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冰岛

Tour Code: 8EKK

8天5晚

冰岛迷人之旅

冰岛

维克黑沙滩

塞里雅兰瀑布
斯科加瀑

雷克雅未克

黄金圈

凯夫拉维克

塞里雅兰瀑布

盖歇尔地热区 间歇喷泉 

雷尼斯黑沙滩

古佛斯黄金瀑布



● 辛格维利尔国家公园 – 是冰岛最古老的民主议会会址，具有非常重要
历史价值。国家公园临近冰岛大裂谷景点，它是欧亚与美洲板块的分界
处。在这里您可以行走在欧洲、美洲两大板块的大西洋中脊的裂谷，享
受脚踏两大洲的成就感。

● 古佛斯黄金瀑布 – 发源自冰岛西南部的Hvítá白河，是冰岛最壮丽、
最著名的瀑布之一。Hvítá白河发源自朗格冰川(Langj�kull)；河流跌
落32米，历经两级阶梯，最终汇入峡谷，塑造了黄金瀑布这座壮观的双
层瀑布。

● 盖歇尔地热区 间歇喷泉 – 坐落于冰岛西南岸的Haukadalur山谷中。盖
歇尔间歇泉的喷发强度曾为所有间歇泉之首，如今却鲜少喷发，而
Haukadalur山谷中还分布着多座间歇泉，其中就包括最为活跃的史托克
间歇泉(Strokkur)。每隔5～10分钟就喷发一道沸腾的水柱，高达20～
40米，场面颇为壮观。

黄金圈

● 旧港口 – 位于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的市中心地区，是观鲸、观海鹦、
极光船游等旅行团的出发地点；色彩缤纷的船只在此温柔停靠，港口的
静谧景色令人流连。

● 哈帕音乐会议厅 – 位于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的海陆交界处，由冰岛和
丹麦的设计公司联合设计，其灵感来自冰岛冬季夜晚神秘莫测的夜幕极
光和火山石的形状。建筑的玻璃外型好比一个巨大的万花筒，上千块不
规则的几何玻璃砖随着天空的颜色和季节的变化反射出令彩虹都相形见
绌的万千颜色。

 ● 哈尔格林姆斯大教堂 – 是雷克雅未克的地标建筑，冰岛最大教堂。教
堂的外型极为独特，呈正态分布般的渐进梯形。教堂由冰岛著名建筑师
古德永·萨姆埃松（Gu�jón Samúelsson）设计，其灵感则来源于
冰岛的柱状玄武岩。

● 劳格威格尔购物街 – 是首都最热闹的区域，街区内遍布精品商店，从
家居设计、服装配饰，到户外用品、纪念商店，应有尽有，而且许多都
是主打冰岛本土设计。

雷克雅未克

精简行程
遗产 文化 家庭 风景 休闲 购物

吉隆坡 凯夫拉维克 
(18小时++)        (机上用餐)第1天

凯夫拉维克 - 赛尔福斯 
(97公里 1小时30分钟)

●  机场迎接, 入住酒店

第2天

赛尔福斯 (早餐)

●  黄金圈景区
 - 辛格维利尔国家公园（步行游览）

 - 古佛斯黄金瀑布（拍照）

 - 盖歇尔地热区 间歇喷泉（拍照）

第3天

赛尔福斯 - 雷克雅未克 
(59公里 1小时) (早餐)

●  市区游
 - 旧港口（拍照）

 - 哈帕音乐会议厅（拍照）

 - 哈尔格林姆斯大教堂（拍照）

 - 劳格威格尔购物街 （逛街）

●  自由活动或参加自费项目
**推荐自费项目:

奇妙北极光小巴之旅（EUR 90/每人）

*9月-4月而已。视天气情况而定

第5天

赛尔福斯 (早餐)

●  冰岛南岸
 - 塞里雅兰瀑布（拍照）

 - 斯科加瀑布（拍照）

 - 维克小镇（步行游览）

 - 雷尼斯黑沙滩（拍照）

第4天

斯科加瀑布 维克小镇 辛格维利尔国家公园



冰岛南岸

● 塞里雅兰瀑布 – 高约60米，造型似“水帘洞”。由冰川融水滋养，与
塞里雅兰河(Seljalandsá)均发源于埃亚菲亚德拉冰盖(Eyjafjallajökull)。
塞里雅兰瀑布的水帘狭长，从高耸的古老海崖上飞流直下，而这处悬崖
在古时曾是冰岛海岸线的所在地，随着时间推移与地质变迁，逐步演变
成如今的形貌。

● 斯科加瀑布 – 宽约25米，高约60米，是冰岛境内规模最大、最负盛名
的瀑布之一。丰沛的瀑流激起无数水花，在阳光照射下常有彩虹高悬于
瀑布之上，故也有“彩虹瀑布”的美誉。斯科加瀑布下的陆地十分平坦，
游客可以直接行走到瀑布的宽阔水幕边，感受水花击面的快意；但游客
需准备防水衣物，以防被瀑流打湿。游客也可以沿阶梯攀登至瀑布顶端，
在开阔的观景平台上俯视冰岛南岸全景；阶梯陡峭，请游客量力而行。

● 维克小镇 – 是冰岛主岛上最南端的小镇。小镇最高处的红顶教堂是维
克的地标，站在教堂上面的高地可以远眺整个黑沙滩。黑沙滩是由黑沙
和鹅卵石组成的大型黑色卵石海滩。此外该地区的自然美景非常壮观。
在Reynisfjall山的南部，一座名为Reynisdrangar的壮观岩石柱雄伟地从
大西洋上升。Dyrhólaey是一个120米高的岬角，延伸到海里，形成一
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自然拱门，位于Mýrdalur区的西部。

● 雷尼斯黑沙滩 – 是世界十大最美沙滩之一，由黝黑的火山砂石构成。
大西洋的滚滚白浪与黝黑火山砂石形成了梦幻般的色彩对比。沙滩旁的
山崖上还有一组排列整齐的巨型玄武岩石柱“管風琴石”，以及一个怪
石嶙峋的山洞，更远处的海面上，一边是雷尼斯岩，另一边就是迪霍拉
里半岛。

●  自由活动或参加自费项目
**推荐自费项目:

朗格冰川冰川隧道洞穴游（EUR 240/每人）

雷克雅未克 (早餐)第6天

●  凌晨3点前往机场 (提供盒装早餐)

雷克雅未克 - 凯夫拉维克 
(50公里 1小时) - 吉隆坡 
(17小时++)                             (早/机上用餐)

第7天

第8天 抵达吉隆坡

免责声明：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旅行限制当地/ 宗教节日, 公众假期, 天气状况, 交通等情况, 自然灾害, 必要时黄金旅程保留对行程进行适当调整 (调整景点游览顺序) 以确保行程顺利进行,
会或否事先通知。 
备注：如果旅游行程受到上述问题的影响, 将不予退款或更换。图片仅供参考。

探索冰岛其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观歇喷泉、

瀑布和海滩

古佛斯黄金瀑布是冰岛众多瀑布中最为

美丽壮观的一个

盖歇尔地热区是举世闻名的间歇泉喷发区

塞里雅兰瀑布又被称作“水濂洞瀑布” 

为冰岛最漂亮的瀑布之一

斯科加瀑布是冰岛最大的、最壮丽的瀑布之一

雷尼斯黑沙滩曾被选为全球最美沙滩之一

旅游亮点

赛尔福斯  X 3晚
雷克雅未克 X 2晚

Tourist Class 旅馆 (5晚)

5 早餐
旧港口

哈尔格林姆斯大教堂劳格威格尔购物街哈帕音乐会议厅



冰岛

旅游资讯

冰岛 : +354欧元 1 : RM 4.90

230伏特， 50赫兹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3月 - 5月 6月 - 8月 9月 - 11月 12月- 2月
 -1 °C – 9 °C 8 °C – 13 °C                 2 °C – 10 °C                 -2 °C – 3 °C

货币
冰岛 : 冰岛克朗 (ISK)
欧洲 : 欧元 (EUR)

信用卡

致电信用卡中心，以延长你的信用卡额度
*许多信用卡在冰岛通行.

拨号代码

时差

电压

(4月 – 9月)
标准时差慢马来西亚时间6小时
(10月 – 3 月)
标准时差慢马来西亚时间7小时

插头

行李托运

货币兑换率

气候

飞机型号

 A320 A330 Boeing 777

ICE HOLIDAYS SDN BHD 
(230643-X) KPK/LN:2441

Operated By

出发日期：    航班行程：

团费：    机场税及燃油附加费：

小费：    旅行社代收费：

签证：    旅行保险：

     总数:

每人只限携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的手提
行李上机, 以及托运行李不超过20公斤

Travel Agent:

C型(2脚) F型(2脚) E型(2脚)

*请自带多功能插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