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观四个不需要签证的欧洲国家。 游览塞尔维

亚，波斯尼亚，黑山和阿尔巴尼亚需要 7 天

（不含航班），游览结束时可以再增加 4 天在

克罗地亚（需要签证）。 7 天的游览包括 3 个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景点，与克罗地亚的延期

包括 8 个。 

 

 

 

 

免签欧洲 



 

 

第一天： 贝尔格莱德机场–诺维萨德–贝尔格莱德 / 174 km 

到达贝尔格莱德机场后，前往塞尔维亚第二大城市诺维萨德，也是伏伊伏丁那自治省

的一部分。 诺维萨德具有强烈的日耳曼影响力，尽管距贝尔格莱德仅一小时之遥，但

在文化上与该国其他地区大不相同。 您将参观历史悠久的 Stari Grad和彼得罗瓦拉

丁堡垒街区。 接下来，您将继续前往首都贝尔格莱德，并从旅游巴士出发一站式对该

城市进行全景游览。 参观鲜花之家，前南斯拉夫前总统约瑟普·布罗兹·铁托陵墓以

及前南斯拉夫的纪念品。 在贝尔格莱德的波希米亚区享用晚餐，并在贝尔格莱德过

夜。 

 

 

 

当地导游 诺维萨德 （2 小时） 

门票 & 活动 彼得罗瓦拉丁堡垒（免费） / Tripadvisor 评分： 4.5 

铁托的陵墓 / Tripadvisor 评分： 4 

餐食 早餐： 无  

午餐： 中华料理 （6 菜 1 汤） 

晚餐： 波希米亚地区的西式餐或中华料理 （6 菜 1 汤） 

酒店 4* 酒店  

 

第二天： 贝尔格莱德–维谢格拉德 - 萨拉热窝 / 390 km 

我们将从贝尔格莱德的徒步之旅开始新的一天。 我们将沿着 Knez Mihailova街走，

这是贝尔格莱德最著名的街道，并提供许多购物机会。 从那里您将前往卡莱梅格丹堡

垒，在那里您可以欣赏萨瓦河和多瑙河的美景。之后我们出发前往了我们游览的第二

个国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我们的第一站将是维谢格拉德，我们将参观穆罕默德



 

 

·帕萨·索科洛维奇（Mehmed Paša Sokolović）桥，这是一座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

护的历史悠久的桥梁。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前往历史动荡的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

并在萨拉热窝过夜。 

 

 

 

当地导游 贝尔格莱德 （2 小时） 

门票 & 活动 卡莱梅格丹堡垒（免费） / Tripadvisor 评分： 5 

穆罕默德·帕萨·索科洛维奇（Mehmed Paša Sokolović）桥（免费） 

/ Tripadvisor 评分： 4.5 

餐食 早餐：酒店  

午餐：西式餐（传统的羊肉） 

晚餐：酒店 

酒店 4* 酒店 

 

第三天: 萨拉热窝 - 扎布利亚克 / 167 km 

我们将开始对该城市的徒步旅行。 大多数地点都在城市的旧城区。 回到巴斯卡尔森

雅的奥斯曼帝国时代，参观当地的市场，参观市政厅，沿着法兰兹‧费迪南（Franz 

Ferdinand）被暗杀的拉丁桥散步，参观格兹胡色雷贝格清真寺。受欢迎的电影瓦尔特

捍卫萨拉热窝发生在萨拉热窝市，您将能够在徒步旅行中想像电影中的某些场景。 之

后，我们将继续前往黑山，今晚我们将在美丽的山区城镇扎布利亚克（通向杜米托尔

国家公园的大门）过夜。 

 



 

 

 

 

当地导游 萨拉热窝 （2 小时） 

门票 & 活动 拉丁桥（免费） / Tripadvisor 评分： 4 

餐食 早餐： 酒店  

午餐： 西式餐（传统的波斯尼亚烧烤肉） 

晚餐： 酒店或中华料理（6 菜 1 汤）*  

*萨拉热窝的中华餐厅质量不是最好的，我们建议您避免使用它们。 

酒店 4* 酒店  

 

第四天: 扎布利亚克 – 杜米托尔国家公园–塔拉河峡谷 -波德

戈里察 / 129 km 

呼吸新鲜空气，今天是充满自然的一天。 首先，我们将参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

世界遗产的杜米托尔国家公园，我们将在湖岸上进行一次非常轻松而短暂的远足。 对

于喜欢冒险的旅客，我们可以安排在杜米托尔的可选四轮驱动车之旅。继续前往塔拉

河峡谷，它是仅次于美国大峡谷的世界第二大峡谷。 我们将在黑山最美丽的地区之一

塔拉河大桥上停留。 下午，我们将前往黑山的首都波德戈里察。以波德戈里察全景之

旅并在那里过夜。 

 



 

 

 

 

当地导游 杜米托尔国家公园（2 小时） 

门票 & 活动 杜米托尔国家公园 / Tripadvisor 评分： 4 

餐食 早餐： 酒店  

午餐： 西式餐（鳟鱼） 

晚餐： 中华料理（6 菜 1 汤） 

酒店 4* 酒店  

 

第五天: 波德戈里察–克鲁亚–地拉那 / 188 km  

今天我们将访问我们的第四个国家。 早餐后，我们将越界进入阿尔巴尼亚。我们在阿

尔巴尼亚的第一站将是以阿尔巴尼亚民族英雄斯坎德培闻名的克鲁亚城堡。 我们将沿

着多山的集市街步行前往城堡，那里设有两个重要的博物馆。 接下来，我们将前往首

都地拉那，一个色彩缤纷的城市。 大部分景点都位于斯坎德培广场，卡普兰帕夏墓，

大清真寺和钟楼附近。 在地拉那过夜。 

 

 

 

当地导游 克鲁亚 （1小时）, 地拉那（2 小时） 



 

 

门票 & 活动 克鲁亚城堡 （仅免费区域） / Tripadvisor 评分： 5 

可选参观克鲁亚城堡内的斯坎德培博物馆 

餐食 早餐： 酒店  

午餐： 西式餐（烤鱼） 

晚餐： 中华料理（6 菜 1 汤） 

酒店 4* 酒店 

 

第六天: 地拉那–斯卡达尔湖–圣斯特凡岛 - 布德瓦 / 189 km 

今天，您将可以摄取大量的维生素海。 我们将返回黑山，在到达亚得里亚海之前，我

们将在斯卡达尔湖国家公园内的斯卡达尔停下脚步，我们将在这个拥有众多动植物的

大型湖泊上享受巡游。 接下来，我们将前往圣斯特凡岛，这是世界名人的游乐场，并

拍照留念，然后继续前往布德瓦。 布德瓦是黑山最受欢迎的度假胜地，拥有长长的沙

滩和风景秀丽的老城区。 进行城市徒步旅行，并在布德瓦过夜。 

 

 

 

当地导游 布德瓦（2 小时） 

门票 & 活动 斯卡达尔湖上巡游 / Tripadvisor 评分： 4 

餐食 早餐： 酒店  

午餐： 西式餐（黑山风味牛排） 

晚餐： 中华料理（6 菜 1 汤） 

酒店 4* 酒店 

 

第七天: 



 

 

选项 A / 布德瓦–科托尔–佩拉斯特–波德戈里察机场 / 133 

km 

 

选项 B/ 布德瓦–科托尔–佩拉斯特–杜布罗夫尼克 / 114 km 

早餐后，我们将前往科托尔湾，这里被称为欧洲最南端的峡湾。 我们的第一站将是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科托尔。 我们将进行城市徒步旅行，并参观城墙和

科托尔主教座堂。 之后，我们将前往佩拉斯特，在那里乘船前往两个小岛-圣母岩和

圣乔治岛。 然后，前往波德戈里察机场乘飞机返回家园，或者继续游览克罗地亚，前

往杜布罗夫尼克过夜。 

 

 

 

当地导游 科托尔（2 小时） 

门票 & 活动 从佩拉斯特乘船到两个岛屿（圣母岩和圣乔治岛 - 不包括这些岛上教堂的门

票）/ Tripadvisor 评分： 5 

餐食 早餐：酒店  

午餐：西式餐（3 种海鲜） 

晚餐选项 A: 无晚餐或中华料理（6 菜 1 汤） 

晚餐选项 B: 酒店或中华料理（6 菜 1 汤） 

酒店 4* 酒店 

 

第八天: 杜布罗夫尼克–斯通–涅姆 - 斯普利特 / 230 km 

早餐后，我们将开始游览杜布罗夫尼克，杜布罗夫尼克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

城市，宏伟的老城区坐落在巨大的城墙内，过去曾被用来保护城市免遭入侵者。我们



 

 

将通过进入通往城市的两个主要大门之一的 Pile 门开始徒步之旅，然后从那里继续沿

着主要街道 Stradun进行游览，看看世界上最古老的药房之一，校长宫殿和大教堂。

我们将参观的只有几处亮点。我们还将乘缆车到达 Srđ 山，从那里您可以从鸟儿的角

度欣赏杜布罗夫尼克的景色。您还将有一些空闲时间自己探索城市或沿着城墙漫步的

费用（不包括进入城墙的门票）。下午，我们将离开杜布罗夫尼克，前往斯普利特，

途中在斯顿和涅姆停留。斯顿以其墙壁而闻名，墙壁是世界上第二长的墙壁。我们将

有机会品尝直接来自亚得里亚海的新鲜牡蛎。另一个站点将在涅姆，在那里您将有一

些时间购物和拍照留念波斯尼亚的里维埃拉。在斯普利特过夜。 

 

 

 

当地导游 杜布罗夫尼克（2 小时） 

门票 & 活动 方济各修道院/ Tripadvisor评分：4 

Mt Srđ 缆车/ Tripadvisor评分： 4.5 

斯顿的牡蛎品尝 / Tripadvisor评分： 4 

餐食 早餐：酒店  

午餐：西式餐（亚德里亚烤鱼） 

晚餐: 中华料理（6 菜 1 汤） 

酒店 4* 酒店 

 

第九天: 斯普利特–特罗吉尔–希贝尼克–十六国家公园 / 252 

km 

充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一天。 我们今天将参观的每个景点都在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名单上。 斯普利特是一座城市，建在戴克里先宫的废墟上。 宫殿的主要亮点

是它的地窖，是世界上同类保存最完好的古代建筑之一。 在特罗吉尔，整个城市的旧



 

 

城区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管理之下。 它建在一个小岛上，是威尼斯建筑的典范。 

我们将参观大教堂，司库城堡，并穿越城市的历史中心。 在希贝尼克，我们将进入圣

詹姆斯大教堂，然后前往十六湖国家公园，在那里过夜。 

 

 

 

当地导游 斯普利特（2 小时）, 特罗吉尔（1 小时）, 希贝尼克（1 小时） 

门票 & 活动 戴克里先宫 / Tripadvisor评分：4.5 

圣詹姆斯大教堂 / Tripadvisor 评分：4 

餐食 早餐：酒店  

午餐：西式餐（海鲜意大利面） 

晚餐: 酒店 

酒店 3* 酒店 

 

第十天: 十六国家公园 - 萨格勒布 / 137 km 

十六湖国家公园是九寨沟的欧洲版本。 16个大小不一的湖泊与瀑布交织在一起，水的

颜色具有不同的蓝色阴影，并且完全透明。 您将参观国家公园的上下两部分。 在下

湖中，您会欣赏大瀑布，而在上湖中，您将在无数瀑布之间的木路上行走。 下午前往

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我们将在这里过夜。 

 



 

 

 

 

当地导游 十六湖国家公园（全天） 

门票 & 活动 十六湖国家公园 / Tripadvisor 评分：4.5 

餐食 早餐：酒店  

午餐：西式餐（烤乳猪） 

晚餐: 中华料理（6 菜 1 汤） 

酒店 4* 酒店 

 

第十一天: 萨格勒布– 萨格勒布机场 / 15 km 

最后一天，我们将进行克罗地亚首都的城市游览。 萨格勒布分为两部分：下部和上

部。 在城市的较低部分我们将参观耶拉西奇广场，您将有一些购物时间。 在城市的

上城区，我们将参观大教堂和迷人的 Dolac露天市场。 我们还将前往 Designer 

Outlet Mall，在那里您将有最后一刻的购物时间，然后再前往机场乘飞机回家。 

 

 

 

当地导游 萨格勒布（2 hours） 

门票 & 活动 无 

餐食 早餐：酒店  

午餐：中华料理（6 菜 1 汤） 



 

 

晚餐: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