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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斯基摩人 

"极端的冒险"

如果冒险运动让你失望，再想想。爱斯基摩人提供如此广泛的活动，很难保
持这种忧郁的态度。有狗拉雪橇，皮划艇，漂流，骑马，雪地之旅等吸引你
和测试你的虚张声势商。同时，欣赏大自然的峡湾，冰川，熔岩形成，间歇
泉，瀑布，泻湖和你有什么。一定要抓住正确的齿轮和导向。

 +354 414 1500  www.eskimos.is/  eskimos@eskimos.is  Skutuvogur 1b, 雷克雅未克

 by Yves Alarie on Unsplash
   

哈尔格林姆斯教堂 

"冰岛最具标志性的教堂"

Hallgrímskirkja是雷克雅未克（Reykjavik）中心一个令人惊叹的建筑，在
一个非常漂亮的模仿中可以追溯到冰岛地形崎岖的山脉特征。教堂由建筑师G
uðjónSamúelsson设计，长达41年。它今天成为了灿烂的现代主义和冰岛自然
美的永恒象征。 Hallgrímskirkja具有戏剧性的灰色外观与崎岖的边缘，向
上俯视，以满足详细的尖塔。塔尖高达74.5米（244英尺），从城市的偏远角
落可以看到。与教堂气势恢宏的立面相比，内部空间不那么明显，虽然它显
着地安置了在1992年被架设的一个5275管风琴。

 +354 5 10 1000  www.hallgrimskirkja.is/  hallgrimskirkja@hallgrim
skirkja.is

 Hallgrímstorg 101,
雷克雅未克

 by Hans   

GalleríLana
Matusa艺术陶瓷工作室 

"关心陶瓷？"

美丽和传统的冰岛陶瓷主宰这个画廊的空间。业主和东主拉娜马图萨，出生
在塞尔维亚，但现在居住在雷克雅未克。巨魔的故事是拉纳工作中一个鼓舞
人心的因素。冰岛传说讲述生活在熔岩区的卧铺守卫和精灵的故事。因此，
这个工作室收集了从岛上收集的真材料制成的熔岩文物！所以任何对巨魔和
精灵感兴趣的人都可以直视这个陶瓷工作室。

 +354 551 5799  Skólavörðustíg 41, 雷克雅未克

 by By mikebaird   

鲸II鲸鱼和海豚观看 

"鲸近距离"

当冰岛人几年前停止捕鲸时，出现了一个新的产业和旅游景点，赏鲸。胡尼
二世是一艘130吨级的橡木船，建于1963年，是一艘渔船，非常适合目前的用
途。该指南是讲英语的。孩子们看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可能没有比在自然环境
中看到的更好的方式。船定期安排，早上出发，但下午的旅程可以安排更大
的团体。海上垂钓旅行也可以为团体。胡尼的预定出发时间是10点，旅途的
时间是3-4小时。

 Hafnarfjörður quay, Hafnarfjörð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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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Diego Delso   

Dómkirkjan 

"冰岛的历史的一部分"

Dómkirkjan位于雷克雅未克的中心，毗邻Alþingishúsið（国会大厦）和Hóte
lBorg。自冰岛基督教开始以来，一个教会一直在这个地方。现在的教堂是由
石头建造的，建于1788年到1796年之间。多姆基克扬（Dómkirkjan）参与了
冰岛近代的历史。冰岛的国歌在1874年首先在那里播放，冰岛的主权在1918
年在教会中得到了庆祝，并在1944年获得了独立。自1845年Alþingi重新建立
以来，每年在教会的聚会开始。 Dómkirkjan拥有许多古老而杰出的物件和艺
术品。例如，它的洗礼字体是1839年由着名的贝尔托·托瓦尔森（Bertel
Thorvaldsen）制作并传给教会的。

 Downtown Reyjavik, 雷克雅未克

 by Vera de Kok   

HittHúsið 

"文化中心"

HittHúsið是一个位于雷克雅未克的文化中心。推广文化青年活动，举办“青
年艺术家青年艺术节”。该中心是音乐，设计，摄影，舞蹈，时装和电影等
各种艺术流派的中心。要求提供更多信息。

 +354 411 5500  www.hitthusid.is/  hitthusid@hitthusid.is  Pósthússtræti 3-5,
雷克雅未克

 by sillygwailo   

维肯海事博物馆 

"对航海过去的颂歌"

Vikin海事博物馆位于城市的海滨沿岸，是一座风景优美的建筑，向冰岛历史
的海洋文化致敬。这座博物馆被建成了一个原来的建筑在Grandi垃圾填埋场
的原冻鱼厂。它探讨了冰岛过去的悠久历史遗留问题，暗指早期定居者严重
依赖捕鱼谋生的时代。多年来，捕捞活动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更大的产业，从
而加速了冰岛多年来的繁荣发展。海事博物馆还举办了2008年收购的前海岸
警卫队船只奥林的一个惊人的航海遗迹。紧靠博物馆旁边的码头，这艘大船
在1950年至1970年的三次鳕鱼大战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冰岛的第一艘钢铁
大船马格尼也站在码头上，气势恢宏。

 +354 411 6300  borgarsogusafn.is/en/re
ykjavik-maritime-museum/

 maritimemuseum@reykjavik
.is

 Grandagarður 8, 雷克雅未克

 by Christian Bickel   

维耶岛 

"在城市的一个岛屿"

Viðey是一个1.7平方公里的岛屿，距离雷克雅未克（Reykjavík）不远。岛上
最高点是海拔32米。这个岛被认为是大约两百万年前的一个从海底升起的前
火山。它在九到一万年前才升到海平面以上。在Viðey度过的一天是家庭理想
的郊游。除了在岛上漫步外，还可以租一匹马，从马背上看到维耶伊。该岛
相对成长丰富，鸟类丰富。已知有至少30种在岛上产卵。岛上还有美丽的历
史建筑。研究表明，人们早在十世纪就在这里生活，十二世纪就建有一座教
堂。 1225年修建了一座修道院，直到1539年，它被袭击，所有东西都被偷走
了。冰岛最古老的石头建筑在维耶（Viðey），保留了其原有的魅力和雄伟。
冰岛最古老的教堂建筑之一，建于1774年，位于维耶。

 videyjarstofa@videyjarstofa.is  Viðey, 雷克雅未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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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Lydur Skulason from
Iceland   

阿尔博物馆 

"很久以前..."

阿尔博物馆让您有机会了解旧冰岛文化。史密斯之家是最古老的房子，建于1
820年。狄龙虽然可能会受到美味的好吃的东西，但是如果你累了，并且已经
足够的探索了农场。博物馆的其他住宅是工作室，印刷机和金匠的工作室。
此外，穿着传统冰岛服饰的女性和儿童（包括围巾和花边衬裙！）完成了这
幅画。现在，你可能不会看到一个农场女孩的一部分，但你有权利在老式的
甜品店给自己买饼干！干草和手工艺日子组织，所以当太阳照耀时干草！

 +354 4 11 6300  borgarsogusafn.is/arbae
jarsafn

 minjasafn@reykjavik.is  Kistuhyl, 雷克雅未克

 by k2karwan   

Árbæjarsafn 

"步入过去"

Árbæjarsafn成立于1957年，位于雷克雅未克（Reykjavik）以外的老农场阿
尔拜尔（Árbær），但城市已经发展壮大，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在城市内部了。
当博物馆成立时，只有农舍站在那里，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雷克雅未克市
中心的一些老房子搬到那里重建。博物馆的其中一座建筑是一座建于1842年
的教堂，至今仍用于宗教仪式。同时也是一个露天博物馆，它还组织以过去
的主题为基础的展览。一个例子是展示旧车和旧车库工具的展览。据认为，
冰岛的第一批定居者于874年在雷克雅未克建造了自己的房屋。该博物馆
致力于雷克雅未克的历史，从那天起直到现在，展示了代表雷克雅未克居民
日常生活的文物。对于那些想了解雷克雅未克历史的人来说，Árbæjarsaf
n是最好的参观之地。

 +354 411 6300  borgarsogusafn.is/arbae
jarsafn

 minjasafn@reykjavik.is  Kistuhyl 4, 雷克雅未克

 by axelkr   

Elliðavatn 

"首都地区最大的湖泊"

在Elliðavatn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好的步行路径，将带领你在湖边。当你漫步
时，你会经过人骑马，北极植物群和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历史遗迹。废墟
可以追溯到维京时代，被认为是冰岛第一座集会大楼。在Elliðavatn附近散
步大约需要3个小时。

 +354 562 3045  Kópavogur, 雷克雅未克

 by chuttersnap on Unsplash
   

SundhöllHafnarfjarðar 

"在冰岛蒸！"

想象这一个沉闷的日子，冰冷的风在你的脸上跳动，时间在你的手上。你去
哪里？那么你可以冒险进入城市或郊区的许多热水池之一，迎合游客和当地
人。 Sundholl酒店提供桑拿浴室，桑拿浴室，室内和室外游泳池以及火锅。
星期二和星期四从8p到9p是女士之夜！

 +354 555 0088  www.hafnarfjordur.is/ib
uar/ithrottir-og-utivera
/sundlaugar/sundhollin/s
undlaugar

 sundstadir@hafnarfjordur
.is

 Herjólfsgata 10,
雷克雅未克

 by Krumma   

Heiðmörk 

"城市附近的绿洲"

Heiðmörk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休闲区。无论是在户外与家人一起散步，慢跑
，还是浪漫的野餐“ádeux”，这都是正确的选择！ 1949年，雷克雅未克林
业站在黑尔姆克开始有系统的种植，从那时起，每年夏天，种植数千棵树木
。如果你对植物或鸟类（或两者）有特别的兴趣，你会发现他们在Heiðmörk
品种很多。

 Heiðmörk, 雷克雅未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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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axelkr   

Esja山 

"远足的好地方"

Esja山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挑战。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选
择自己的路径，因为Esja山有几个远足选择。人们应该从Mógilsá开始，从那
里的路线是非常好的。可以从雷克雅未克看到埃萨山，从那个距离看，它不
断变换颜色，有人说，以配合她的心情。虽然颜色被基底盐岩和白云石矿物
的光线反射，但颜色的变化有一个更合理的解释。这座山海拔909米，据信是
300万年！在Esja山徒步之旅在雷克雅未克人民中非常受欢迎。

 +354 5 25 6700  mos@mos.is  Þverholti 2, Mosfellsbæ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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