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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ford International Travel

冰島 冰島

冰島佔地 10.3 萬平方公里，人口 33
萬，是歐洲人口密度最小的國家之
一。冰島位在大西洋中洋脊上，虽然
处于北极圈边缘，但有墨西哥湾暖流
经过，與其他同緯度的地方相比，冰
島溫度較高，夏季日長亱短，通常有
10 個小時以上的白天，秋冬季上午
11 點才天亮，下午五时就天黑了。

Serving Since 1992

主教教會，它們組合了西北歐的路德
教會和聖公會教堂。約有 7000 名教
區居民，由兩位牧師擔任，其中包括
一名鎮壓者和風琴家，教堂和眾多的
志願者，他們支持所有人從兒童到老
年人的各種各樣的狹隘活動。可以往
教堂塔頂高處欣賞首都景色。

Geyfir 地區是 Geysir 附近的一個強
大的瀑布，被稱為冰島女王瀑布。由
Hvítá河創造的 Gullfoss（金黃瀑布）
瀑 布， 瀑 布 在 驚 人 的 深 入 32 米
（105 ft）深的縫隙， 宏偉的瀑布其
洶湧澎湃的水流急速地向下流落往
峽谷，水花四濺全力下落，使人震撼！
加上是冬季，雖然一半的水結冰，另
一半水依然繼續下滑，又更添加可觀
性，宏偉的瀑布，令人驚嘆大自然的
微妙！
！

超過 30 座是活火山。因此，冰島地熱
資源豐富，再加上冰山的結合造成冰
島有無數的溫泉，最大的溫泉每秒可
產生 200 升的泉水，有些泉水的溫度
可超過攝氏 100 度。雖然地質活動頻
繁與火山爆發會造成災难，但是也讓
冰島在環保能源上擁有領先地位。水
力發電與地熱能源為冰島提供了無
污染與永續的自然能源。
我們在冰島另一個溫泉旅遊，工作人
員帶著我們參觀，溫泉外面的地下挖
出一個焗鍋，然後又放下另一個焗
鍋，地下的熱度可以焗蛋糕，拿了一
個昨晚上放下的焗鍋到屋內就切給
大家品嘗。

不同的光等。當然，綠光是最常見的。
紅色通常出現在最高處，是激發的氧
原子輻射出 630 奈米的電磁波，原子
的低濃度和眼睛對此波長的低靈敏
度，使這種顏色只有在太陽活動強烈
的情況下才能被看見。
綠色通常出現在較低的高度，較頻繁
的碰撞支撐了氧在 557.7 奈米的輻
射；相當高的氧原子濃度和眼睛對綠
色的光較敏感，使綠色的極光最為常
見。在它的後方（上方）是粉紅色，混
合著淺綠色和紅色，緊接著是純紅
色、黃色（紅光和綠光的混合可以產
生黃色光或粉紅色的光）
，最後是純
藍色。

為什麼遊客們喜歡來冰島渡假！如此
獨特和超常？是茂密的綠色環境！寧
靜優美的天地 ！清澈的瀑布！大大小
小的火山！不同的溫泉！清新無染的
空氣 …………等等。
離開市中心約一個小時車程，往冰島
東邊前往，到達全國最大的天然露天
温泉 Blue Lagoon 藍湖温泉。美的無
法形容黑色死火山石 圍繞的藍色温
泉，藍色温泉上煙霧迷漫的如仙境。
水温約 38 至 42 左右度，喜歡熱的可
以靠近出水處。整個藍湖溫泉有些地
方看到遠處的小丘，有些地方看不到
邊際，溫泉水質極佳感覺真是很舒
服，吧台上提供溫泉泥給所有泡溫泉
者使用，(挖出沉澱在湖底的白色礦
物）還可以泥塗在脸上身上，加强皮
膚新陳代謝。温泉裡有餐廳和紀念品
店，大家可以在這裡解决晚餐和購買
火山熔岩製成的美容產品回家，不
過，這裡的美容聖品貴的離譜。但是，
藍湖溫泉的確最使人懷念。

Thingvellir 國家公園的歷史和地質
美，也是冰島最好的環境與自然奇觀
風景！新舊交替幾個熔岩噴射出來的
熔岩高達 50 米的裂痕，清楚地看到
景中的裂縫和熔岩流動緩慢移動。新
裂縫長約 1.5 公里，裂縫發生的熔岩
流長 3 公里，寬 1 公里。冰島氣象廳地
質學家認為，這樣的活動可能持續一
年以上。

探訪教堂後經過一個已經結冰的湖，
看到居民在湖中來來往往很有趣，不 這裡的露天溫泉熱水池與不遠的湖
用拐一個大彎走過來，節省了很多時 泊，成為冰島一年四季都熱門的休閒
間，也是冬季給予他們帶來的好處。 活動：喜歡三溫暖的先到湖裡游泳，
才回來泡溫泉，看他們從湖里跑來冷
的發抖呱呱叫，玩得很開心，天空偶
爾飄下雪花，心情更加舒暢。
在冰島觀賞宏偉的自然光確實是不
二之選。冰島北極光之旅會配合多方
條件：包括天氣、雲霧和太陽條件是
否利於觀賞。建議大家選擇首夜參加
北極光之旅，萬一天氣條件未能配合
看不到，也能夠於翌日再度前往。我
們參加的公司還不錯，首晚看不到，
第二晚又再出發，不另收費。終於第
二晚看到極光。

Golden Circle 黄金圈是冰島迷人
的景點之一，从 Geysir 地熱區開始，
Strokkur 噴泉每隔 4-8 分鐘就有嘖
發一次，20 米高的自然力量噴泉 ，吸
引眾多遊客前來觀賞。靠近噴泉的人
能感覺得到冰激噴泉水珠往臉上灑，
遠距離觀賞噴泉有一種全面的視頻，
另外一種感覺。

Hallgrímskirkja - Hallgrímur 教
堂 ，也是一個國家的紀念碑，Hallgrímskirkja （ 冰 島 語 發 音 ：
[hatlkrimsˌcʰɪrca]，Hallgrímur 教
堂）是冰島雷克雅未克教區的路德教
會（冰島教會）
。功能狀態教區教堂，
建築師 GuðjónSamúelsson 風格表現
主義建築 ，一九八六年完成，高達 73
米（244 英尺）
，是冰島最大的教堂，也
是冰島最高的建築。 教區是冰島福
音派道德教會的一部分，也是新西蘭

別期望冰島食物會讓你垂涎欲滴。除
了羊肉湯還可以……其他的都是一
般般。主要出口產品有魚產品、羊毛
製品、鋁及矽鐵、罐頭製品等。魚乾並
不怎樣，反而罐頭鱈魚嫩肝和魚子醬
值得推薦：魚肝可以加入洋蔥、檸檬、
辣椒和胡椒粉，營養又美味。魚子醬
參觀雷克雅未克極光博物館也是一 塗小餅乾或者配紅酒同樣可口，當然
個不錯的選擇，可以讓自己對北極光 兩者不配任何東西也好吃的。
增加多一點知識與了解，如藍光、紅
光和綠光，因為氣層質和高低而產生 (亞特蘭大百福國際旅行社)

冰島上還有超過 130 座火山，其中有

親愛的讀者：為了讓這份社區報紙內容更好更豐富,請您告訴商家,您的資訊來自亞特蘭大新聞,

亞特蘭大

百福 國際旅行社

Buford International Travel
已經營三十六年

經驗最豐富

＊能為您找到最優惠票價
＊能為您提供最專業服務
電話﹕
（770）451-1212
傳真﹕
（770）452-8082
外州﹕
1-800-390-2888
bufordtravel@hotmail.com www.bufordtravel.com

2000 Clearview Avenue, #203, Atlanta, GA 30340

謝謝您!

9 天臻品江南豪華美食遊 $49.00
6 天北京超值豪華團
$49.00
華東，山東 , 廣東，廣西, 福建, 海南, 雲南, 四川, 湖南 $99 起
泰国风情曼谷芭堤雅 6 日游 $99.00
越南柬埔寨 7 日 $199.00
浪漫韩国 6 日遊 $199.00
台湾环岛经典 7 日 $249.00
6 天晶鑽 日本、關東、關西 $449.00

★經驗豐富
★價格合理
★熱誠服務
★國內外特廉機票
★代辦各國簽證
★代理各國航空公司機票
★代理美國本土旅遊及外國旅遊

（不含機票）
包食、宿、導遊

請聯系我們獲取其他廉價旅行團
Proud member of ARC，CLIA，IATA

自即日起
機票者
凡在本社購
即附 贈送
行保險
三十萬元旅 國出發
美
(僅限用於從 )
的美國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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