Gent Belfort 或同級

晚餐：西式料理三道式

◆魯本斯故居 Rubenshuis
1610 年魯本斯婚後不久，便搬進這座由他親自
設計的義大利文藝復興宮殿樣式的住居兼工作
室，大部分時間他都在此度過，多數繪畫作品
也是在這裡完成。整個故居博物館包含一棟三
層樓的主體建築，以及一個碩大的花園。
在這裡可以看到許多魯本斯的繪畫與手稿、魯本斯驚人的生產線工作室
以外，更可以看到魯本斯呼風喚雨的歷史！

◆安特衛普大教堂 Onze-Lieve-Vrouwekathedraal
聖母主教座堂是比利時最高的教堂，典
型的哥德式建築，教堂裡收藏有許多歐
洲大師的藝術傑作，例如魯本斯的上十
字架、卸下聖體、聖母升天...。

◆安特衛普市區觀光：欣賞華麗的巴洛
克城市建築。安特衛普在 16 世紀末的
荷蘭獨立戰爭中慘遭西班牙攻陷後，就被西班牙重點打造成天主教城
市，不僅大舉修建天主教修道院、華麗的巴洛克建築，更由西班牙皇室
直接重用當時影響力最大的巴洛克大師－魯本斯，企圖從生活中改變正
居民的信仰。

◆根特古城區觀光、根特大教堂
根特曾是歐洲僅次於巴黎的第二大城、曾經長達五百多年是荷蘭及比利
時的最大城、更是 19 世紀引領歐陸工業革命的火車頭，今日的根特古城
大體保存著 13 世紀盛期中世紀的樣貌，小巧古樸的法蘭德斯階梯山牆行
會與民居，就彷彿是被凍結了七百年一般完好如初。
其中，聖巴佛大教堂更是根特的宗教象徵，根特最重要的鎮市之寶 － 低
地國畫家凡艾克的鉅作「神祕的羔羊」就藏在這裡！

9/29(六) 第 07 天

根特→布魯日→布魯塞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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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飯店內自助
午餐：當地料理
住宿：4★Husa President Park 或同級

晚餐：西式料理

◆布魯日 Brugge：這個依徬著運河而建的
中世紀小鎮，有「北方威尼斯」與「中古
世紀睡美人」的美稱，是座如詩如畫、令
人魂牽夢縈的城市。
12-13 世紀，布魯日是西歐最大的貿易商
港，直到 15 世紀因為泥沙淤積，大型船隻無法駛入，才漸漸失去貿易龍
頭地位。爾後蕭條了數幾百年，但也因此逃過兩次世界大戰的砲火，中
古世紀的城市風貌也才得以保留至今，已於 2000 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聖母院收藏多幅知名作品，如：凡艾克「耶蘇受難像」、卡拉瓦喬「以
馬忤斯的晚餐」；另外還有米開朗基羅的「聖母與聖子」白色大理石雕
像。
在馬克廣場，還可欣賞法蘭德斯建築群，柏格廣場、聖血教堂、市政廳，
都是不容錯過的重要景點，我們也將搭遊船，沿著運河欣賞古城的特色
老建築。

9/30(日) 第 08 天

布魯塞爾

早餐：飯店內自助 午餐:全天參觀博物館，午餐自理
住宿：4★ Husa President Park 或同級

晚餐：西式料理

◆比利時皇家美術館 Musees Royaux des Beaux-Arts
由六座博物館組成，是一個博物館群，其中四座博物館就位於主樓之內
或附近，另外兩座是專門服務比利時藝術家
的，坐落在距市中心幾公里外的地方。
但主要以古典藝術(Ancient Arts)博物館、現
代藝術(Modern Arts)博物館為主。古典藝術
博物館收藏以 15-16 世紀的中世紀繪畫，以
及 17-18 世紀的法蘭德斯繪畫為主，大衛的
馬拉之死是鎮館之寶之一；另設有「魯本斯廳」，展示魯本斯的巨作。
現代美術館則有許多 19-21 世紀的作品，如梵谷、秀拉、畢卡索的畫作，
不過比較重要的館藏應該是拉斐爾前派的作品。

◆參觀巧克力工坊＋巧克力 DIY：比利時是聞名世界的巧克力王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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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布魯塞爾的巧克力店密集度幾乎與台灣 7-11 一樣多，其中不乏百年老
店，且各有其獨門配方與獨特口感，櫥窗陳設更是五彩繽紛，我們將安
排參觀巧克力工坊，並讓大家 DIY 自己專屬的巧克力。

10/01(一) 第 09 天

布魯塞爾→阿培爾頓 Apeldoom

早餐：飯店內自助
午餐：中式午餐
晚餐：飯店內三道式
住宿：4★Bilderberg Hotel De Keizerskroon 或同級

◆布魯塞爾市區觀光、自由活動：被法國大文豪雨果譽為是全世界最美
麗的大廣場，市政廳、國王之家、古代商會…等古典建築環立，尿尿小童
像、聖母院、海鮮街，你一定不能錯過。

◆下午離開比利時，前往荷蘭的阿培爾頓：車行距離約 253km

10/02(二) 第 10 天

阿培爾頓→ 馬肯漁村→阿姆斯特丹

早餐：飯店內自助 午餐：西式煎餅午餐
晚餐：西式料理 3 道式
住宿：4★ Novotel Amsterdam City 或同級

◆德侯格洛威森林國家公園 De Hoge Veluwe：又稱梵谷國家公園，
是西北歐最大的低地自然保護區，被稱為
荷蘭的綠色瑰寶。公園內的庫勒．慕勒美
術館收藏有全世界第二多的梵谷作品，是
一座融合自然、藝術與建築的結晶，是歐
洲最大的雕刻公園，在林蔭中漫步或騎騁
單車享受森林浴，更是難得的愜意！

◆國立庫勒慕勒美術館 Kröller Müller Museum：收藏有 278 件 1９
世紀大畫家梵谷的油畫及素描作品。同時也珍藏許多世界知名藝術家的
作品，如秀拉、畢卡索、蒙德里安...等。另博物館內亦長期展示許多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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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知名雕塑作品。

◆馬肯漁村、木鞋觀光工廠
馬肯是北海小漁村之中，最安靜純樸的村落，地處偏遠，與世隔絕，發
展出獨立的方言和服飾，最有北海漁村的風味。大部份的房舍是綠色的
高腳木屋，有荷蘭綠村之稱。

10/03(三) 第 11 天

阿姆斯特丹

早餐:飯店內自助 午餐：全天參觀博物館午餐自理
住宿：4★ Novotel Amsterdam City 或同級

晚餐：西式料理

◆荷蘭國立博物館 Het Rijksmuseum
Amsterdam：與鹿特丹博伊曼斯．范
伯寧恩美術館、海牙莫瑞泰斯皇家美術
館並稱為荷蘭三大美術館。在此可飽覽
荷蘭海權強盛時期與藝術黃金時代的大
師名作，其中林布蘭「夜巡」、維梅爾
「倒牛奶的女僕」更是鎮館之寶。
◆阿姆斯特丹市區觀光：舊城區的水壩廣場，建築於 12 世紀末，幾世紀以
來都是整個城市的政治與商業中心，距離中央火車站不遠，可說是阿姆
斯特丹市中心的起點。
另外，市政廳、鑄幣塔…都是不容錯過的景點，廣場附近商店林立、熱鬧
非凡，是整個城市最有活力的地方。

10/04(四) 第 12 天

阿姆斯特丹

早餐：飯店內自助
午餐：西式簡餐
晚餐：西式料理
住宿：4★ Novotel Amsterdam City 或同級

◆梵谷博物館 Van Gogh Museum：博物館主要建築是由「荷蘭風格派
運動」建築師赫里特．里特費爾德所設計，於 1973 年正式對外開放；
1999 年加蓋的側翼建築，則是由日本建築師黑川紀章所設計。館內主要
收藏有荷蘭畫家梵谷與同時代畫家的作品；該館收藏的梵谷作品數量是
全世界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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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布蘭故居博物館
Museum Het Rembrandthuis：位在
阿姆斯特丹市中心，是林布蘭 1639 1658 年期間的生活與創作地點，現在是
一間博物館，讓世人得以窺見這位藝術
家的日常生活。
經過整修恢復成林布蘭時期的原有樣貌，包括 17 世紀的傢俱、藝術品與
物件，還有幾件藝術家原創的蝕刻畫。博物館每天都有專人示範當年林
布蘭製作蝕刻畫與油畫的過程及技法。

◆海尼根啤酒博物館 Heineken Experience
這是在 1988 年由百年釀酒廠改建的海尼根體驗館，不管你是不是啤酒
迷，到荷蘭一定要來體驗荷蘭特有的啤酒文化。在這裡可以了解啤酒的
歷史、釀造過程與海尼根的演化，還可品嘗最新鮮的海尼根，另外也有
大量的互動區域可以體驗，最後甚至還能自製有自己名字的酒瓶！

10/05(五) 第 13 天
早餐：飯店內自助
住宿：機上

阿姆斯特丹
午餐：機上

台北
晚餐：機上

飯店享用完早餐後，帶著滿滿的收獲與愉快的回憶，前往機場辦理退稅與
登機手續，返家！

10/06(六) 第 14 天

台北

上午返抵桃園機場，結束此次豐富充實的經典法蘭德斯藝術之旅。
2019 年秋天，讓我們相約北義利大浪漫的藝文與美食之旅．．．

※ 本行程由華旅網際旅行社代辦（交觀甲字第 634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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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遊藝〉 荷蘭比利時．經典法蘭德斯藝術之旅

報名表

【航班】 中華航空；桃園國際機場出發，直飛阿姆斯特丹
【團費】滿 15 人才出團，每人 165,900 元，以現金支付團費另享２％折扣
優惠。(團費包含行程費用、領隊/導遊/司機小費、講師費、講師團費
分攤。但不包含床頭小費、護照等辦證費用、個人花費等。其中講師費
部份，扣除來回時間後以 10 天計算，每人每天 NT$500。)

1. 填寫報名資料：
中文姓名

護照英文姓名

身份證號

出生日期

手機號碼

住家電話

住家地址
保險受益人

與被保人關係

緊急聯絡人

手機號碼

匯款帳號後五碼
餐食限制 □不吃牛肉 □不吃羊肉 □素食
或偏好 □其他，請載明
2. 繳交訂金：NT$20,000.
【銀行匯款】台中銀行 中山分行（代碼 053）、戶名〈新月社國際文創有
限公司〉、帳號：148-22-0001999
【郵局劃撥】戶名〈新月社國際文創有限公司〉、帳號 50322054
※ 若需刷卡，請電話聯絡索取並填寫刷卡單。
3. 完成繳費後，將本報名表 e-mail 或傳真寄至＜新月社＞
◆ e-mail：news@artfocus.com.tw
◆ 傳真號碼：(02)2511-8812
4. 尾款，請於行前說明會當日繳交（說明會時間及地點，將另行通知）
※ 行程洽詢：新月社 (02)2571-3740、0932-039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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