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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冰岛你不可错过的N种体验

   

1、体味别样都市

(图片由网友  @淡水鱼 提供)

繁华与喧嚣好像与文化政治的中心一样，是首都的标签之一；在你的脑海中也许还会浮现行色匆

匆赶赴各自目的地的人们；在冰岛的首都Reykjavik，你将感受到不一样的城市文化。

在去Reykjavik的沿途，你会看到冰岛不一样的沙滩，它的沙子并不像众多旅游胜地的的那样金黄

，而是呈黑色。冰岛的黑沙滩源于冰岛境内的火山众多，火山喷发时所喷洒下的火山灰导致。这

里的沙滩黑得天然、黑得通透，海水并未因此受到丝毫的影响；依然清澈，在阳光下泛着金色的

                                                 5 / 56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271443&do=album&picid=44563&goto=down#pic_block


�������

冰岛：冰火交融地
微光。

(图片由网友  @淡水鱼 提供)

Akureyrarkirkja教堂，也会是你见过的最与众不同的教堂建筑。参观这座雷克雅未克的地标性建筑

，你可以到当年戈尔巴乔夫与里根会晤的霍夫蒂别墅。据说当时就在两位准备签署协议书的时候

，别墅的门厅旁“老爷钟”钟突然停下来不走了。结果如同停止的钟摆，该落下的笔并未落下，

最后任何协议都未能签署。

  Reykjavik作为冰岛的第一大城市，它的各个方面都与其他热闹非凡的欧洲城市有着极大的反差

；它的美是属于宁静安逸的美。

   

2、日不落的扎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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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寂寞南半球  提供)

如果你选择自驾游，一路向前，你会穿过一条长长的海底隧道，沿途风景的美好让我们随时想要

停车驻足，而我们深知更美的总在前方。如果你到达Olafswik的时候已经临近深夜，这里也不会被

黑暗笼罩，因为冰岛地处北极圈附近，因此它也有日不落的美誉，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第二天

的黎明已经来临。

如果说地球有边的话，那么现在你所在的斯奈山国家公园就是天边了。这里的景象很特别：阴凉

的山脉、地面全是坑洼的黑色熔岩礁石、举目望去看不见任何有生命的迹象。传说这里经常有不

明飞行物UFO的出现，小说《地心游记》把斯奈山作为地下世界的入口。

选择在Olafswik扎营是你不错的选择。

   

3、在Hnammstang会海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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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淡水鱼  提供)

来到Hnammstang，怎么会错过在Hvammstang海滩上看海狮的机会；那些海狮常常懒洋洋的躺在

对面的沙滩上晒太阳，你可以站在远处安静的看着它们，同它们晒着同一个太阳，这一刻仿佛时

间放慢，直至静止。漫步在晚上九点的夕阳之中，没有太阳落山的城市，时间好像也被无限拉长

。

   

4、停留只为它那跃起一刻

Húsaví，是个不大的港口城市，让你驻足观看的非鲸鱼莫属。你可以选择登上一艘专门为观鲸

游客准备的游艇，船上的向导站在制高点，他会在看到鲸鱼的时候大声报告它的位置，值得一提

的是他们并不是以东西南北来指引你观看的方向，而是以船头为基点，告诉你它在你的几点钟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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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寂寞南半球  提供)

如同很多旅游城市一样，住在Húsaví的居民很多都非当地人，他们当初的身份也是如我们这般

的游客，只是最后这里成为了他们的家；他们在这里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观鲸客。

  如果说观鲸是你今天的目的，返航途中也许会有专属于你的surprise，那就是看到冰岛的国鸟Pu

ffin在海中觅食。

   

5、惊险与惊艳并存：Myvatn lake

说它惊险是因为这里有曾经喷发的活火山，说它惊艳当然是因为它那令人沉醉的美。

这一带的景色非常独特，大自然的杰作在这里遍布都是；Myvatn

lake的夕阳、落日美的让人沉醉，看到如此美丽的地方,我们立刻在"她"的怀抱里安营扎寨。

夜里十二点的Myvatn lake，夕阳还未落下，而朝霞已经升起。

                                                 9 / 56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271439&do=album&picid=44761&goto=down#pic_block


�������

冰岛：冰火交融地

(图片由网友  @淡水鱼  提供)

在Myvatn lake时常可以看到各种地热景观，如滚烫的泥浆、蒸气口、喷泉、温泉湖等。还可以爬

到山上远眺。

在Myvatn lake北边十几公里的Krafla，这里有个活火山，据说最近一次喷发是1984年，号称流下的

岩浆连续冒了5年的烟，至今在Myvatn地区的许多地方，也仍能看到白色的烟雾从地下，从火山岩

缝里徐徐上升，随风飞扬在布满绿色苔癣的山丘上⋯⋯. Myvatn lake整片区域地下都蕴藏着丰富的

地热及硫磺资源，冰岛人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就地取材，在Krafla山下建了最大的一个地热电

站。到处都是白烟滚滚，蒸汽腾腾。还有一个深邃的火山湖Viti，阳光下照耀下更加的漂亮。

   

6、让你震撼的Detifoss瀑布

Detifoss是欧洲最大的瀑布之一，滔滔不绝的大水据说是从两百公里外的瓦特納冰原順着欧美板块

裂缝一路流至此再順着冰河峡谷向北流入北大西洋里的。从Asbyrgi到Dettifoss，号称冰岛最美的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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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之一的整个Diamond circle。从上到下一共有三级，每级之间相隔2公里。远远就可见峡谷中瀑布

形成的白烟。飞花四溅的影射中两道巨大的彩虹展现你的眼前，让你被其震撼的同时赞叹它的美

好。上行2公里，来到Selfoss，宽阔的河面上散布多道水流，如同一个瀑布群。 

(图片由网友  @淡水鱼  提供)

   

7、期待想见的J�kulsárlón冰湖

J�kulsárlón冰湖是最值得期待的景点，此次来到这里也不会让你失望，这里也是冰岛最不容错

过的地方。冰湖最早大概在1934年发现，当时只有7.9平方公里，现如今已经有18平方公里了。

J�kulsárlón冰湖是冰岛所独有的，据说这里是全世界唯一在路边就可以看到的浮冰。由于火山

爆发，将冰原崩落的冰块困在湖中无法流向大海而形成。瓦特纳冰原在此有个缺口，因而形成Bre

itamerkurjokull冰河，底端则形成深约100公尺的湖泊。冰山从冰原边缘崩塌落入河中，各形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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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浮在湖上，阳光下闪耀着蓝色的光芒！冰山随水流往入海口漂浮，而因入口狭窄而困于冰湖之

中，随潮汐来来回回，风和海水侵袭，冰山逐渐融化，变成浮冰而漂浮于湖面之上⋯⋯

既然J�kulsárlón冰湖是冰岛所独有的，那么游冰湖这种很难在别的地方出现的观景项目，当然

不能放过。

这里的船通常都是水路两用船，很是有趣。这片冰湖真是美得让人觉得落入精灵的世界，清澈、

冰冷的湖水宁静、空灵，被自然雕琢而成的浮冰犹如一件件艺术品，款款的在湖面上浮动，晶莹

剔透⋯⋯

很多海鸟会在这里出现，密密麻麻的从湖面掠过，听当地人说，如果你的运气够好，还可以看到

海狮在这里探头探脑，显然我们这次缺少这样的运气。

从东往西开，到Jokulsarlon之后有一条小路转进去，就可以看到Breidamerkur

Glacier(属於Vatnajokull的一部分)。这里就是冰河，也就是前面介绍冰湖时提到的那条河。

如果想要爬冰川，建议参加当地的Tour，他们会提供冰爪和冰镐，但是比如穿登山鞋还有带付手

套这样简单的装备最好还是自己准备为好，因为如果没有，他们所提供的有时并不如人意，比如

手套不成套或者有些残破，这些情况时有发生。参加Tour的话，他们会用车把你送到冰川底下，

选择跟个Tour，还有一点，就是比较安全。有的地方可能看上没有什么危险，但其实却潜藏着你

看不到的麻烦。

之后一路来到Svartifoss

在它的旁边有一条上山的小路，沿着这条小路一直走就可以看到一个大冰川的源头。

Vatnaj�kull是欧洲体量最大、面积第二的冰川。Glacier of Rivers冰河。据说它的冰层平均厚400多

米，最厚的地方有1000米，冰岛最高的山峰Hvannadalshnúkur就坐落在其南部。

   

8、一脚站在欧洲，一脚站在美洲

�ingvellir国家公园，这里不仅有美丽的景色，世界上最早的古议会遗址也在此地，时间可追溯到

公元930年。这里的ALMANNAGJA大峡谷，当时还是欧亚板块和美洲板块的交界处，在这里出现

了一个断层，两大板块的落差有10多米，并且仍以年均2厘米的速度在继续分离。由於火山活动频

繁，使得地表都是黑褐色的岩石，挤压、堆叠、交错各岩块粗矿的呈现出来。在火山融岩的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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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冰岛最大的天然湖泊Thingvallavatn。有一条裂缝隐没在湖里。

  

(图片由网友  @AC沫儿  提供)

“冰岛最大的天然湖泊国会湖”。法律石（LOGBERG），是古议会的主席台。这是一块平整的大

岩石，当年的议长，就是站在这块大岩石上，面对高高的石壁，背对成千上万的听众，大声地宣

读着某项法律决定。嵩高的石壁是最古老的扩音器。从公元930年-1799年，这里一直是冰岛的露

天议会，所有的自由人都来这里参加会议。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当然不是为了宣读什么宣言，我倒觉得这是一个告白的绝佳地点，当两个人漫

步在�ingvellir国家公园，男生若无其事的把女生带到这里，之后的告白一定会让她用一生的时间

去回忆。

   

9、令人神往的Blue Lagoon

距离冰岛首都Reykjavik还有40公里的地方，这里便是令人神往的Blue Lag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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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翼翼的将脚步挪过生长了超过三千年还依旧生命力旺盛的青苔，来到湖滨体验冰岛独特的黑

砂滩。Blue Lagoon是世界著名的露天温泉，即使在雪花飘飞的冬季，湖面依旧热气弥漫，将自己

浸泡在温融融的水中，犹如进入仙境，如烟似雾，融入其中。

离开Blue Lagoon之前，可以在当地买用Blue Lagoon的泥加工的面膜和各种护肤品。这些护肤品的

原料是冰岛的，加工的企业是与法国合资，应该是法国的技术，尤其面膜是冰岛独一无二的特产

；没有女孩能抗拒面膜的魔力。

   

10、Air Tour：俯瞰冰岛

(图片由网友  @淡水鱼  提供)

回到首都，如果还有富余的时间，可以乘坐小飞机俯瞰冰岛，那种飞机大概最多能坐6、7个人，

也可能当时除了你们没有其他的乘客，因此这架飞机就成了你此行的“专机”。驾驶员会将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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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去Hekala火山附近的景点，从空中俯瞰到壮美的大裂谷、火山、还有只有飞机才能穿行内陆的

瀑布。飞机师会在途中给你介绍景点，最特别就是在你喜欢某个景点多绕几圈，以让你看的更加

真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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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冰岛概况

(图片由网友  @淡水鱼  提供)

冰岛仿若地貌博物馆般，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诸如冰川、热泉、间歇泉、活火山、冰帽、苔原、冰

原、雪峰、火山岩荒漠、瀑布及火山口等万千自然景观。

   

1、冰岛的历史

说起冰岛，就要从她的历史说起。

8世纪末，爱尔兰修道士首先移居冰岛。9世纪后半叶，挪威开始向冰岛移民。公元930年建立议会

和冰岛联邦。1262年，冰岛和挪威签定协议，冰岛臣属于挪威。1380年冰、挪同归丹麦统治。190

4年获内部自治。1918年，冰丹签订联邦法，规定冰为主权国家，但外交事务仍由丹麦控制。1940

年丹麦被德国占领，冰丹关系中断。同年英军进驻，次年美军取代英军驻冰。1944年6月16日冰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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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正式宣布解散冰丹联盟，17日成立冰岛共和国。1946年加入联合国，1949年成为北约成员国。

   

2、冰岛的地理：欧洲的最西部

面积为10.3万平方公里。是欧洲最西部的国家，位于北大西洋中部，靠近北极圈，冰川面积占8000

平方公里，为欧洲第二大岛。海岸线长约4970公里。全境3/4是海拔400－800米的高原，其中1/8被

冰川覆盖。有100多座火山，其中活火山20多座。华纳达尔斯赫努克火山为全国最高峰，海拔2119

米。冰岛几乎整个国家都建立在火山岩石上，大部分土地不能开垦，是世界温泉最多的国家，所

                                               17 / 56



�������

冰岛：冰火交融地
以被称为冰火之国。多喷泉、瀑布、湖泊和湍急河流，最大河流锡尤尔骚河长227公里。

   

3、最适合去的季节

冰岛属于海洋性气候，每年6--9月间是最适合旅游的季节；由于冰岛靠近北极，夏季有极昼现象

，白昼颇长，在雷克雅未克，太阳很少落下，气温在15度左右，凉爽宜人。建议穿着夹克等衣物

，以便在小雨或阴天的时候防备不时之需。冰岛的冬天漫长多雪多风，一般游客较少。

在冰岛北部，特别是在夏季中旬，天空24小时明亮。在冬季，有极夜现象，每天只有4-5小时的白

天，可见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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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前准备

冰岛旅行，强力建议自架车环岛游，冰岛无污染的自然环境——山云海雾；因此在行前准备中，

除了出国旅行必备的签证及货币兑换等常规准备，像旅行中需要的租车及户外装备也是必不可少

的。

   

1、签证

因为冰岛为申根国家，因此申请签证时按照申根签证准备。

申根签证所需的办理材料

护照 ：2寸照片2张 ，护照必须提供所有签证记录的复印件。

签证申请表：去对方领事馆网站上下载  护照

往返机票订票单：只要可以购买国际机票的售票处或者机票代理，都可以出具

签证保险一份：保险金额为三万欧元或三十万人民币以上，需覆盖旅行全程的。可找找保险公司

或者网上购买。

出国证明：由工作单位出具的包括申请者姓名、职务、工资, 在国外旅游时间的证明。 并注明工

作单位名称、地址、负责人电话，加盖公章和出具证明负责人姓名、职务及签字，英文翻译件。

在申根国家居住和接待证明：有的国家可以接受网站订房证明，有的国家只接受酒店传真件证明

，可以先在网站上查清楚。

户口簿：原件和复印件，有内容都需要翻译。

个人经济担保：工资、无冻结的存款证明，或房产证，或车辆购买等。需要原件和翻译件。

身份证：需要原件及翻译件。

以上所有资料均需要1份原件，1份复印件。均要A4纸张，并按照以上顺序整理递交。

签证种类

申根签证分为入境和过境两类。

1）入境签证有一次入境和多次入境两种。签证持有者分别可一次连续停留90天或每半年多次累计

不超过3个月。如需长期停留，可向某一成员国申请只在该使用的国别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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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过境签证指过境前往协定国以外国家的签证．一般有一次、两次两种、特殊情况下可颁发多次

过境签。每次过境时间一般为3天，最长为5天；

直接申根签证

到这15个申根国，凡是申请以短期停留为目的而得到的签证，都是多次出入的申根签证。3个月之

内（不包括3个月）都算短期。一般从哪个国家入境或者在哪个国家停留时间最长，就向哪个国家

的使馆申请申根签证。如果不是去一个国家，同时还要去好几个申根国，那么就在申请申根签证

的同时递给所要去的这些申根国的邀请信，使馆会根据你在这些国家一共所需停留的时间，给你

相应的允许停留天数。你可以在签证有效期内（允许停留时间），在这15个国家中穿梭往返，一

路绿灯。例如，虽然你在德国使馆申请并得到申根签证，但你第一个入境国不一定是德国，你可

以选择这15个国家中任何一个国家入境和停留。

间接申根签证

就是过去那种只对某一个国家入境有效的签证。到这15个申根国，凡是申请长期居住而得到了签

证，都属这种。3个月以后（包括3个月）都算长期。长期D类签证都不直接给申根签证，申请到

哪个国家的签证，就只能从颁发签证国入境，而到了那个国家后的一周左右时间内办理这个国家

的长期居住手续，然后凭这个国家的长期居住卡即可在申根国自由出入，享受申根待遇。

C类(TypeC)：最常见的短期申根签证，允许有效期内一次、两次或多次入境。

D类(TypeD)：此类签证原则上只允许进入签证中注明的国家，但是也会允许在必要情况下于入境

之前从另一个申根国家(于5日之内)过境。

D+C类(TypeD+C)：此类签证结合了C类和D类的基本特征，一方面属于单个国家的签证，同时也

可以进入其它申根国家。

B类(TypeB)：过境签证。

是否一定要从签发签证的国家进入/离开申根范围？可以只去其它申根国家而不去签发签证的国家

吗？持一个申根国家签发的申根签证，原则上可以在任意一个申根国家出入境。实际行程中不去

签发签证的国家原则上没有问题，因为申请签证时提交的行程一般情况下不具约束力，但不排除

再次向该国申请申根签证时由此可能产生麻烦的可能性。

申根签证保险

申根签证保险也可称为旅游医疗保险。作为签发申根签证的基本前提，所有申请人都必须办理旅

游医疗保险。根据申根协议，必须在申办签证时就提供医疗保险。在入境申根国前所有申请人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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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购买并出示医疗保险，否则后果是被禁止入境。签证保险中旅游医疗保险必须具备以下几点：

旅游医疗保险须包括由于生病可能送返回国的费用及急救和紧急住院费用。含损失赔偿至少3万欧

元，即30万人民币。

旅游医疗保险须对整个申根区和旅游逗留期有效。也就是说购买保险时出行日期以及回国日期两

天都应涵盖。

在个别情况下，如对明显容易生病者必须根据要求投保的数额提出更高的理赔要求。

在出行的目的是为了看病治疗的情况下，须单独证明谁承担费用。

适用国家

目前正式实施申根协议的国家有：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冰岛、意大利、

希腊、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

克、匈牙利、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马耳他和瑞士。另外，下列国家因为与申根邻国没有实际

上的边境检查，也可以凭申根签证任意进入：安道尔、梵蒂冈、圣马力诺、摩纳哥。

   

2、货币及汇率

冰岛克朗是冰岛的官方货币，其原名称为Króna(单数)或krónur(复数)，在冰岛语里代表的是「

皇冠」的意思。虽然发音拼法各有小差异，但是「克朗」是所有北欧国家共同使用的货币单位，

其ISO 4217代码为ISK。 币值: 5、10、50奥拉和1、5、10、50、100克朗。

货币名称：冰岛克朗

货币兑换：

1冰岛克朗＝9.28739人民币

1克朗＝100奥拉

   

3、冰岛租车

如果你选择自驾出游，那么出发前可以提前在europcar租好你想要的车子，需要注意的是冰岛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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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是分级的，很多F路只有四驱车可进入；在冰岛持有国内驾照完全没有问题，但是记得向租车公

司出示相应的翻译件。

   

4、自驾必备及需要注意的事项

a、带上睡袋

有些hostel没有被子或床单，有些可以租，但是有时赶到住地时服务员早下班了，没人可帮到你。

b、带上中国调料

沿途没有多少地方可以吃东西的，晚餐基本上是自己做饭，所以hostel都很方便“煮”东西，但“

炒”菜不是很方便，只能凑合（国外都是用电炉和平底锅），所以从国内带些“浓汤宝”或“火

锅底料“（周君记火锅或麻辣香水鱼底料很好吃）之类的东西，

还记得带瓶“老干妈”辣椒酱。可每天到当地超市买“菜”，超市的冰鲜海鲜很多，必须早上出

发前买好，否则超市很早就关门买不着了。冰岛的“肥猪”超市很有名，在每个城市都有，且价

格也是最便宜的。在外面没有什么时间长了，会特别“想念”我们国内的方便面

c、打的士

如果在酒店预约的士，注意：车会很准时到达，一到预约时间司机就开始计费，不管你人是否上

车了，所以最好准时到达预约地点，否则那“表”跳的你想“跳车”，的士起步价：ISK 490

，跳一次就是 180 哟 。坐的士车上可以刷信用卡。

d、加油

给车加油最好在白天进行，因为很多加油站很早就下班没人了，这个时候你只能用加油卡（在加

油站买），但这个卡也别买多了，因为离开冰岛时若没有用完是不能退的。在油站有人时，你用

信用卡加油很方便。

冰岛的油价：柴油每升 ISK 182.6 折￥9.6 （我们的车用柴油）

e、换钱

在冰岛同样的价格如果付欧元要比冰岛克朗(ISK)贵，所以尽量付ISK，在首都雷克雅未克的银行

里用欧元换ISK

手续费： 记不得了（不贵）。银行就在雷市中心。

f、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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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沿着一号线主干道自驾，完全可以不租四驱车（我们此次实际9天环岛，很多“深入”的

景点都没有时间再看，所以基本上看的都是好路上的风景），四驱和非四驱车租车价格相差30%

左右。

g、望远镜

在冰岛北部城镇Hvammstang的海滩上有很多海狮，但那些海狮常常懒洋洋的躺在对面的沙滩上晒

太阳，我们只能远远的看，如果有望远镜就可以看见那些可爱的家伙的表情和动作了。

h、信用卡

在境外旅游时带的信用卡最好是设有密码的，因为有些地方刷卡消费时，要求必须有密码的卡才

给刷，没有密码的卡刷不了。我们在哥本哈根机场用信用卡买火车票（三人DKK126）准备去市区

时，同伴的卡未设密码而拒收。在哥本哈根酒店结账时也遇到类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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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冰岛景点推荐

   

1、黄金瀑布

(图片由网友  @AC沫儿  提供)

作为游览冰岛的必游景点之一，黄金瀑布有当仁不让的理由。河流从32米的高处飞流直下，分为

两级，上级落差11米，下级落差21米，宽100多米。远远看去就好像两条彩虹，沿着大裂谷奔流而

去，场面十分的壮观，因水流湍急，看似金黄色，故得名。如果在一场大雨后，还会看到大大的

彩虹横跨在瀑布上。

瀑布旁边立了一块碑，是为了纪念一位平民妇女。上个世纪30年代，当地政府看中了这处瀑布，

准备将这里的资源卖给国外投资者，在此建造一个水电站。此事惊动了住在附近的一位妇女，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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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认为这样会破坏自然景观，坚持与政府打官司。结果，官司打赢了，才为后人留下了这片蔚

为壮观的瀑布。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全天

地址：冰岛盖锡尔喷泉北面十公里处

   

2、蓝湖温泉

(图片由网友  @AC沫儿  提供)

从雷克雅未克市向东南方向驱车1小时左右，就可到达冰岛著名的地热温泉——蓝湖。有些游客慕

名而来，更有甚者在冰岛转飞机的几小时间的歇中也要乘车到蓝湖来泡泡。蓝湖之之所以著名是

因为：

1、它是露天的温泉，由于地热发达，即使是在雪花飘飞的生产关系了，游客仍可以泡在暖融融的

水中，充分享受大自然的赐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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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温泉泥，由于冰岛是多火山国家，而蓝湖正是位于一座死火山上，地层中有益的矿物质沉积在

湖底，水性好或运气好的人，在挖到白颜色的泥时会欢呼不已，因为这种泥美颜健体，据说功效

不错。

蓝湖似乎已成为冰岛最典型的宣照片，许多人都会泡在浅蓝色温泉中。

进入蓝湖可不能太莽撞，沿着沙地缓缓下去，但水底起伏不平，得小心避免撞到忽然出现的融岩

。靠近更衣室的水温约30℃，愈靠近电厂水温愈高，水也愈深。

门票：1200克郎

开放时间：夏季8：00～22：00；冬季9：00～23：00

地址：雷克雅未克市东南方

   

3、维克小镇

(图片由网友  @寂寞南半球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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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小镇位于冰岛的最南端，从雷市出发，车行4个小时左右可以到达。维克镇的人口不过600人

，是个安宁和睦的小镇，在小镇后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海。维克小镇最著名的是黑沙滩。

所谓黑沙滩，就是我们常规概念上的沙滩在这里通通都是黑颜色。由于它黑得天然，黑得通透，

海水在丝毫未受影响的情形下依然清澈，在阳光下泛着金色的微光。从维克镇坐海陆两栖船下海

，虽然只是前行10海里，但也是畅游在大西洋中了。

穿上严严实实的防水衣和救生衣，在大西洋的怀抱中，伴着海鸟的鸣叫，伴着温熏的海风，伴着

和暖的阳光，自在前行，你会看到前方类似中国南方笔架山的几个小岛，因为地球转暖、水位上

升，使一个多世纪前的几座挺拔的高山只剩下几个山头，而成了海鸟聚居的乐园。

地址：冰岛的最南端

   

4、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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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寂寞南半球  提供)

米湖是冰岛最重要的旅游区，除了美丽的景色之外，还保有完整的火山地理景观，包括地热、间

歇性喷泉、火山口等。由于景观丰富，米湖于1974年被冰政府规划为特别保留区。

米湖大约37平方公里，水深紧2.5公尺，可以搭船游湖，更可在湖畔钓鱼。由于山的屏障，米湖被

视为冰岛最干燥的区域之一，天气经常很好。

雷克雅里德是米湖旅游的首府，主要旅行团、旅客服务中心，住宿区、加油站都在这里，附近还

有著名的地热发电场。过了火发电场就可以到维提湖及附近火山遗迹参观、健行。

地热区也是米湖的特色，时常可以看到各种地热景观如滚烫泥浆、蒸气口、喷泉、温泉湖等。甚

至爬到山上远眺。

火山口被当地人视为黑色古堡，米湖附近就可以看到这个椭圆形的火山口。花半个小时即登顶，

站在山顶远眺整个米湖与火山口。

地址：冰岛雷克雅里德

   

5、盖锡尔间歇喷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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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AC沫儿  提供)

间歇喷泉在冰岛南方平原最西北边，位于冰岛西南部奥德恩斯的赫伊卡达伦居民点附近。这个地

区是一个大喷泉区，到处冒出灼热的泉水，热气弥漫，如烟如雾。很多热景观可参观，包括喷泉

、彩池、喷气孔等。大间歇喷泉即盖锡尔间歇喷泉最为有名，其最高喷水高度居冰岛所有喷泉和

间歇喷泉之冠，也因此成为世界著名的间歇泉之一。你可以从喷口看到整个喷发过程，尤其是喷

发前，沸腾的水喷出而形成碗状，然后中间的水柱变成蒸气直上空中约20公尺高处。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全天

地址：冰岛西南部奥德恩斯的赫伊卡达伦

   

6、瓦特纳冰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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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寂寞南半球  提供)

瓦特纳冰川作为冰岛的第一大冰川，瓦特纳冰川在冰岛东南部的霍思城附近，排名世界第三，是

欧洲最大的。冰川面积八千三百平方公里，仅次于南极冰川和格陵兰冰川。

在冰山湖上乘坐游艇观赏形态各异的浮冰是该冰川游览的一大特色。在这里驾驶雪吉普和摩托，

将给您带来在冰原上奔驰的独特享受。冰岛中部高原的奇特地形地貌，吸引着众多游客在这里充

分享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无论是徒步登山，还是驾驶着四驱车驰骋在这片看似未开发的处女地

，都能带来非一般的感受。

地址：冰岛东南部的霍思城附近

   

7、珍珠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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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寂寞南半球  提供)

珍珠楼状似水晶球，是首都雷克亚未克热水供应公司建造的半球形建筑物，内设有温泉模型、展

览厅、餐厅等设施，游客可通过安装在眺望台上的望远镜观赏首都的风景。

门票：60克朗

开放时间：夏季8：00～20：00，冬季9：00～17：00

地址：冰岛雷克亚未克

   

8、特约宁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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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寂寞南半球  提供)

特约宁湖位于雷克雅未克市中心。当地的中国人称之为“鸭子湖”。因为，在温柔的夏季成千上

百的天鹅、鸭子等水禽都聚居于此。而在寒冷的冬季，鸭子湖会排放温度适宜的热水，供水禽们

过冬。

湖水在阳光照耀下鳞光闪闪，野禽在清澈的湖水里嬉戏，湖水映着建筑物的倒影，整个湖面给人

以如诗如画之感。

湖水四周是鳞次栉比的建筑。市内一些主要的公共建筑都设在这里。有议会大厅、政府大楼、冰

岛大学，还有一些著名的文化场所，如国家博物馆、画家画廊、自然科学博物馆等。

地址：冰岛雷克雅未克市中心

   

9、国会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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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旧址(图片由网友  @AC沫儿 提供)

国会旧址是冰岛历史上最享负盛名的圣地篮。西元930年，冰岛国会在国会旧址建立。它是目前世

界上最古老的，至今仍然在举行的国会。

前往路线：从雷克雅未克乘车前往约1小时即可到达。

门票：免费

地址：冰岛雷克雅未克

   

10、古议会旧址

古议会旧址是冰岛历史上最享负盛名的圣地，亦是国家的摇篮，也是西方国家政治发源地之一。

冰岛议会建于公元930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并存在至今的国会(十八世纪末，冰岛国会迁到首都

雷克雅未克)。

古议会旧址实际是一片空旷的平地，它位于一个又长又宽的断层旁边。这个断层正是欧亚板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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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板块的交界处，欧亚大陆犹如被大地之神高高举起，使得两大板块的落差有十多米。

由于远古的火山活动，交界处的地貌都是黑褐色的岩石。它们好像被巨大的力量撕裂，形成粗细

不匀、纵横交错的裂缝。那干裂的地面仿佛还在运动，裂缝随时可能会被拉大、走在上面，内心

有一种莫名的不安，就怕一不小心掉下去。这裂缝的确在不断扩大。欧亚板块与美洲板块现仍以

年均2厘米的速度在分离。

站在欧亚板块的岩石上极目远眺，对面是一个广阔的大平原，中间镶嵌着弯弯的国会湖，那是冰

岛最大的天然湖泊。在飘零的雪花与淡淡的雾霭中，国会湖时隐时现，显出几分宁静与神秘。

门票：免费

地址：冰岛雷克雅未克辛威里尔平原上，离首都协克雅未克约四十公里

   

11、冰岛大学

冰岛大学具有悠久的历史。1911年，当时的冰岛议会为纪念冰岛民族英雄姚恩西居尔兹松诞辰100

周年，决定在1847年开办的国立神学堂、1876年开办的医士学校和1908年

开办的法科学校的基础上建立冰岛大学。冰大建校之初本身无任何教舍，课堂只好

设在议会大楼内，直到1940年才有了真正的大学校舍。第一届学生才45人，而今全

校学生总数已超过8000人。冰岛大学在世界著名大学排名第72位, 该大学教学质量高，学风严谨， 

某些学科如地质科学领域火山地震研究，地热利用技术；基因医药研究，计算机应用和软件开发

技术以及冰岛文学(包括莎迦文学和埃达文学)等在世界上处于前列。著名冰岛大学教授拉纳克涅

斯195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副教授以上的教学科研人员必须拥有博士学位。

目前该大学设有4个主要学院即经济和商业管理学院， 人文学院(文学系、神学系、

社会科学系、法律系)，医学院(医学系、牙科系、护理系、药学系，国家医院)

，理工学院(自然科学系、工业工程系)等 约30多个学科数百个专业。如自然科学系有生物、计

算机科学、化学、地质、物理、数学等学科。

地址：冰岛雷克雅未克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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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冰岛夜生活

冰岛的夜生活不比欧陆大城市的多姿多采，但挪威等北欧国家的人民喜欢到冰岛消磨周末，所以

每到周末冰岛酒店内的餐馆和酒廊都热闹非凡，给宁静的冰岛带来不少生气。与纽约和其他欧洲

首都相比，冰岛人创造了自己独有的略带疯癫却坚决反对抑郁的生活方式。这里的居民用自己特

有的娱乐方式与夜生活点亮了这个苍白的城市。说起来，雷克雅未克的夜生活是在1988年禁酒令

解除后才日渐发展起来的。 

冰岛夜生活(图片由网友  @AC沫儿 提供)

每周五晚上开始，拥挤的小酒馆里，101大区， 通往冰岛温泉之路的Laugavegur四周，抑或是在城

市主干线的支路上，随处可见熙熙攘攘、沉浸在自我崇拜幻象之中的人群。忘记那些一成不变的

教条吧，忘记那些尽管追求时尚，但仍循规蹈矩着的城里人吧。这里，是属于享有年轻特权的二

十几岁青年人的世界，他们生命中盛放的颜色，那个引人无限遐想的年纪。这些小型的乐队即兴

创作三或四首小曲儿作为演出的开场曲，有些甚至是用气象台的天气预报改编的，但新鲜程度绝

对像是刚刚上釉的，等待咖啡厅或画廊展览开幕式的油彩画。周末，在Cafei Oliver 或Kaffibarinn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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啡馆里，随处可见艺术家、作家和音乐人。过一个冰岛式的夜生活、还有专属于冰岛的周末是你

此行的惊喜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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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冰岛美食

传统上冰岛人缺乏食材，因此也缺乏对美馔的想象力，不过，总有些咖啡馆与餐厅，提供各式口

味。有一种名为Hákarl的食物，是埋在沙中3至6个月使其完全解体的腐败鲨鱼肉，其恶臭可让外

国访客不敢恭维。冰岛人通常喜欢将黑线鳕鱼清干净再风干，变成条干，配奶油当零嘴。Skyr系

一项冰岛特产，脱脂牛奶与酵母菌的美味混合物，类似优格。 

Skyr(图片由网友  @淡水鱼 提供)

传统上冰岛人缺乏食材，因此也缺乏对美馔的想象力，不过，总有些咖啡馆与餐厅，提供各式口

味。

有一种名为Hákarl的食物，是埋在沙中3至6个月使其完全解体的腐败鲨鱼肉，其恶臭可让外国访

客不敢恭维。

冰岛人通常喜欢将黑线鳕鱼清干净再风干，变成条干，配奶油当零嘴。

Skyr系一项冰岛特产，脱脂牛奶与酵母菌的美味混合物，类似优格。

传统的冰岛主食是鱼和羊肉，熏鱼和干鱼是世界闻名的特产。冰岛禁止化学肥料和增长素的使用

，也严禁肉类进口，所以，在冰岛吃的都是纯正的冰岛肉。特别是冰岛的羊肉，味美肉鲜，无以

伦比。这得益于1000多年来传统的放牧方式，羊吃的都是新鲜青草和植物。到冰岛来旅游，羊肉

不可不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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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ákarl(图片由网友  @寂寞南半球 提供)

冰岛各式的熏鱼享誉世界，三文鱼和熏鳟鱼是味道最好的美味，是每一个到冰岛的旅游者非尝不

可的上等食品，在欧洲只有四星级的宾馆早餐才提供三文鱼。冰岛的牛肉没有“疯牛病”污染，

质量值得信赖。在冰岛还可以品尝到世上少有的鲸肉，味道类似羊肉，但鲸肉不很嫩。

冰岛的奶制品如奶酪、酸奶等品种繁多，物美价廉。特别是类似酸奶的Skyr是一项冰岛特产，为

脱脂牛奶与酵母菌的美味混合物。

冰岛的甜食品种繁多，以巧克力居胜。有的甜食味道独特，值得一尝。冰岛人通常喜欢将黑线鳕

鱼清干净再风干，变成条干，配奶油当零食。

必去餐厅：

雷克雅未克的一个叫做Hummer的餐厅，在一条主街上，淡绿色的房子，是当地最好的龙虾餐馆

。点一个龙虾汤或者鱼汤，吃一个龙虾主菜，或者吃个猫鱼，基本上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龙虾你都

不想吃了。人均消费50欧元左右。

雷克雅未克的中心广场边上有一个Fish Market餐厅，格调很高，可以吃Farmer Market Tasting Menu,

一共9道菜，分量不大，每一样都很好吃，主要是尝个味道，从前菜到龙虾，鱼和羊排，直到甜点

，没有前一家好吃，但是质量也非常不错。可以要餐厅做主菜的时候不要放糖，天然的滋味，自

己加一点盐和胡椒，更加好吃。人均消费也在50欧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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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lfoss瀑布旁边有一家餐厅，有点像快餐，有炖的羊肉汤，香味飘出去很远。瀑布边上有点冷，

进到餐厅喝一碗暖暖的羊肉汤，感觉就不用描述了！冰岛很多景点的餐厅都有类似的羊肉汤和蘑

菇汤，这家的最好喝，另外，汤都可以续杯的。

路上只要住一个好一点的酒店，都有餐厅，基本上味道都不错。如果要吃点不一样的，可以尝试

一下鲸鱼刺身，别处可能吃不到，所以要是胃有空间，可以尝尝看。

旅人提示：雷克雅未克的餐馆大部分中午都不开门，只提供晚餐。中午可以去Dining

out上推荐的咖啡厅，例如Tivoli(炒面)很好吃，味道就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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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冰岛购物

雷克雅未克城整体布局匀称和谐，它没有博物馆式首府的摩天大楼，而更像是一个精致的、充满

着各种意外惊喜的小镇。纤巧玲珑的居民住宅，混凝土和钢制结构的二层小楼，风格各异，色彩

也不尽相同，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带有一个私家花园，而这一切，便构成了这个城市的风貌。没

有国际建筑设计师壮丽宏伟的代表作，没有呆板的街道布局，没有麦当劳，

没有ZARA、MANGO、H&M

的专营店⋯⋯从古至今，这座田园牧歌式生活的中心，与大西洋和托宁湖相偎相依。 

雷克雅未克城主要商业街(图片由网友  @AC沫儿 提供)

在这样一个古朴的城市里，Kisan、Saevar Karl、3 Haedir、Kronkron

这样风格的时尚专营店和高级成衣二手店却是异常火爆。在这里可以找到Hugrun

精心挑选的马丁�希特博恩（Martine Sitbon）最顶尖的时尚设计。

冰岛机场的香水及化妆品种类繁多，价格较国内至少便宜1／3，而且有些品牌国内没有，建议多

买。冰岛的纪念品通常很贵，可有选择地挑选几样，建议购买做工精良的钥匙链，有冰岛国鸟以

及北极熊等图案。

冰岛的羊毛在北欧很出名，可购买由羊绒、羊毛织就的毛衣，不过价钱就国内而言很贵，而且样

式较少。冰岛的主要产业以渔业为主，所以鱼类的深加工产品也可列在购买单上，如鱼皮钱包、

文件包、帽子、手套等。而且鱼皮的种类很多，单说用三纹鱼皮做的钱包恐怕你的朋友从没见过

。如果经济条件宽裕的话，可以购买PUPPIN的标本、冰岛原产的木头雕刻以及别致的星象项坠。

当地商店的营业时间，正常工作时间，从上午9时至中午12时，下午1时至5时。某些商店星期六营

业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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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局营业时间不一，大部分为平日8:30或9:00─16:30或17:00。

银行营业时间为平日9:15─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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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冰岛住宿

如果你选择自驾，沿途会看到很多露营的地点，他们都会有明确的标示。

其实冰岛有很多地方非常适合露营例如：雷克雅未克的city hos里，米湖的湖边等，这里的露营地

条件都很好，有冲凉房、卫生间、甚至厨房，但正规露营地都是要收费的，约：80-120元左右/人

。

沿途你会看到很多人或家庭租“房车”，晚上在外面搭帐篷。

当然，如果你不愿意承受自驾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选择酒店也有不错的选择。

冰岛酒店集团旗下酒店，覆盖冰岛所有旅游景点，大部分酒店为三星级。酒店内全部设有餐厅，

部分酒店设有会议室。

冰岛酒店集团官网：www.hotelsoficeland.com 

 

   

1、格兰特酒店Grand Hotel Reykjav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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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淡水鱼  提供)

作为雷克雅未克连锁酒店最高档的一个酒店，格兰特酒店也是冰岛最好的酒店之一。酒店新楼于2

007年5月开始营业，为挂牌四星（冰岛目前没有五星级酒店）。

酒店位置极佳，环境优雅安静却不失便利。酒店不在闹市区但距雷克雅未克市中心步行仅需10分

钟，步行2分钟即可到达海边，冰岛最大的游泳馆与酒店近在咫尺。酒店门前设有公交站点，可以

乘坐免费公交巴士抵达市中心。

酒店共有314间客房，设有标准客房，家庭房，高级套房，行政套房和总统套房等。大部分房间都

可以看到极佳的海景，山景和城景。无烟房可供选择。

房间设施完备，配有整套卫浴，卫星电视，无线网络，直拨电话，迷你酒吧，吹风机，熨衣设备

，咖啡和茶具以及电子保险箱等。酒店更设有15个残疾人房间，配有无障碍设施。酒店大堂提供

免费无线上网，商务中心为您提供各种商务服务。酒店提供全天24小时服务。

酒店共有大小不等的会议室17个，最大的会议室有1600平米，可容纳12人到450人参会。同时酒店

更配备一流完善的会议设施，提供专业的会议咨询与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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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内的一流餐厅Brasserie Grand提供各色美食。其中包括冰岛特色的羊肉和新鲜的鱼类菜肴。同

时，提供各种酒水及甜点。酒店提供非常丰盛的自助早餐。酒店大堂可容纳400多人一起聚餐。

Grand Spa于2007年11月投入使用。这里有一流的健身中心和保健spa，可以在此享受美容，Jacuzzi

泡浴和海水浴，同时配有私人服务。

此外，酒店还提供洗衣服务，自行车出租和租车，行李寄存等。酒店大堂提供各种旅游资讯和旅

游服务。

   

2、雷克雅未克酒店Hotel Reykjavik

(图片由网友  @淡水鱼  提供)

雷克雅未克酒店是一家三星级的旅游酒店，位于雷克雅未克市中心，与商业中心和旅游景点近在

咫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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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共有79间客房，包括单人房，豪华单人房，三人房，大床房，豪华大床房和高级套房。房间

配有整套卫浴，迷你酒吧，直拨电话，卫星电视，付费电视，无线网络，广播，吹风机，保险箱

，咖啡茶具等。所有房间均为非吸烟房。并提供残疾人专用房。

大堂提供酒水，咖啡和小食。同时，提供丰盛的自助早餐。商务中心也提供各种商务服务。

酒店大堂提供各种旅游资讯和旅游服务。

   

3、雷克雅未克中心酒店Hotel Reykjavik Centrum

(图片由网友  @淡水鱼  提供)

雷克雅未克酒店中心店于2005年4月1日开业，位于雷克雅未克市中心最古老的一条街道上，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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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酒吧，博物馆等近在咫尺。

下榻雷克雅未克酒店中心店您将感受古老的雷克雅未克氛围。酒店建筑的前身建于1764年，之后

翻新成了现在的样子。酒店设计风格古典，与雷克雅未克1900年时期类似。在建造的时候，一个

殖民时期的海盗废墟在此被发现。在2006年，一个名叫871的展览中心在酒店的地下开业，展出了

海盗房间的遗迹和其他相关展品。展品年代约为公元870年。

酒店共有89间客房，有单人房，豪华单人房，大床房，豪华大床房和高级套房等。所有房间都配

有现代的设施，如整套卫浴，卫星电视，直拨电话，网络，迷你酒吧，广播，熨烫设备，吹风机

，保险箱，咖啡和茶具等。酒店还设有残疾人房间。酒店提供洗衣服务。

此外，酒店还设有了两个会议室，一个会议室可容纳14人，另外一个可容纳39人。商务中心为您

提供各种商务服务。

酒店餐厅Fjalakottur提供传统的冰岛菜系。大堂吧提供酒水，咖啡及小食。酒店提供丰盛的自助早

餐。

酒店大堂提供各种旅游资讯和旅游服务。

   

4、福斯酒店史卡法特店Foss hotel Skaftaf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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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淡水鱼  提供)

福斯酒店史卡法特店是一家三星级的旅游酒店，酒店由四个独立的联排平房构成。酒店位于史卡

法特国家公园4公里处，在此，您可以欣赏欧洲最大的冰川瓦特纳冰川和冰岛最高峰华纳达尔斯赫

努克山，海拔2119米。

酒店共有客房59间，设有标准单人房，标准双人房，高级大床房和家庭房等。房间配有独立卫生

间，卫星电视，电话和无线网络。所有客房均为非吸烟房。

酒店设有餐厅，可容纳100人同时就餐，餐厅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供团队使用，另一部分主要服

务预订客人。酒店的午餐很有特色，在夏季，提供新鲜的蔬菜沙拉，汤和自助餐等。酒吧位于酒

店二层，在这里，可以尽情地享受瓦特纳冰川的美景。

酒店设有会议室，可容纳80-100人参会，同时提供一流完善的会议设施。大堂吧配有电视，沙发

和无线网络。可以提供酒水，咖啡和小食。还有一个小的礼品店供挑选一些纪念品。

酒店大堂提供各种旅游资讯和旅游服务。

   

5、福斯酒店瓦特那冰川店Foss hotel Vatnajok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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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酒店瓦特纳冰川店是一家三星级的旅游酒店，位于冰岛东部小镇赫本，瓦特纳冰川脚下，由

两个二层楼房构成。

酒店共有客房28间，设有标准双人房和冰川观景房。房间配有独立卫生间、电吹风、电视和电话

等。大部分房间都可以欣赏到美丽的冰川和群山。所有房间均为非吸烟房。

酒店内设餐厅、酒吧，环境优雅。在此就餐同时即可享受独特的瓦特纳冰川全景。晚餐过后，这

里将为您奉上冰岛最特色的维京美食，发酵的鲨鱼肉配冰岛烈酒Brennivin。

大堂吧配有电视，沙发和无线网络。可以提供酒水，咖啡和小食。酒店大堂提供各种旅游资讯和

旅游服务。

著名的好莱坞电影"盗墓迷城"和007系列电影

"择日而亡"等演职人员在冰岛取景拍摄时都曾下榻于此。

   

6、福斯酒店摩斯法尔店Foss hotel Mosfell

福斯酒店摩斯法尔店是一家准三星级旅游酒店。酒店位于冰岛南部小镇海德拉(Hella)。这里汇聚

了许多旅游景点，如西人岛，黄金圈等。

酒店共有客房53间，其中35间配有独立的卫生间，另外18间为设施共享式房间。酒店提供自助式

早餐。大堂吧提供免费无线网络和电视。酒店餐厅在酒店的对面，在这里可以享用冰岛美食。

酒店大堂提供各种旅游资讯和旅游服务。

   

7、101 Hotel酒店

在首都雷克雅未克有一家酒店是不得不提的，那就是距商业街Laugavegur仅不到一分钟的脚程的10

1酒店。

在最古老的雷克雅未克101酒店，是冰岛的第一家精品酒店，是属于设计和画廊老板Ingibj�rg南尔

马多蒂尔。她是用灰色，黑色和白色，线条简洁，很适合当地的艺术作品来传达纯北欧凉爽。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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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温暖的被加热橡木地板，一间休息室的壁炉，一个流行的酒吧和按摩浴缸和桑拿。酒店设有一

个休闲餐厅，时尚的菜肴上在菜单上一目了然，当然一个真正合理的价格也是吸引你来此用餐的

法宝之一。餐厅是市内最时尚的地方之一，供应美味的食物，具有了现代冰岛和国际美食相结合

。早餐供应时间是从07:00 -

10:30。所有标准客房设有一张大号床和浴室有一个很大的步入式淋浴间。

   

8、THINGHOLT酒店

酒店坐落于雷克雅末市区主购物大街Laugarvegur大道尽头处的一条僻静小路旁，大部分时间内非

常安静宁和。

酒店房间大小不一，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那间。 所有客房都禁烟。

由一名冰岛的室内设计师Gulla Jónsdóttir设计，这些房间设计以黑白色系为主，家俱极富艺术性

，许多房间特别是浴室裸露的墙壁，更突显出现代风格。顶层的部分客房吊着色彩斑斓的斜天花

和天窗。房间条件都很好，带有现代化的盥洗室。酒店的底层有一间漂亮、时尚的早餐厅；酒店

的一半是非常老式的雷克雅未克标准建筑，而另一半则非常新，结合其迷人的白色外观，呈现出

非常美丽的风情。大堂和酒店的其它部分一样，都非常别致、现代而时尚，是体现冰岛（Icelandi

c）现代风格的内部设计极佳典范。这座位置极佳，管理得当的酒店是雷克雅未克新时尚酒店中最

新的一员。

青年旅馆几乎遍及全球，冰岛也不例外。

冰岛的青年旅馆被称为farfuglaheimili，意思是「流浪鸟的小窝」，提供热水、厨具、储物室与认

识其它旅人的机会，有宵禁的规定，除少数例外都欢迎使用睡袋。每晚大约1250克朗。

冰岛青年旅馆协会(íslenskra farfug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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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冰岛交通

飞机

北欧航空公司开通有北京至雷克雅未克航班，每天出发。

凯夫拉维克机场（Keflavik Airport；机场代码KEF；tel 425

0680；www.keflavikairport.com

）位于雷克雅未克以西48公里，是冰岛的“大门”。位于首都市中心的雷克雅未克国内机场（机

场代码REK）有飞往格陵兰岛（Greenland）和法罗群岛（Faroe Islands）的航班。

冰岛航空公司（Icelandair；航线代码FI；www.icelandair.net

）经营从英国、丹麦、法国、德国、荷兰、瑞典和美国直飞凯夫拉维克机场的航班。若从美国飞

往英国或欧洲大陆，可在冰岛作中途停留，而且完全免费。

Iceland

Express公司（航线代码AEU；www.icelandexpress.com

）提供最便宜的航班，从伦敦和哥本哈根飞往凯夫拉维克。

夏季，Flugfelag Islands航空公司（航线代码NY；tel 570

3030；www.airiceland.is）有从雷克雅未克飞往法罗群岛和格陵兰岛的航班。

离境税:国际航班的离境税包含在机票的价格里。每个国内航班的离境税为415冰岛克朗。

轮船

Smyril

Line（www.smyril-line.fo

）在夏季经营汽车渡轮，从挪威的卑尔根或丹麦的汉斯索特尔姆（Hanstholm）岛冰岛东部的Sey

isfjor ur，中途在设得兰群岛和法罗群岛停靠。轮渡的定价和路线都较为复杂，可登录其网站查询

详细信息。货运公司Eimskip（www.eimskip.com

）的船从鹿特丹岛雷克雅未克，行程八天，途径德国、瑞典和法罗群岛，3月到10月之间，每艘船

上可载三名旅客。从鹿特丹出发，每人57 300冰岛克朗。

国内交通

飞机

冰岛的国内航线主要取决于天气状况。主要的国内航空公司是Flugfelag Islands（tel 570

3030；www.airiceland.is）有月优惠票，四/五/六个区间售价分别为28 800/32 700/37

600冰岛克朗，只能在冰岛以外购买。此外，还有另一种名为“Fly As You

Please”（随意飞）的机票出售，12天可无限制乘机（45 600克朗）。

自行车

骑自行车游冰岛是个绝好的选择，但是崎岖不平的路、恶劣的天气，再加上时常需要渡河，对你

来说绝对是个挑战。准备好并且要记住：你可以随时带着自行车跳上公共汽车。

在一些适合骑自行车的地区如Myvatn、雷克雅未克和阿克雷里（Akureyri），一辆自行车的日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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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每天1600克朗左右。

公共汽车

BSI公司（Bifrei asto Islands；见534～535页地图；tel 562 3320；www.bsi.is ;Vatnsmyrarvegur 10, Reykjav

ik）就在雷克雅未克的BSI公共汽车站，经营长途汽车业务，并有优惠票出售。但很多汽车只在6

月到8月间运营。

小汽车和摩托车

尽管小汽车的租费有所调整，但仍然很贵。雷克雅未克的旅游局有关特价租车事宜的详细信息提

供。

可以租车的最低年龄是20岁。

搭便车

Lonely Planet不推荐搭便车这一方式。如果你想试试，夏季搭便车倒是有可能的，但是大多数地方

，需要等很长时间。

当地交通

雷克雅未克和阿克雷里的公共服务很好。在大多数的小镇上，会说英语的和德语的出租车司机有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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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冰岛行程推荐

   

1、雷克雅未克周边两日游

DAY1  蓝湖

上午飞机抵达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从机场直接坐车到蓝湖。蓝湖就在机场去雷克雅未克的路上

，出了机场十几公里的一个路口右拐，看着前面冒气的地方就到了。蓝湖的特点是温泉浴，也可

以尝试一下特色SPA。

晚上在雷克雅未克调整休息。

DAY2   Golden Circle地区：

在雷克雅未克附近，主要是看一个国家公园，间歇喷泉，Gulfoss瀑布，当天即可返回。

   

2、十天自驾环岛游

在冰岛，最推崇的当属自驾环岛游，这样的行程大概需要十天左右。

DAY 1  夜晚到达Reykjavik-住City hostel

DAY 2  Reykjavik雷克雅未克→�ingvellir National Park国家公园, Geysir间歇泉

(GoldenCircle黄金圈)→Vik小镇

DAY 3  Vik→Gullfoss居德瀑布或黄金瀑布→Seljalandsfoss水帘洞瀑布→Skógafoss瀑布→Hvoll小镇

DAY 4  Hvoll→Vatnajokkull瓦特那冰川国家公园→Jokulsarlon

lagoon冰湖→史卡法特国家公园Svartifoss斯瓦蒂瀑布→ Rey�arfjor�ur

DAY 5  Rey�arfjor�ur →Hverir地热炕硫磺泉→Myvatn lake米糊→Reykjahli�米糊所在的小镇

DAY 6  游米糊附近的景点 (Skutusta�agigar伪火山坑→Hof�i熔岩岬角→Dimmuborgir熔岩迷宫→

Hverfell火山坑→Reykjahli�米糊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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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7   Reykjahli�→Husavik观鲸之旅→Akureyri阿库雷里城市

DAY 8   Akureyr→看石头“鸟巢”建筑→Hvammstang→OSAR看海狮

DAY 9   OSAR→Hellnar→冰岛最西端海岸线→Grundarfjorou小镇

DAY 10  Grundarfjorou→Blue lagoon蓝湖→Reykjavik雷克雅未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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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旅人提示

住宿

：通常入住饭店在费用中都含早餐，但是与国内酒店不同的是房间里并没有拖鞋、洗浴液等，这

些需要自备。

交通

：强力建议自架车环冰岛游，冰岛无污染的自然环境——山云海雾，冰岛人口稀少且分布不均，

因此公共交通并不发达；自驾绝对是冰岛旅行的最佳方式，无论从舒适度还是节省开销的角度都

是如此；另外驾车环岛游请安排足够的时间：短途一星期，长则一个月。

物价

：因为地理原因，冰岛的物价在北欧国家中是最贵的。冰岛货币以冰岛克郎计，一般1000冰岛克

郎折合人民币约100元－110元左右。

另外他们生产的鱼油质量很高，首先绝对的深海；又因为冰岛所出售的鱼油都产自冰岛唯一的鱼

油加工厂，全国只有一个品牌，而且没有进口鱼油。因此没有假货的存在；当地的一些大型超市

都有售，这里的价格应该是冰岛市民消费的平均价格。鱼油胶囊的价格并不高，比国内的鱼油价

格还略低，但质量应该更高些。直接瓶装鱼油是不用胶囊包装的，对老人来说更容易吸收，同样

的份量只是胶囊价格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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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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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lvren.cn/gonglue/beijing
http://d.lvren.cn/gonglue/xiangganggouwu
http://d.lvren.cn/gonglue/taiwanzyx
http://d.lvren.cn/gonglue/niboer
http://d.lvren.cn/gonglue/maerdaifu
http://d.lvren.cn/gonglue/ru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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