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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 HotelReykjavík酒店 

"在新老雷克雅未克之间"

Grand Hotel酒店是一座相对较新的建筑，位于雷克雅未克的Laugardalur地
区。步行到市中心大约需要20-30分钟。到Kringlan购物中心的距离是相似的
。距离雷克雅维克最着名的体育设施仅有很短的步行路程。此外，纪念已故
雕塑家ÁsmundurSveinsson的博物馆也在隔壁。同样接近的是一个新建的艺术
画廊，Listhúsið，可容纳几名艺术家。雷克雅未克风景秀丽的海岸线距离酒
店仅有几分钟的步行路程。现代，非常宽敞的酒店设有大型铺有地毯的私人
浴室和淋浴间，以及您通常在此类酒店中找到的大部分设施。所有的房间都
在1995年进行了翻新。对于那些想要能够轻松进入市中心的人来说，这是一
个非常好的选择，而不是一直处于中间位置。

 +354 5 14 8000  www.grand.is/  reservations@grand.is,
reception@grand.is

 Sigtún 38, 雷克雅未克

 by Booking.com 

酒店雷克雅未克 

"吸引力中心"

Hotel Reykjavik酒店是一家设施齐全的酒店，距离Kjarvalsstadir雷克雅未
克市立艺术博物馆仅一箭之遥。房间吹嘘最新的设施，并不显得太混乱。一
个购物区是一分钟的距离，所以你可以敲你自己，然后回到这个舒适的避风
港。如果你饿了，走进Raudara - 酒店的牛排馆 - 肉质拉雷。
12岁以下的儿童可以免费入住（只要他们由父母陪同）。

 +354 5 14 7000  www.hotelreykjavik.is/  reservations@hotelreykja
vik.is

 Rauðarárstígur 37,
雷克雅未克

 by KassandraBay   

Lykilhótel小屋 

"新和现代"

Lykilhótel小屋是一个新建的酒店，于1997年开业。没有豪华酒店的昂贵，L
ykilhótel小屋是一个舒适的住宿地点，现代装饰宽敞的公共设施，而不是小
房间。雷克雅未克海湾的景色很美，但离市中心的距离并不是一个想要步行
探索城市的人的完美选择。一个舒适，现代和价格合理的酒店为今天的旅客
。

 +354 511 6030  bookning@heyhotel.is  Borgartún 32, 雷克雅未克

 by Booking.com 

福斯男爵酒店 

"质量是它的名字"

Fosshotel Baron酒店属于Fosshotel连锁酒店，坐落在大西洋的原始水域。
一个有趣的功能是他们提供的住宿选择 - 单人房，双人房，一室公寓，和华
丽的客房设计的时代装饰。位置便利的酒店提供时尚的客房和酒店舒适设施
，包括在其部分起居空间内的小厨房。早餐时，客人可以享用丰盛的新鲜出
炉的面包，华夫饼和海鲜美食。附近的景点包括Blue
Lagoon温泉浴场和Gullfoss瀑布。

 +354 5 62 3204  www.fosshotel.is/  sales@fosshotel.is  Baronstígur 2-4,
雷克雅未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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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Prayitno   

Forsaela公寓 

"邻里宝石！"

Apartmenthouse Forsaela公寓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你想探索当地的雷克
雅未克文化。酒店位于Laugavegur附近传统宁静的住宅区内，是您游览当地
日常活动的理想场所。您可以选择一个精心布置的房子，有三间卧室，八张
床和迷人的旧式用餐区。如果你是一个稍微小一点的小组，那么推荐可容纳2
-4人的公寓。虽然设备齐全，以满足您的所有需求，唯一的条件是房间可以
预订的最短停留时间为三天。此外，典型的床和早餐风格的温馨舒适的双人
间或三人间可以租用。最重要的是，它完全位于餐馆，艺术画廊和博物馆之
中。

 +354 863 4643  www.apartmenthouse.is/  info@apartmenthouse.is  Grettisgata 33b-35b,
雷克雅未克

 by Casa Velas Hotel   

HótelLoftleiðir 

"冰岛最大的酒店"

HótelLoftleiðir酒店靠近雷克雅未克（Reykjavík）的国内机场，距离中央
巴士站（前往该国）仅有步行路程。酒店靠近雷克雅维克最美丽的户外区域Ö
skjuhlíð，在那里您可以沿着森林小径散步，还可以在Reykjavík的日光浴海
滩Nauthólsvík享受轻松的环境。酒店是一个非常好的会议酒店，所有最新的
设备和设施，以及在这方面的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各种规模的会议室可容
纳400人，还有一个可容纳110人的电影院。客房技术先进，配备最先进的设
备，互联网连接等。还有宴会设施，可容纳多达450（座位）或650（常设鸡
尾酒自助餐）作为冰岛航空集团的一部分，HótelLoftleiðir与国际机场相连
。

 +354 444 4500  www.icelandairhotels.co
m/

 icehotels@icehotels.is  Hlídarfótur, 雷克雅未克

 by Booking.com 

极光宾馆 

"温暖和欢迎"

极光的光线充足的房间给简单的室内装潢带来柔和的感觉。安静的环境有利
于早晨散步。国家Einar
Jonsson画廊和附近熙熙攘攘的购物区可帮助您规划一天的外出活动。

 +354 899 1773  www.aurorahouse.is/  book@aurorahouse.is  Freyjugata 24, 雷克雅未克

 by Booking.com 

酒店Fron 

"中央位置"

这家酒店位于雷克雅未克市中心，分布在四个楼层。客人可以选择单人房，
双人房，一室公寓和更大的公寓。所有公寓都提供厨房设施。国家剧院，艺
术画廊和一些不错的餐馆都很近。

 +354 5 11 4666  www.hotelfron.is  info@hotelfron.is  Laugavegur 22A, 雷克雅未克

 by KassandraBay   

HótelSkjaldbreið 

"一座旧建筑中的一家新酒店"

HótelSkjaldbreið酒店以毗邻Þingvellir的几乎完美的对称山脉而命名，是L
augarvegur一座古老而尊贵的建筑内的一家新酒店。酒店的位置使其成为想
要步行欣赏雷克雅未克（Reykjavík）的客人的理想住处。靠近市中心，如果
想要在雷克雅未克的主要购物街上购物，这是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房子本
身就是一座美丽的老三层建筑，非常有魅力。大堂和酒吧不是很宽敞，但他
们是家常便饭，服务是私人的，友好的，在这个家庭经营的建立。房间装饰
愉快，没有豪华。

 +354 511 6060  skjaldbreid@eyjar.is  Laugavegur 16, 雷克雅未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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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lickr.com/photos/kassandrabay/7745589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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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会酒店 

"小而舒适"

大都会，前身为冰岛城市酒店，就在中央广场附近。其良好的位置，可以很
容易地到达城市的所有部分。最近重做，这家小酒店提供良好的三星级住宿
。舒适，价格和服务齐头并进。工作人员是多种语言。房价每季变动。

 +354 5 11 1155  www.metropolitan.is/  bookings@metropolitan.is  Ránargötu 4a, 雷克雅未克

 by Booking.com 

Radisson SAS佐贺酒店 

"一个世界性的酒店"

Radisson SAS Saga Hotel是一家豪华酒店，拥有现代旅客所需的大部分设施
。酒店的公共区域非常宽敞，设计现代。客房配有古典家具。酒店有两个非
常好的餐厅，几个酒吧和一个宴会厅，周末提供现场娱乐表演。阿斯特拉酒
吧享有雷克雅未克及其周边地区的全景。 HótelSaga酒店的地理位置便利，
步行即可抵达市中心，雷克雅未克机场，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北欧房
屋和冰岛大学。

 +354 5 25 9900  www.saga.reykjavik.radi
ssonsas.com/

 Reservations.saga.reykja
vik@radissonsas.com

 Hagatorg, 雷克雅未克

 by Booking.com 

维京酒店 

"维京主题的酒店"

Hotel Viking酒店拥有42间设备齐全的豪华客房。一楼客房的装饰是维京风
格，二楼则是西北欧风格的主题。当您进入酒店时，您会收到来自冰岛，格
陵兰岛和法罗群岛的美术和手工艺品。他们可以免费使用无线互联网和酒店
外的免费停车场。在地热热水浴缸里，您可以在一天的激动之后恢复精力，
放松身心。房间价格季节性变化，所以请打电话或检查网站的精确数字。

 +354 565 1213  booking@vikingvillage.is  Strandgötu 55, Fjörukráin-Viking
Village, Hafnarfjörð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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