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榜怡享】绝美冰岛丨雷克雅未克+蓝湖温泉

+黄金圈+维克+追寻北极光 6天 4晚游     

           

产品信息 

团号 KEFKEF6   

出发城市 雷克雅未克   

目的地城市 雷克雅未克 途经地点 藍湖、黃金旅遊圈、維克 

行程天数 6 天 4 晚 交通工具 汽车  

接/送机 接机 送机  

           

产品价格 

单人入住：$2049 / 人 

加上团费余额，所有人总费用 2074 

房间数:1;游客数:1; 

基础价格:1 x 2049 = 2049 

【5天】燃油附加费:1 x 25 = 25 

两人入住：$1699 / 人 

加上团费余额，所有人总费用 3448 

房间数:1;游客数:2; 

基础价格:2 x 1699 = 3398 

【5天】燃油附加费:2 x 25 = 50 

三人入住：$1699 / 人 

加上团费余额，所有人总费用 5172 

房间数:1;游客数:3; 

基础价格:3 x 1699 = 5097 

【5天】燃油附加费:3 x 25 = 75 

单人拼房：$1899 / 人 

加上团费余额，所有人总费用 1924 

游客数:1; 

基础价格:1 x 1899 = 1899 

【5天】燃油附加费:1 x 25 = 25 

             

出发班期 

          11/04/2022-03/24/2023：周五           

12/23/2022 &12/30/2022 出发的班期需额外加收$250每人（系统显示的售价已包含该费用）           

两人成团，保证出发。          

             

产品特色 

【优选酒店】优选四晚 booking评分 7.0以上酒店，入住世界最北首都雷克雅未克酒店。 

【资深导游】安排当地资深的中文导游带队，有丰富和专业的户外经验。 



【极光观测】在最佳的极光观赏季，特别安排两次观测追寻暗夜绚丽灵动的欧若拉！ 

【温泉奢享】在世界著名的地热温泉—蓝湖温泉，来一次真正的冰与火体验。别忘了做个火山泥面膜，享受“大

自然赠予的美容院”！ 

           

           

【钻石沙滩】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冰块，随冰川湖水被冲击到沙滩上，形成了独特的景观—钻石沙滩。晶莹

剔透的冰块，在黑色的沙滩上迷人而梦幻！ 

           

           

【冰川奇观】踏上万年冰川，在冰雪中寻访由夏季冰川融水作用形成的蓝色晶莹世界，就在这个冬季来蓝冰洞

探险吧。 

【摄影圣地】最受欢迎的“黄金圈”三大景区、维克黑沙滩、冰河湖，还有最出片的街拍城市、世界最北的首都

—雷克雅未克！ 

             

参/离团地点 

参团地点 

雷克雅未克国际机场 (KEF)； 

请乘坐 11:00前的航班抵达冰岛雷克雅未克国际机场。 

                       

离团地点 

雷克雅未克国际机场 (KEF)； 

详情请见最后一天内容。 

             

行程介绍 

Day 1 家园 - 飞机 - 雷克雅未克 

全天   

怀着轻松愉快的心情，行囊中装满无限憧憬，贵宾前往居住地所在的机场，跨洋航机带您前往冰岛雷克雅未

克。 

夜宿飞机上，三餐自理。 

 

                                 

                           

Day 2 雷克雅未克 



全天   

今天您将乘坐飞机抵达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我们将前去参观雷克雅未克标志性建筑哈尔格林姆斯教堂、古维

京船造型的阳光海盗船和著名的哈帕音乐厅，游览本地人及游客都十分钟爱的托宁湖以及雷克雅未克的地标建

筑珍珠楼。 

  

行程安排： 

雷克雅未克接机  → 哈尔格林姆斯教堂（30分钟）→ 阳光海盗船（30分钟）→ 哈帕音乐厅和会议中心（30分

钟）→ 托宁湖（30分钟）→ 珍珠楼（外观，30分钟）→ 入住酒店 

  

温馨提示： 

1. 如客人想乘坐电梯登上哈尔格林姆斯教堂顶楼，请根据当天实际情况比如排队是否会耗时较长来决定，请客

人自行在窗口购买门票。 

 

                                 

全天   

哈尔格林姆斯大教堂 

哈尔格林姆斯教堂位于雷克雅未克市中心的山丘上，以冰岛著名文学家哈尔格林姆斯的名字而命名，纪念他对

冰岛文学的巨大贡献。教堂建于 1930年，是雷克雅未克标志性建筑。 

教堂前的西格松雕像是为纪念冰岛独立之父西格松（Leifur Eiriksson）而建。 

该教堂由冰岛著名的建筑师 Gudjon Samuelsson设计，于 1940年开始奠基，由于经费靠教会筹集和信徒捐助，

几乎花了半个多世纪才完工。教堂设计新颖，为管风琴结构，主厅高 30多米，可容纳 1200人；主塔高 72米，

可乘坐电梯上顶楼俯瞰首都全貌。冰岛火山爆发后遗留下来的熔岩的形状给了他创作的灵感，他运用本土的创

造素材，使用当地的建筑材料，设计了这坐标新立异、具有冰岛民族风格的教堂。 

 

太阳航海者 

完成于 1990的太阳航海者，是一个海盗船骨架雕塑，由冰岛知名雕塑家阿尔纳森创作的。被放置在位于雷克雅

未克北边的海岸旁，是这座“无烟城市”的重要标志。面朝大海的雕像同样代表了维京航海者们不羁的精神。 

 

哈帕音乐厅和会议中心 

哈帕音乐厅和会议中心位于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的海陆交界处，是冰岛的综合音乐厅、会议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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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座现代化建筑是雷克雅未克欣赏音乐和举办重要会议的场所。在这里，你可以听到冰岛交响乐团的演奏，观

赏冰岛戏剧和各种音乐流派演出。 

这里的音乐厅可容纳 1800人，此外还设置有两个排练厅、休息厅、餐厅、咖啡店、音乐唱片店及纪念品店。 

 



托宁湖 

托宁湖是位于雷克雅未克市中心的一个小湖，尽管它并不是冰岛较大的湖泊，但是确实较有名的一个。雷克雅

未克市政厅就坐落在湖边，因为地热的缘故，即使在冬天湖面也不会结冰，所有沪上绘有很多鸭子、海鸥、天

鹅等野生动物会在这里过冬。 

 

珍珠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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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这里也是观赏雷克雅未克全市景观的佳去处，游客可通过安装在楼顶眺望台上的望远镜

观赏首都的风景。                   

 

                                 

晚上   

酒店：雷克雅未克卡宾酒店 或 海斯莫克酒店 或 埃尔德机场酒店 或 同级 

                                 

                           

Day 3 雷克雅未克 - 汽车 - 黄金圈 - 汽车 - 南部小镇维克 

全天   

今天我们将前往由著名的辛格维利尔国家公园、大间歇泉地热区和黄金瀑布三大自然景点组成的“黄金圈”。之

后抵达南部小镇维克附近，晚餐后邀您一同搭专车，启程极光 SAFARI，快快整装出发吧！专业的户外向导会随

时跟踪最新的天⽓状况，灵活地选择观测地点，开始追逐北极光。 

  

行程安排： 

雷克雅未克 → 黄金圈 → 辛格维利尔国家公园（60分钟）→ 黄金瀑布（60分钟）→ 大间歇泉（30分钟）→ 维

克 → 捕猎极光 SAFIRI（45分钟） 

  

温馨提示： 

1. 追寻北极光户外活动时，请穿戴保暖户外服及其余配件、鞋子请务必准好雪地鞋，如果您想记录下美丽的北

极光也请准备好专业相机。 

2. 极光观赏取决于当时当下的天气情况和清晰的能见度，若因恶劣天气等不可抗力客观因素，则行程安排将做

相应调整，敬请谅解。 

3. 极光为自然现象，是否出现需依当日气候条件而定，无法保证绝对可以见到。 

 

                                 

全天   

辛格维利尔国家公园 

辛格维利尔国家公园位于雷克雅未克附近，是世界古老的民主议会会址，如今这里成为冰岛人民举办喜庆大事

的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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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格维利尔国家公园作为《权力的游戏》的取景地之一，被众多剧迷熟知。 

 

黄金瀑布 

作为游览 l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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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面十分壮观，因水流湍急，看似金黄色，故得名。一场大雨过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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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间歇泉 

 大间歇泉位于地热活跃的豪卡道鲁山谷，是冰岛较大的间歇泉，也是黄金圏路线的必打卡景点。 

大间歇喷泉是一个直径约 18米的圆池，水池的泉眼直径有 10多厘米，泉眼内水温高达百度以上。每次喷发过

程大约持续 1-2分钟，然后渐归平息。这一过程周而复始，不断反复，十分壮美。大间歇泉周围也有其他小的

间歇泉，景色十分壮观。 

 

                                 

晚上   

酒店：维克普费因酒店 或 勘斯拉里酒店 或 同级 

                                 

                           

Day 4 南部小镇维克 - 汽车 - 杰古沙龙冰湖 - 汽车 - 南部小镇维克 

全天   

今天我们将前往冰岛著名的冰河湖——杰古沙龙冰河湖，观赏形态各异的浮冰。之后来到冰岛冬季一定要体验

的蓝冰洞探险。随后来到钻石冰沙滩，领略由“冰钻石”打造的闪耀美景；探访泛着乌亮的光泽的黑沙滩。晚餐

后邀您一同搭专车，启程极光 SAFARI，快快整装出发吧！专业的户外向导会随时跟踪最新的天⽓状况，灵活地

选择观测地点，开始追逐北极光。 

  

行程安排： 

维克 → 杰古沙龙冰河湖（30分钟）→ 蓝冰洞探险（自费，3小时）→ 钻石冰沙滩（30分钟）→ 维克黑沙滩

（30分钟）→ 捕猎极光 SAFARI（45分钟） 

  

温馨提示： 

1. 年龄限制：出于安全考虑，8岁以下儿童不建议参加蓝洞项目。 

2. 追寻北极光户外活动时，请穿戴保暖户外服及其余配件、鞋子请务必准好雪地鞋，如果您想记录下美丽的北

极光也请准备好专业相机。 

3. 极光观赏取决于当时当下的天气情况和清晰的能见度，若因恶劣天气等不可抗力客观因素，则行程安排将做

相应调整，敬请谅解。 

4. 极光为自然现象，是否出现需依当日气候条件而定，无法保证绝对可以见到。 



 

                                 

上午   

冰河湖 

冰河湖也叫杰古沙龙湖，位于瓦特纳冰川（Vatnajökull）南端，是冰岛较大且较出名的冰河湖。湖底深达 200 

米，也是冰岛的第二大深湖。 

冰河湖的湖水湛蓝、清澈，很多形状各异的超大冰块飘浮于湖面。远处的冰川犹如被天空施加了魔法，之前还

像是从冰川上流下的水，顷刻间却全冻结成了冰，时间仿佛在那一刻静止了一样。在冰河湖上乘坐水陆两栖船

观赏形态各异的浮冰是该冰川游览的一大特色。知名的好莱坞电影《古墓丽影》、《蝙蝠侠诞生》和两部詹姆

斯·邦德系列电影《谁与争锋》、《铁金刚勇战大狂魔》等都曾在此取景拍摄。 

 

                                 

下午   

蓝冰洞 

蓝冰洞是冰岛瓦特那冰川下形成的天然冰洞，冰岛旅行中的必打卡景点，是冰岛冬季罕见且非常受欢迎的景

观。 

蓝冰洞瞬息万变，不但每年的形态会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每天都会因天气光线而有所不同。蓝冰洞冒险之旅

极受天气影响，必须跟随专业向导或者参加旅行团，绝不可单独前往。 

 

钻石冰沙滩 

钻石冰沙滩位于冰岛东南部，临近 Jökulsárlón冰川湖。因冰湖水量很大，湖内的许多冰块便会随潮水被冲击到

沙滩上，形成一个个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冰块，像钻石一般晶莹剔透，从而形成这里独特的景观。 

每至夕阳西下的时候，黑色的沙滩上，晶莹的冰块在斜阳的余晖照耀下更显剔透，给人一种迷人而梦幻的感

觉。 

 

黑沙滩 

黑沙滩的“沙”其实是颗粒状的火山熔岩。这些熔岩颗粒没有杂质，也没有淤泥尘土，捧起一把，满手乌黑，轻

轻一抖，黑沙四散，手上却纤毫不染，十分奇特。此外，在海滩附近还有一种奇特的熔岩山耸立于海中。 

 

                                 

晚上   

酒店：维克普费因酒店 或 勘斯拉里酒店 或 同级 

                                 

                           

Day 5 南部小镇维克 - 汽车 - 雷克雅未克 

全天   

今天我们将前往参观美丽的斯科加瀑布和塞里雅兰瀑布，景色壮观璀璨，一定不能错过在这里拍照。午餐后我



们将返回雷克雅未克，前往世界著名的地热温泉蓝湖，泡一次温泉，静静享受这宁静舒适的一刻。 

  

行程安排： 

维克 → 斯科加瀑布（又名森林瀑布，30分钟）→ 塞里雅兰瀑布（30分钟）→ 雷克雅未克 → 蓝湖温泉（自费，

120分钟） 

 

                                 

上午   

森林瀑布 

森林瀑布从 60米高的茂密森林飞奔直下，气势磅礴，经常被作为广告元素使用。它的闻名不在于规模的壮与外

表的美，而在于一个古老的传说。当年发现这个瀑布的海盗在下面的深潭处投下了一大箱宝藏，于是这个消息

不径而走后，到这里寻宝的后来者趋之若鹜。没想到，后来真有人下到深潭找到了箱子的提手，至今这柄提手

收藏在附近的古民居民间博物馆中展出，而关于宝藏的传说也成为悬而未决的传说。 

 

塞里雅兰瀑布 

塞里雅兰瀑布位于冰岛西南部，是雷克雅未克落差比较大的瀑布之一。 

塞里雅兰瀑布的下层有一条弯曲的小路，可以沿着这条路走到瀑布后面，用独特的视角欣赏瀑布壮观的景色。

这里空气清新，环境幽雅，是一个休闲度假的好地方。 

 

                                 

下午   

蓝湖 

蓝湖位于冰岛西南部雷克雅内斯半岛的格林达维克，是由部分火山熔岩形成的地热温泉，水温约 37-39摄氏

度，湖水富含硅、硫等矿物质，使湖水呈现幽幽的蓝色。 

泡温泉体验 

蓝湖如今已经成为冰岛的标志，许多人来到冰岛，都会选择在这里好好泡个澡。 

火山泥面膜 

泡温泉时别忘了涂一些硅土泥在脸上当作面膜，这里的硅土泥是火山泥，里面有许多矿物质。 

桑拿房 

此外，还可以到岸上的桑拿房里蒸一会，再出来继续泡。如果赶上下雪，身体浸在温暖的水中，抬头看漫天飞

舞的白雪，感觉非常不一般。 

 

                                 

晚上   

酒店：雷克雅未克卡宾酒店 或 海斯莫克酒店 或 埃尔德机场酒店 或 同级 

                                 

                           



Day 6 雷克雅未克 - 飞机 - 家园 

全天   

今天我们将结束愉快的冰岛之旅，您可根据自己需求预定合适的航班离开雷克雅未克国际机场 (KEF)。 

我司工作人员仅早上 8:00 提供一次从酒店出发的送机服务；如果客人航班较早，需要在 8点前离开酒店去机

场，导游可协助客人打车。 

 

                                 

                           

      

     

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 

1. 四晚 Booking评分 7.0以上酒店； 

           

           

2. 酒店内丰富早餐； 

           

           

3. 中文普通话导游。 

           

           

4. 专业外籍司机，使用车辆类型根据实际人数决定（6人使用 9座车，10-14人使用 15-17座车，15人以上使用

20-39座以上车）。 

           

           

5. 两次观测极光。 

 

 

费用不含 

1. 全程机票、税金、签证费用、护照办理费用； 

           

           

2. 行程中的午餐和晚餐； 

           

           



3. 服务费 12欧元/人/天； 

           

           

4. 境外个人消费（酒店内洗衣、理发、电话、传真、收费电视、饮品、烟酒、小费等个人消费）； 

           

           

5. 以上服务内容中未提及的其他费用。 

 

          

自费项目 

项目名称 包含天数 价格说明 描述 

蓝冰洞探险 Blue Ice Cave 
导游根据行

程安排 

每人：$200.00

； 

由于景点资源紧张且有人

数限制，建议客人在订团

时提前预定自费项目。 

蓝湖温泉 Blue Lagoon Hot Spring 
导游根据行

程安排 

每人：$115.00

； 

包含往返交通+蓝湖温泉

comfort门票，门票包

括：进入门票+一杯不含

酒精的饮料+浴巾+一份火

山面膜，由于景点资源紧

张且有人数限制，建议客

人在订团时提前预定自费

项目。 

 

  

预订须知 

预定须知： 

1.18岁以下未成年人或儿童必须由成人陪伴参团。单独旅行的未成年人或儿童不能参加旅游团。参团儿童的监

护人必须提供监护证明或者提供父母授权的参团同意书。若陪伴儿童的成人既不是儿童父母也不是儿童监护

人，需要从儿童父母或监护人那里获取同意书，同意陪同儿童过境。同意书中需注明父母或监护人的姓名及联

系方式。 

2. 请您在预定时务必提供准确、完整的信息，包括姓名、性别、有效的证件（如护照、签证等），有效的联系

方式（最好是手机，如有问题，方便通知）、准确的航班信息或参团地点等，以免产生预定错误，影响出行。

如因您提供错误信息而造成损失，由您自行承担。 

3. 欧洲酒店多为两张单人床的房型，每个房间可合法住宿 2人，包括成人和儿童。部分酒店可三人入住一间

房，房型为：三张单人床或两张单人床或一张大床+折叠床（具体房型因各酒店实际情况不同）；实际预定酒店



没有以上房型，则安排其中一位客人与团上一位同性客人配房，如团上无同性客人可配房，则安排入住单人

房。另外每个酒店都有不同的收取押金的方式，需要参团客人根据不同规定给予配合。保证客人的用房数量，

但不保障具体房间类型和所处位置。酒店的入住时间通常在 15:00以后。 

4. 参团客人需跟团上导游购买门票，不可自行带票或使用 City Pass。景点的门票费和团上餐费可能会根据景点

官方的临时通知而变动，以当日景点公布的价格为准。 

5. 有权在方便出团操作的情况下，对行程顺序进行适当调整以确保旅游团顺利进行，但不会减少行程中应包含

的项目。 

6. 实际出行过程中，导游或司机有权根据天气、交通等情况，适当调整景点的游览顺序、停留时间或集合时间

以确保行程顺利进行。 

7. 如遇景点临时关闭或节假日休息等，导致无法参观，导游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为外观或以其他景点代替以确

保行程的丰富性。各景点及国家公园的开放时间及流量控制会因疫情不时变化，如影响行程属不可抗力因素，

敬请谅解。 

8. 八岁以下儿童参团需乘坐安全座椅，提供租借服务，租金$10.00/人/天，请务必在预定行程时提前备注告知，

以便我们提前准备，如因客人未提前告知所造成的违规和罚金由客人自行承担，敬请理解。出行当日安排大巴

出行无需安全座椅，费用可退还客人。 

9. 行程中众多旅游景点需要参团人具备基本的健康条件。残疾人士报名参团前请提前联系获取相关政策信息。

若没有及时通知，我司不能保证为客人提供轮椅升降巴士或安排合适的座位。 

10. 客人需自备入境或旅行途中跨境时所需要的相关证件和材料，能否出入境以各国海关的决定为准，无法入境

属不可抗力因素，已付团费不能退还。 

11. 集团可能会多次修改参团条款和条件，并会在代理网站上及时公布最新版本。请游客在报名参团前务必仔细

阅读《参团条例》（点击蓝色字体查看）。我司仅在这些条款和条件下履行义务，除非在此条例中或在法律中

有特别规定，否则如果产生任何间接性，补偿性，偶然性或惩罚性损害都不做出赔偿。 

12. 由于油价的大幅上涨，车辆使用成本大大增加，2022年 4月 1日起，所有的巴士团产品需加收燃油附加费

$5/人/天，请下单时和团费一起支付。 

  

出行须知： 

1. 为保障行程顺利完整，游客有责任严格遵守导游给出的集合时间。如果距离集合时间超过十分钟，车子将离

开不予等待。竭诚提供准时准点服务，但如遇到天气、交通、机械故障、罢工、政府停摆以及战争和恐怖袭击

等不可控因素，我司无法保证按时按点到达接送地点。由此原因导致的行程延误进而给客人带来任何的不便或

产生相关航班、火车或大巴费用以及其他旅游费用等额外费用的，我司概不负责。 

2. 有权在方便出团操作的情况下，在途中将游客从原车换到另一辆车并指派不同导游和司机提供服务。 

3. 以下建议会帮助您更快更好的登记报到：需携带有效身份证件( 内附照片)；请出示纸质版或电子版行程单。 

4. 该产品是团体活动，如您选择中途离团，请提前告知并征得导游同意，需签署离团协议书，未完成部分将被

视为您自行放弃，团费不予退还。 

5. 行程中的赠送项目，如因交通、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不能赠送的、或因您个人原因不能参观的，费用不

退，敬请谅解。 

6. 根据相关法律，参团期间车上禁止吸烟，绝大多数酒店房间也禁止吸烟；酒店的清洁人员都受过专业训练，

http://uvbookings.info/upload/terms/s.pdf


保安人员也会专业的留下证据，一旦被发现，会有每晚 100-500欧元之间的清洁费用。这项费用由客人自己承

担，我司概不负责。若有吸烟需要，请到专门的吸烟区。 

7. 所有行程一律不允许带宠物和动物参团。 

8. 过境时需检查行李。游客需要在过境处向海关申报需缴纳关税的物品。对过境的行李不承担看管责任。游客

必须在过境处认领所有的行李才能继续行程。没有游客认领的行李不能过境。若不幸游客被拒绝入境，不提供

免费巴士送客。故请在参加跨境团前备齐相关证明和文件。 

9. 欧洲昼夜温差大、每年平均温度最热超过 30度的情况不超过两个月，且欧洲各国环保意识强，故至今欧洲部

分酒店并不配备冷气空调，并非酒店设施不达标准，敬请谅解。 

10. 所有参加欧洲团的客人，我司会协助填写入境国的申报卡，并协助办理回美国所需的病毒检测（检测费用自

理）。 

11. 仅针对包含接机服务的产品：同一订单仅提供一次免费接机时间范围内的接机服务，如因天气、航班延误等

造成无法安排，请自理交通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