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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LBORG

阿爾堡 丹麥東北岸 北歐

AARHUS

阿荷斯 丹麥東岸 北歐

ABERDEEN

亞伯丁 蘇格蘭東岸 西歐

ABIDIAN

阿必尚 象牙海岸首都 西非

ABU DHABI

阿布答比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北岸

ACAIUTLA

阿卡夫答 薩爾瓦多西岸 中美洲

ACAPULCO

阿卡普可 墨西哥西南岸 中美洲

ACCRA

阿克拉 迦納首都 西非

ADELAIDE

阿得雷德 澳洲南岸 西南太平洋

ADEN

亞丁 南葉門共和國西南岸 西亞

ALEXANDRIA

亞力山大港 埃及北岸 北非

ALGECIRAS

阿爾及西拉斯 西班牙西南岸 南歐

ALGIERS

阿爾及耳 阿爾及利亞首都 北非

ALICANTE

西利坎培 西班牙東南岸 南歐

ATOTAU

阿洛塔 巴布亞紐幾內亞 西南太平洋

AMBON

安彭 摩鹿加群島 印尼 東南亞

AMMAN

安曼 約旦首都 西亞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 荷蘭首都 西歐

ANGONA

安可拉 義大利北岸 南歐

ANDORRA LA VELLA

安道爾城 安道爾首都 西歐

ANKARA

安卡拉 土耳其首都 西亞

ANNECY

阿納斯 法國東南岸 西歐

ANTANANARIVO

安塔那那利佛 馬達蒙斯加首都

ANTIGUA

安提瓜 立瓦島 西印度群島

ANTOFAGASTA

安多馬加斯大 智利西北岸 南美洲

ANTWERP

安特維普 比利時北岸 西歐

APIA

阿比亞 西薩摩亞首都 西南太平洋

AOABA

阿卡巴 約旦 紅海北岸 西亞

海空運承攬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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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ICA

阿利卡 智利西北岸 南美洲

ARUBA

阿魯巴 阿魯巴島 荷屬西印度群島

ASHDOD

阿敘得 以色列中部 西亞

ASBAS

阿沙布 衣索比亞東岸 東非

ASUNCION

亞松森 巴拉圭首都 南美洲

ATHENS

雅典 希臘首都 南歐

ATLANTA

亞特蘭大 美國東南部 北美洲

AUCKLAND

奧克蘭港 紐西蘭北島西北岸

BAGHDAD

巴格達 伊拉克首都 西亞

BAHRAIN

巴林 波斯灣南岸 西亞

BALBOA

巴爾伯亞 巴拿馬 中美洲

BALIKPAPAN

巴里八极 加里曼丹東岸 印尼

BALTIMORE

巴爾的摩 美國東岸 北美洲

BAMAKO

巴馬科 馬利首都 西非

BANDAR ABBAS

阿巴布 伊朗東南岸 西亞

BANDARE KHOMEYNI

科美尼 伊朗西南岸 西亞

BANDUNG

萬隆 印尼爪哇西部 東南亞

BANGKOK

曼谷 泰國首都 東南亞

BANJARMASIN

馬辰 加里曼丹南岸 東南亞

BANJUL

班久爾 甘比亞西岸 西非

BARBADOS

巴伯多斯 西印度群島

BARCELONA

巴賽隆納 西班牙東岸 南歐

BARRANOUILLA

巴聞言拉 哥倫比亞北岸 南美洲

BASLE

巴薩爾 瑞士西北部 中歐

BASUO

八所 海南島 中國華南

BEIHAI

北海 廣東省 中國華南

BEIJING

北京 河北省 中國華北

BEIRA

貝伊拉 莫三比克東岸 東非

BEIRUT

貝魯特 黎巴嫩首都 西亞

BVELEM(PARA)

貝倫(巴拉) 巴西北岸 南美洲

BELFAST

貝爾費斯特 北愛爾蘭東岸 西歐

BELGRADE

貝爾格勒 南斯拉夫首都 東歐

BELIZE CITY

貝里斯城 宏都拉斯東岸 中美洲

BENGHAZI

班加西 利比亞東北岸 北非

BERGEN

卑爾根 挪威西岸 北歐

C

BERLIN

伯林 德國東部 中歐

BERN

伯恩 瑞士首都 中歐

BIAK

日里 新幾內亞西北島 印尼

BILAC

卑爾包 西班牙北部 南歐

BINTULU

民都魯 沙勞越西岸 東南亞

BIRMINGHAM

伯明罕 英格蘭西部 西歐

BISSAU

卑紹 幾內亞西北岸 西非

BLANTYRE

布蘭特里 馬拉威南部 東非

BLUFF

布魯夫 紐西蘭南島南岸

BOBO DIOULASSO

波杜拉索 上伏塔西部 西非

BOGOTA

波哥大 哥倫比亞首都 南美洲

BOLOGNA

波隆納 義大利北部 南歐

BOMBAY

孟買 印度西岸 印度半島 西亞

BONN

波昂 德國首都 中歐

BOSTON

波斯頓 美國東岸 北美洲

BRASILIA

巴西里亞 巴西首都 南美洲

BRAZZAVILLE

布拉扎維爾 剛東首都 中非洲

BREMEN

布萊姆 德國西北部 中歐

BREMER HAVEN

布萊梅港 德國西北岸 中歐

BRIDGETOWN

橋鎮 巴貝多首都 西印度群島

BRISBANE

布里斯本 昆士蘭 澳洲東岸

BRISTOL

布里欺托 英格蘭西岸 西歐

BROWNSVILLE

布朗斯維爾 美國東南岸 北美洲

BRUXELLES

布魯塞爾 比利時首都 西歐

BUCHAREST

布加勒斯特 羅馬尼亞首都 東歐

BUDAPEST

布達佩斯 匈牙利首都 東歐

BUENAVENTURA

布維那文士 哥倫比亞西岸 南美洲

BUENOS AIRES

布宜諾斯艾利斯 阿根廷首都 南美洲

BULAWAYO

布拉瓦約 辛巴威西南部 南非洲

BURNIE

班尼 澳洲南部 西南太平洋

BURSA

伯撒 土耳其北岸 東地中海 西亞

BUSAN(PUSAN)

釜山 南韓東南岸 東北亞

BUTTER WORTH

北海(檳城) 馬來西亞西北部

CADIZ

卡地斯 西班牙西南岸 西非

CAIRO

開羅 埃及首都 北非

CALABAR

卡拉巴 奈及利亞南岸東部 西非

CALCUTTA

加爾各達 印度東部 南亞

CALLAO

喀勞 秘魯西岸 南美洲

CAMDEN

開姆丹 美國東岸 北美洲

CAN THO

芹苴 越南南部 東南亞

CANBERRA

坎培拉 澳大利亞首都 澳洲

CAPE TOWN

開普敦 南非共和國西岸 南非洲

CARACAS

加拉卡斯 委內瑞拉首都 南美洲

CARDIFF

卡地夫 威爾斯 英格蘭西岸 南美洲

CARTAGENA

喀他基那 哥倫比亞北岸 南美洲

CASABLANCA

卡薩布蘭加 摩洛哥西岸 北非

CAYENNE

開雲 法屬圭亞那北岸 南美洲

CEBU

宿霧 宿霧島東岸 菲律賓 東南亞

CEUTA

休達 摩洛哥北岸 北非

CHALNA

查納 孟加拉灣北岸 南亞

CHANGLE

長欒 福建省 中國華南

CHANGSHA

長沙 湖南省 中國華中

CHARLESTON

查里斯頓 美國東岸 北美洲

CHARLOTTE

查洛特 美國東部 北美洲

CHENGDU

成都 四川省 中國華中

CHICAGO

芝加哥 美國北部 北美洲

CHIMBOTE

契姆波特 秘魯西北岸 南美洲

CHITTAGONG

吉大港 孟加拉南岸 南亞

CHONGQING

重慶 四川省 中國華中

CHRISTCHURCH

基督城 紐西蘭南島東岸

CINCINNATI

辛辛那提 美國東部 北美洲

CLEVELAND

克里夫蘭 美國東部 北美洲

COCHIN

科欽 印度西南岸 印度半島

COLOMBO

可倫坡 斯里蘭卡首都 南亞

COLUMBUS

哥倫布 美國東部 北美洲

COLON

科隆 巴拿馬運河北岸 中美洲

CONAKRY

康那克利 幾內亞首都 西非

CONSTANTA

康士坦沙 羅馬尼亞東部 東歐

COPENHAGEN

哥本哈根 丹麥首都 北歐

CORINTO

科林多 尼加拉瓜西北岸 中美洲

D

E

CORK

科克 北愛爾蘭南部 西歐

COTONOU

科多芬 貝寧南岸 西非

CRISTOBAL

克里斯托伯 巴拿馬 中美洲

CURACAO IS

古拉索島 荷屬西印度群島

CUSCO

庫斯科 秘魯中南部 南美洲

DACCA

達喀 孟加拉首都 南亞

DAKAR

達喀爾 塞內加爾首都 西非

DALIAN

大連 遼寧省 中國東北部

DALLAS

達拉斯 美國中南部 北美洲

DAMASCUS

大馬士革 敘利亞首都 西亞

DAMIETTA

達米塔 埃及北岸 北非

DAMMAN

達曼 沙烏地阿拉伯東部 波斯灣

DA NANG

峴港 越南中部東岸 東南亞

DAR ES SALAAM

三蘭港 坦尚尼亞東岸 東非

DARWIN

達爾文 澳洲北部 南太平洋

DAVAO

納卯 民答那峨南岸 菲律賓

DENVER

丹佛 美國中西部 北美洲

DETROIT

底特律 美國北部五大湖區

DJIBOUTI

吉布地港 東非

DOHA

多哈 卡達首都 波斯灣西岸 西亞

DONG GUAN

東莞 廣東省 中國華南 東亞

DOUALA

杜阿拉 喀麥隆西南 西非

DUBAI

杜拜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東北岸 西亞

DUBLIN

都柏林 愛爾蘭首都 西歐

DUBROVNIK

杜布羅尼克 南斯拉夫西岸 東歐

DUNEDIN

丹尼丁 紐西蘭南島東南岸

DURBAN

德爾班 南非共和國東岸 南非洲

EAST LONDON

東倫敦 南非共和國東南岸 南非洲

EBEYE

艾比葉 密克羅尼西亞群島 西太平洋

EDINBURGH

愛丁堡 蘇格蘭首都 西歐

EL GUAMACHE

厄爾瓜馬芝 委內瑞拉東北岸 南美洲

ELAT

艾萊特 以色列南部阿卡巴灣北岸

ELIZABETH

伊利沙白 紐約港區 美國東岸

ENSENADA

英塞納達 墨西哥西岸 中美洲

ENTEBBE

恩德貝 烏干達維多利亞湖岸 東非

南太平洋

F FAMAGUSTA

G

H

法馬哥斯塔 崙普路斯島東岸 西亞

FELIXSTOWE

佛列斯多 英國東南岸 西歐

FORT DEFRANCE

法蘭西斯港 西印度群島

FOS

福斯 法國南岸 西地中海 西歐

FOSHAN

佛山 廣東省 中國華南

FRANKFURT

法蘭克福 德國中部 中歐

FREDRIKSTAD

佛雷德里斯德 挪威南岸 北歐

FREEPORT

自由港 英屬巴哈馬 西印度群島

FREETOWN

自由鎮 獅子山西岸 西非

FREMANTLE

佛雷曼特 澳洲西岸 西南太平洋

FUIAIRAH

富加雷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東部

FUKUOKA

福岡 九州西北岸 日本 東北亞

FUNABASHI

船橋 日本 東北亞

FUZHOU

福州 福建省 中國華南 東亞

GALVESTON

加爾維斯敦 美國西南部 北美洲

GDYNIA

葛地尼亞 波蘭北部 東歐

GENEVE

日內瓦 瑞士西部 中歐

GENOA(GENOVA)

熱那亞 義大利西北部 南歐

GEORGETOWN

喬治市 蓋亞那首都 南美洲

GIBRALTAR

直布羅陀 英屬西班牙南岸 南歐

GLASGOW

格拉斯哥 蘇格蘭西岸

GOTHENBURG

哥特堡 瑞典西岸 北歐

GRANGEMOUTH

格蘭茅斯 蘇格蘭中部 西歐

GREENOCK

格陵諾克 蘇格蘭西南部

GRENADA

石榴島 西印度群島

GUADALAIARA

瓜達拉加拉 墨西哥中西部 中美洲

GUADELOUPE

法屬哥德洛普笆島 西印度群島

GUAM

關島 密克羅尼西亞群島

GUANGZHOU

廣州 廣東省 中國華南

GUATEMALA CITY

瓜地馬拉城 中美洲

GUAYAOUIL

瓜亞基爾 厄瓜多爾西南岸 南美洲

GUAYMAS

瓜馬斯 墨西哥西北岸 中美洲

HANOI

河內 越南首都 東南亞

HAIFA

海法 以色列西部東地中海岸

HAIKOU

海仁 海南島 中國華南 東亞

I

HAIMEN

海門 浙江省 中國華中

HAIPHONG

海防

HAKATA

博多 九州北岸 日本 東北亞

HALIFAX

哈利法克斯 加拿大東南岸

HAMBURG

漢堡 德國北部 中歐

HANGZHOU

杭州 浙江省 中國華中

HANNOVER

漢諾威 德國中部 中歐

HARARE

哈拉督 辛巴威首都 南非洲

HAVANA

哈瓦那 古巴首都 西印度群島

HELSINGBORG

赫爾辛堡 瑞典西南部 北歐

HELSINKI

赫爾辛基 芬園首都 北歐

HIROSHIMA

廣島 本州西南岸 日本 東北亞

HOCHIMINH CITY

胡志明市 越南南部 東南亞

HODEIDAH

荷地達 葉門紅海岸 西亞

HONGKONG

香港 東亞

HONIARA

荷尼拉 所羅門群島 西南太平洋

HONOLULU

檀香山 夏威夷群島 美國

HOUSTON

休斯頓 美國西南岸 北美洲

HUANG SHI

黃石 湖北省 中國華中

HUANGPU

黃埔 廣東省 中國華南

HYDERABAD

海得拉巴 印度中部 南亞

ILO

伊羅 秘魯南岸 南美洲

ILYICHOVSK

伊利喀佛 烏克蘭南岸 東歐

IMBITUBA

英比特巴 巴西東南岸 南美洲

INCHON

仁川 韓國西北岸 朝鮮半島

INVERGARGILL

印威克吉 紐西蘭南島南岸

IOUIOUE

伊基圭 智利西北岸 南美洲

IRUN

伊倫 西班牙北岸東部 南歐

ISSHIGAKI

石垣 琉球群島 東北亞

ISKENDERUN

伊士肯東 土耳其南岸 西亞

ISLAMABAD

伊斯蘭馬巴德 巴基斯坦首都 南亞

ISTANBUL

伊斯坦堡 土耳其西北岸 西亞

ITAIAI

伊塔加 巴西東南岸 南美洲

IZMIR

伊士麥 土耳其西岸 西亞

越南 中南半島 東南島

J

K

JACKSONVILLE

傑克遜維爾 美國東南岸 北美洲

JAKARTA

雅加達 印尼首都 東南亞

JAMBI

沾比 蘇門答臘東岸 印尼 東南亞

JAMSHEDPUR

哲靈鋪 印度東部 印度半島 南亞

JEBEI ALI

傑伯阿里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內陸

JERUSALEM

耶路撒冷 以色列首都 東地中海

JIDDAH

吉達 沙鳥地阿拉伯西部紅海岸

JINIA

金加 烏干達南部維多利亞湖岸

JIUJIANG(NAN HAI)

九江(南海) 廣東省 中國華南

JOHANNESBURG

約翰尼斯堡 南非共和國北部

JOHORE

柔佛 馬來西亞南 東南亞

KABUL

喀布爾 阿富汗首都 西亞

KADUNA

卡杜納 奈及利亞中部 西非

KAGOSHIMA

鹿兒島 九州西南岸 日本

KAMPALA

坎帕拉 烏干達首都 東非

KANO

卡諾 奈及利亞 西非

KANSAS CITY

堪薩斯城 美國中部 北美洲

KARACHI

喀拉蚩 巴基斯坦南岸 南亞

KATMANDU

加德滿都 尼泊爾首都 南亞

KAVIENG

開閔 巴布亞新幾內亞 西南太平洋

KHARTOUM

喀土穆 蘇丹首都 北非

KHOR FAKKAN

科法肯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東北非

KIETA

肯基 所羅門群島 西南太平泙

KIEV

基輔 烏克蘭首都 獨立國協

KINGSTONE

京斯敦 牙買加首都 西印度群島

KINSHASA

金夏沙 薩伊首都 中非洲

KISH ISLAND

奎斯島 伊朗南部 西亞

KOBE

神戶 本州南岸 日本 中北亞

KOMPONG SOM

金磅遜 高棉西南岸 東南亞

KOPER

柯伯 南斯拉夫南岸 東歐

KOROR

科羅 帛琉首都 中太平洋

KOTA KINABALU

亞庇 沙巴北部 東南亞

KOTKA

科特卡 芬蘭南岸 北歐

KRISTIANSAND

克利斯提安敦 瑞典南岸 北歐

KUALA LUMPUR

吉隆坡 馬來西亞首都 東南亞

L

KUCHING

吉晉 沙勞越西南岸 東南亞

KUSAIE

庫山 加羅林群島 西太平洋

KUWAIT

科威特 科威特首都 西亞

LA GUAIRA

拉奎拉 委內瑞拉北岸 南美洲

LA PAZ

拉巴斯 玻利維亞首都 南美洲

LA SPEZIA

拉斯皮查 義大利西北岸 南歐

LA VEGA

拉維加 多明尼加中部 西印度群島

LABUAN

納閔島 沙巴西部 東馬 東南亞

LAE

拉爾 澳屬巴布亞紐幾內東部

LEAM CHABANG PORT

南查磅港 泰國南部 東南亞

LAGOS(APAPA)

拉哥斯(阿巴巴) 奈及利亞首都

LAHAD DATU

拿督 沙巴東岸 東馬 東南亞

LAHORE

拉哈爾 巴基斯坦東北部 南亞

LARNACA

拉那卡 塞普路斯 東地中海

LAS PALMAS

拉斯帕馬斯 迦那利群島 西非

LATTAKIA

拉塔克 敘利亞西岸 東地中海

LAUTOKA

勞吐克 斐濟西南岸 南太平洋

LAZARO CARDENAS

拉查羅卡地那斯 中美洲

LE HAVRE

利哈佛 法國北岸 西歐

LEEDS

里玆 英格蘭北部 西歐

LEGHORN(LIVORNO)

來亨 義大利西北部 南歐

LEIXOES

雷克斯歐斯 葡萄牙西北岸 西歐

LIANYUNGANG

連雲港 江蘇省 中國華南

LIBREVILLE

自由市 加彭西北岸 西非

LILONGWE

里朗威 馬拉威首都 東非

LIMA

利瑪 秘魯首都 南美洲

LIMASSOL

利馬索 塞普路斯南岸 東地中海

LINZ

連斯 奧地利西北部 中歐

LISBURN

里斯本 葡萄牙首都 南歐

LITTLE ROCK

小岩城 美國中部 北美洲

LIVERPOOL

利特浦 英國西北岸 西歐

LOBITO

洛比都 安哥拉西岸 南美洲

LOME

洛奧 多哥首都 西非

LONDON

倫敦 英國首都 西歐

LONG BEACH

長堤 美國西南岸 北美洲

LONGVIEW

朗維 美國西北岸 北美洲

LOS ANGELES

洛杉磯 美國西南岸 北美洲

LUANDA

羅安達 安哥拉西北岸 南非洲

LUSAKA

陸沙卡 尚比亞首都 南非洲

LUXEMBOURG

盧森堡 西歐

LYTTELTON

利特爾頓 紐西蘭南島東岸 南太平洋

M MAGAO

澳門 東亞

MADANG

馬丹 澳屬巴布亞幾內亞東北岸

MADRAS

馬德拉斯 印度東南岸 南亞

MADRID

馬德里 西班牙首都 南歐

MAHEIS

馬赫島 英屬塞普爾群島 西印度群島

MAJURO

馬久羅 馬紹爾群島 中太平洋

MALABO

馬拉波 卑科島北岸 赤道幾內亞

MALAGA

馬拉加 西班牙南岸 西地中海 南歐

MALE

馬律 馬爾他夫共和國首都 南亞

MALMO

馬耳摩 瑞典南岸 北歐

MANAGUA

馬拉瓜 尼加拉瓜首都 中美洲

MANAMA

麥拉馬 巴林首都 西亞

MANAUS

馬瑙斯 巴西西部 南美洲

MANCHESTER

曼徹斯特 英格蘭中北部

MANILA

馬尼拉 菲律賓首 東南亞

MANTA

曼塔 厄瓜多西岸 南美洲

MANZANILLO

曼沙尼羅 墨西哥西岸 中美洲

MAPUTO

馬布多 莫三鼻克首都 東非

MARACAIBO

馬拉開波 委內瑞拉西北岸 南美洲

MARSEILLES

馬賽 法國南岸 西地中海 西歐

MARTINIQUE

法屬馬丁尼克島 西印度群島

MASSAWA

馬沙華 衣索比亞北部紅海南岸

MATADI

馬塔迪 薩伊共和國西岸 中非洲

MATARANI

馬塔拉尼 秘魯西南岸 南美洲

MAZATLAN

馬薩特蘭 墨西哥西北岸 中美洲

MECCA

麥加 沙烏地阿拉伯西南岸 西亞

MEDAN

棉蘭 印尼蘇門答臘北部 東南亞

MEDINA

麥地那 沙烏地阿拉伯西部 西亞

MELBOURNE

墨爾本(新金山) 澳洲南岸

N

MELILLA

美拉利 摩洛哥東北岸 北非

MEMPHIS

曼非斯 美國東部 北美洲

MENDOZA

門多薩 阿根庭西部 南美洲

MERSIN

美信 土耳其南岸 東地中海

MEXICALI

墨西卡利 墨西哥西北部 中美洲

MEXICO CITY

墨西哥城 墨西哥都首 中美洲

MIAMI

邁阿密 美國南岸 北美洲

MILAN(MILANO)

米蘭 義大利北部 南歐

MILWAUKEE

密爾瓦基 美國東北五大湖

MINA OABOOS

米納卡布斯 阿拉伯半島東南部

MINA SULMAN

米納蘇爾港 巴林 波斯灣南岸

MIRI

米里 沙勞越西北岸 東南亞

MISURATA

米蘇拉塔 利比亞北岸 北非

MOBILE

墨比爾 美國南岸 北美洲

MOGADISCIO

摩加迪休 索馬利亞東南岸 東非

MOJI

門司 九州北岸 日本東北亞

MOMBASA

蒙巴薩 肯亞東南岸 東非

MONROVIA

蒙羅維亞 賴比瑞亞首都 西非

MONTE CARLO

蒙地卡羅 摩納哥首都 法國東南部

MONTEGI BAY

蒙特哥灣 牙買加西北岸

MONTERREY

蒙特利 墨西哥東北部 中美洲

MONTEVIDEO

孟都 烏拉圭首都 南美洲

MONTREAL

蒙特利爾 魁北克省 加拿大東部

MOSCOW

莫斯科 俄羅斯首都 東歐

MUARA

墨拉港 汶萊東北岸 東南亞

MUNICH

慕尼黑 德國南部 中歐

MUSCAT

烏斯喀特 阿曼首都 西亞

MY THO

米索 越南南部 東南亞

NAGOYA

名古屋 本州東南岸 日本

NAHA

那霸 沖繩 日本 東亞

NAIROBI

桑洛比 肯亞首都 東非

NAKANOSEKI

中關 本州西南岸 日本

NAKASAKI

長崎 九州西岸 日本 東北亞

NAHODKA

那喀卡 獨立國協東岸 東北亞

NANJING

南京 江蘇省 中國華北 東亞

O

P

NANTONG

南通 江蘇省 中國華北 東亞

NAPIER

納皮爾 紐西蘭北島東岸

NAPLES(NAPOLI)

那不勒斯 義大利西南岸 南歐

NASHVILLE

那士維 美國東部 北美洲

NASSAU

拿索 英屬巴哈馬島 西印度群島

NAURU

諾魯 南太平洋

NAVA SHEVA

南靈佛 印度西岸 南亞

NDOLA

恩多拉 尚比亞中部 南非洲

NELSON

納爾遜 紐西蘭南島北岸 南太平洋

NEW DELHI

新德里 印度北部 南亞

NEW ORLEANS

新奧爾良 美國南岸 北美洲

NEW PLYMOUTH

新普利茅斯 紐西蘭北島西岸

NEW YORK

紐約 美國東岸 北美洲

NEW ARK

紐華克 美國東岸 北美洲

NHA TRANG

芽莊 越南東南岸 東南亞

NICE

尼斯 法國南岸 西地中海 西歐

NIGATA

新瀉 本州西岸 日本 東北亞

NINGRO

寧波 浙江省 中國華中

NORFOLK

諾福克 美國東岸 北美洲

NORKOPING

諾科平 瑞典東南岸 北歐

NOUMEA

諾米亞 法屬新喀里多尼亞島

NOVOROSSIJSK

諾夫羅西 烏克蘭南岸 西亞

NUEVO LAREDO

拉里多 墨西哥北部 中美洲

NUKUALOFA

諾克羅法 東加群島 南太平洋

OAKLAND

奧克蘭 美國西岸 北美洲

ODESSA

奧得薩 烏克蘭南岸 東歐

OPORTO

奧波多 葡萄牙西北岸 西歐

OSAKA

大阪 本州南岸 日本 東北亞

OSLO

奧斯陸 挪威首都 北歐

OTTAWA

渥太華 加拿大首都 北美洲

OUAGADOUGOU

瓦加杜古 上伏塔首都 西非

OXFORD

牛津 英格蘭中南部 西歐

PADANG

巴東 蘇門答臘西岸 東南亞

PAGO PAGO

巴哥巴哥 薩摩亞群島 西南太平洋

PAITA

帕伊塔 秘魯西北岸 南美洲

PALEMBANG

巨港 蘇門答臘北岸 東南亞

PALERMO

巴勒摩 西西里島西北岸 義大利

PALMERSTON

帕摩斯頓 紐西蘭科克群島

PANAMA CITY

巴拿馬城 中美洲

PANDANGPANIANG

巴里曼丹 蘇門答臘西岸 東南亞

PAPEETE

巴彼特 大溪地 南太平洋

PARAMARIBO

巴拉馬利波 蘇利南北岸 南美洲

PARANAGUA

巴拉那瓜 巴西東南岸 南美洲

PARIS

巴黎 法國首都 西歐

PENANG

檳城(檳椰島) 馬來西亞西北岸

PERTH

伯斯 澳洲西部 西南太平洋

PHILADELPHIA

費城 美國東岸 北美洲

PHNOM PENH

金邊 高棉首都 東南亞

PIRAEUS

派里厄斯 希臘南岸 南歐

POINIE A PITER

比特雷港 哥德洛普島西南岸

POINIE NOIRE

諾亞港 剛果西岸 中非洲

PONAPE

波納貝 加薩林群島 西南太平洋

PONTTIANAK

坤甸 印尼加里曼丹西岸 東南亞

PORT AU PRINCE

太子港 海地首都 西印度群島

PORT CHALMERS

查麥士港 紐西蘭南島東南岸

PORT ELIZABETH

伊利莎白港 南非共和國南岸

PORT GENTH

京特港 加彭西岸 中非洲

PORT HARCOURT

哈克特港 奈及利亞南岸 西非

PORT KELANG

巴生港 馬來西亞西岸 東南亞

PORT LOUIS

路易士港 毛里斯島 西印度洋

PORT MORESBY

摩勒斯比港 紐幾內亞南岸

PORT OF SPAIN

西班牙港 千里達首都

PORT SAID

塞得港 埃及東北岸 北非

PORT SUDAN

蘇丹 蘇丹東部紅海西岸

PORT SUEZ

蘇伊士港 埃及東北部紅海北岸

PORTLAND

波特蘭 美國西岸 北美洲

PORTO ALEGRE

阿雷格港 巴西東南岸 南美洲

PRAGUE

布拉格 捷克首都 東歐

PRETORIA

普勒多利亞 南非首都 南非洲

PROVIDENCE

普勒維丹斯 羅得島 美國東岸

Q

R

S

PUEBLA

帕布拉 墨西哥中南部 中美洲

PUERTO CABELLO

卡貝羅港 委內瑞拉 南美洲

PUERTO CALDERTA

卡德拉斯港 哥斯大黎加東岸 中美洲

PUERTO CORTES

科特玆港 宏都拉斯 中美洲

PUERTO LIMON

利蒙港 哥斯大黎加東岸 中美洲

PUERTO QUETZAL

庫特左港 瓜地馬拉 中美洲

PUNAKHA

普那卡 不丹首都 印度半島

PUNTA ARENAS

龐德亞利納斯 智利南岸 南美洲

PUNTARENAS

彭塔雷納斯 哥斯大黎加西北岸

QESHM ISLAND

奎遜島 伊朗南部波斯灣口 西亞

QINGDAO

青島 山東省 中國華北

QINHUANGDAO

秦皇島 河北省 中國華北

QUANZHOU

泉州 福建省 中國華南

QUEBEC

魁北克 加拿大東岸 北美洲

QUI NHON

歸仁 越南東岸 中南半島 東南亞

QUITO

基多 厄瓜多爾首都 南美洲

RABAT

拉巴特 摩洛哥首都 北非

RABAUL

拉布爾 新英格蘭群島 西太平洋

RANGOON

仰光 緬甸首都 中南半島 東南亞

RAROTONGA

拉洛東加 科克群島 南太平洋

RAUMA

勞馬 芬蘭西南岸 北歐

REUNION

留尼旺 法屬留尼旺島 西印度群島

REYKJAVIK

雷克雅來克 冰島首都 北歐

RICHMOND

里其蒙 美國西岸 北美洲

RIGA

里加 拉脫維亞 東歐

RIJEKA

里吉卡 南斯拉夫西北岸 東歐

RIO DE JANEIRO

里約熱內盧 巴西東南岸 南美洲

RIO GRANDE

里約格蘭 巴西南岸 南美洲

RIO HAINA

里約海納 多明尼加共和國

RIYADH

利亞德 沙烏地阿拉伯首都 西亞

ROMA

羅馬 義大利首都 南歐

ROSEAU

羅紹 多明尼加西南岸 西印度群島

ROTTERDAM

鹿特丹 荷蘭西岸 西歐

SACRAMENTO

薩克拉明多 美國西岸 北美洲

SAINT CROIX

聖克洛斯 維爾京群島 西印度群島

SAINT GEORGES

聖喬治港 石榴島西南岸 西印度群島

SAINT KITTS

聖啟斯島 西印度群島

SAINT LUCLA

聖路西亞 西印度群島

SAINT THOMAS

聖索馬斯 維爾京群島 西印度群島

SAINT VINCENT

聖文生 西印度群島

SAIPAN

塞班 密克羅尼西亞群島 中太平洋

SALERNO

沙來諾 義大利西南岸 南歐

SALINA CRUZ

沙里納克魯玆 墨西哥西南岸

SALONICA

薩羅尼加 希臘東南岸 東地中海

SALT LAKE CITY

鹽湖城 美國中西部 北美洲

SALVADOR

薩爾瓦多港 巴西東岸 南美洲

SALZBURG

薩爾斯港 奧地利西北部 中歐

SAN ANTONIO

聖安東尼奧 智利西岸 南美洲

SAN DIEGO

聖地亞哥 美國西南岸 北美洲

SAN FRANCISCO

舊金山 美國西岸 北美洲

SAN JOSE

聖約瑟 哥斯大黎加首都 中美洲

SAN JUAN

聖胡安 波多黎各首都 印度群島

SAN LORENZO

聖羅倫柔 宏都拉斯 中美洲

SAN MARINO

聖馬利諾城 義大利東北岸 南歐

SAN PEDRO SULA

尚比多蘇洛 宏都拉斯北岸

SAN PEDRO

尚匹多 象牙海岸南岸西非

SAN SALVADOR

聖薩爾瓦多 薩爾瓦多首都 中美洲

SANA

沙那 葉門首都 西亞

SANDAKAN

山打根 沙巴東北岸 東南亞

SANTA CRUZ

聖克路斯 玻利維亞中部 南美洲

SANTA MARTA

聖塔馬達 哥倫比亞北岸 南美洲

SANTIAGO

聖地牙哥 智利首都 南美洲

SANTO DOMINGO

聖多明哥 多明尼加首都

SANTO TOMAS

聖多馬斯 瓜地馬拉 中美洲

SANTO

聖多 西南太平洋

SANTOS

聖多斯 巴西東南岸 南美洲

SAO PAULO

聖保羅 巴西東南部 南美洲

SARAIEVO

塞拉傑佛 南斯拉夫中部 東歐

SAVANNAH

沙瓦那 美國東南岸 北美洲

SEATTLE

西雅圖 美國西北岸 北美洲

T

SEMARANG

三寶瓏 爪哇北岸 印尼 東南亞

SEOUL

漢城 南韓首都 東北亞

SEVILLA

西維爾 西班牙西南部 南歐

SHANGHAI

上海 江蘇省 中國華中

SHANTOU

汕頭 廣東省 中國華南

SHARIAH

沙加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西亞

SHEKOU

蛇口 廣東省 中國華南 東亞

SHEN ZHEN

深圳 廣東省 中國華南

SHIBUSHI

志布志 九州南部 日本 東北亞

SHIMIZU

清水 本州東南部 日本 東北亞

SIBU

詩巫 沙勞越西南岸 東南岸

SINGAPORE

新加坡港 新加坡 東南亞

SOFIYA

索非亞 保加利亞首都 東歐

SOUTHAMPTON

南安普敦港 英國南岸 西歐

SPANISH TOWN

西班牙港 牙買加東南岸

SPIT

史皮特 南斯拉夫西北岸 東歐

SPRINGFIELD

春野市 美國中部 北美洲

ST.JOHN

聖約翰 加拿大 北美洲

ST.LOUIS

聖路易士 美國中部 北美洲

ST.PETERSBURG

聖彼得堡 俄羅斯 獨立國協 東歐

STOCKHOLM

斯德哥爾摩 瑞典首都 北歐

STOCKTON

斯德頓 美國西部 北美洲

STRASBOURG

史塔斯堡 法國東部 西歐

STUTTGART

史德加特 德國南部 中歐

SURABAYA

泗水 爪哇東北岸 印尼 東南亞

SUBA

蘇瓦 斐濟王國首都 南太平洋

SYDNEY

雪梨 澳洲東南岸 西南太平洋

TACOMA

他馬可 美國西北岸 北美洲

TAEGU

大邱 韓國南部 朝鮮半島 東北亞

TAKORADI

塔柯拉地 迦納西南岸 西非

TALCAHUANO

塔可瓦諾 智利西岸 南美洲

TALLINN

塔林 拉脫維亞西北岸 北歐

TAMATAVE

塔馬達夫 馬達加斯加島 東岸

TAMPA

坦帕 美國南岸 北美洲

TAMPERE

坦派勒 芬蘭南部 南歐

U
V

TAMPIGO

坦比哥 墨西哥東岸 中美洲

TANGA

坦加 坦尚尼亞東北岸 東非

TANGIER

丹吉爾 摩洛哥西北岸 北非

TARAKAN

打拉根 加里曼丹東北部 印尼

TARAWA

塔拉瓦 吉耳貝特群島 南太平洋

TASHKENT

塔什干 烏玆別克首都 中亞

TAURANGA

陶蘭加 紐西蘭北島北岸 南太平洋

TAWAU

斗湖 沙巴東南岸 東南亞

TEGUCIGALPA

特古西加帕 宏都拉斯首都 中美洲

TEHRAN

德黑籣 伊朗首都 西亞

TEL AVIV-YAFO

台拉維夫 以色列首都 西亞

TEMA

提馬 迦納東南岸 西非

TENERIFE

田納利佛 迦納利群島 大西洋東部

THAMES PORT

湯姆斯港 英國東南岸 西歐

TIJUANA

提加納 墨西哥西北岸 中美洲

TIMARU

提馬魯 紐西籣南島東南岸 南太平洋

TIRANA

地拉那 阿爾巴尼亞首都 東歐

TOKUYAMA

德山港 本州西南岸 日本 東北亞

TOKYO

東京 日本首都 東北亞

TONGATAPU

東加塔布 東加王國首都

TORINO

杜林 義大利西北部 南歐

TORONTO

多倫 加拿大南部 北美洲

TOURANE

蜆港 越南東岸 中南半島

TOYAMA

富山港 本州西北部 日本

TRIESTE

的港 義大利北部 南歐

TRIPOLI

的黎波里 利比亞首都 北非

TRUK

特魯克 西太平洋

TUNIS

突尼斯 突尼西亞首都 北非

TURKU

土庫 芬蘭西南岸 北歐

TUTICORIN

土堤柯林 印度南岸 南亞

ULSAN

蔚山 韓國東南岸 東北亞

USHUAIA

蘇艾亞港 阿根廷南端 南美洲

VADUZ

瓦都玆 列支敦士登首都 中歐

VALADIVOSTOCK

海參威 獨立國協東岸 東北亞

VALENCIA

瓦倫西亞 西班牙東部 南歐

VELLETTA

瓦利塔 馬爾他島東北岸 南歐

VALPARAISO

法耳巴拉索 智利西岸 南美洲

VANCOUVER

溫哥華 哥倫比亞省 加拿大 北美洲

VARNA

瓦爾那 保加利亞東北部 東歐

VATICANO

梵蒂岡 教庭首都 義大利西部

VENICE

威尼斯 義大利北部 南歐

VERACURZ

委拉克路斯 墨西哥東岸 中美洲

VIBORG

維博 丹麥中部 北歐

VICTORIA

維多利亞 塞席爾首都 東非

VIENNA(WIEN)

維也維 奧地利首都 中歐

VIENTIANE

永珍 寮國首都 東南亞

VILA

維拉 新赫伯里斯群島

VOSTOCHNY

福斯托基尼 獨立國協東岸

VUNG TAU

頭頓 越南南岸 東南亞

W WALVIS BAY

X
Y

窩維斯灣 波扎那西岸屬南非共和國

WARRI

瓦利 奈及利亞南岸 西非

WARSZAWA

華沙 波蘭首都 東歐

WASHINGTON

華盛頓 美國首都 北美洲

WATERFORD

瓦德福特 愛爾蘭東南岸 西歐

WELLINGTON

威靈頓 紐西蘭首都 南太平洋

WENZHOU

溫洲 浙江省 中國華中

WEWAK

威哇克 澳屬巴布亞紐內亞北岸

WILLEMSTAD

威廉斯德 古拉索島南岸

WILMINGTON

威明頓 美國東岸 北美洲

WINNPEG

溫尼伯 加拿大中部 北美洲

WUHAN

武漢 湖北省 中國華中

WUHU

蕪湖 安徽省 中國華中

XIAMEN

廈門 福建省 中國華南

XINGANG(TIANJIN)

新港(天津) 河北省 中國華北

YAMOUSSOUKRO

雅摩斯索喀 象牙海岸中西部 西非

YANTAI

煙台 山東省 中國華北

YAOUNDE

雅溫得 喀麥隆首都 東非

YAP

亞浦 密諦羅尼西亞群島 中太平洋

YINGKOU

營口 遼寧省 中國東北

YOKOHAMA

橫濱 本州東岸 日本 東北亞

Z

ZAGREB

札格拉市 南斯拉夫西北部 東歐

ZANZIBAR

尚吉巴 垣尚尼亞首都 東非

ZARAGOZA

薩拉果薩 西班牙東北部 南歐

ZHANGJIAGANG

張家港 江蘇省 中國華中

ZHANJIANG

湛江 廣東省 中國華南

ZHENJIANG

鎮江 江蘇省 中國華南

ZHONGSHAN

中山 廣東省 中國華南

ZHUHAI

珠海 廣東省 中國華南

ZURICH

蘇黎世 瑞士北部 中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