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DD國際長途電話 – 國家 / 地區編號 

國家 / 地區 國家 / 地區編號 
時差(小時) 

夏令 / 冬令 

阿富汗 93 -3.5 

阿爾巴尼亞 355 -7 

阿爾及利亞 213 -7 

美屬薩摩亞 684 -19 

安道爾 376 -7 

安哥拉 244 -7 

安圭拉 1-264 -12 

南極洲 672 +5 

安提瓜 1-268 -12 

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 54-11 -11 

阿根廷(拉巴達) 54-21 -11 

阿美利亞 374 -4 

阿魯巴 297 -12 

阿森松島 247 -8 

澳洲 (布斯域/賀拔/墨爾砵) 61-3 +3 / +2 

澳洲 (布里斯本/黃金海岸) 61-7 +3 / +2 

澳洲 (坎培拉/悉尼) 61-2 +3 / +2 



 
 

國家 / 地區 國家 / 地區編號 
時差(小時) 

夏令 / 冬令 

奧地利 (格拉茲) 43-316 -6 / -7 

奧地利 (薩斯堡) 43-662 -6 / -7 

奧地利 (維也納) 43-1 -6 / -7 

阿塞拜疆 994 -4 

巴哈馬群島 1-242 -12 / -13 

巴林 973 -5 

孟加拉 880 -2 

巴巴多斯 1-246 -12 

白俄羅斯 375 -5 / -6 

比利時 (安特維普) 32-3 -6 / -7 

比利時 (布魯塞爾) 32-2 -6 / -7 

比利時 (列治) 32-4 -6 / -7 

貝利茲 501 -14 

貝寧 229 -7 

百慕達 1-441 -12 

不丹 975 -2 

玻利維亞 591 -12 

波斯尼亞 387 -6 



 
 

國家 / 地區 國家 / 地區編號 
時差(小時) 

夏令 / 冬令 

博茨瓦納 267 -6 

巴西 55 -11 

汶萊 673 0  

保加利亞 359 -5 / -6 

布基納法索 226 -8 

布隆迪 257 -6 

柬埔寨 855 -1 

喀麥隆 237 -7 

加拿大 (卡加里/埃德蒙頓) 1-780 -14 / -15 

加拿大 (倫敦/安大略/溫莎) 1-519 -12 / -13 

加拿大 (蒙特利爾) 1-514 -12 / -13 

加拿大 (安大略) 1-705 -15 / -16 

加拿大 (渥太華) 1-613 -12 / -13 

加拿大 (魁北克) 1-418 -12 / -13 

加拿大 (多倫多-市中心) 1-416 -12 / -13 

加拿大 (多倫多-外市) 1-905 -12 / -13 

加拿大 (溫哥華) 1-604 -15 / -16 

加拿大 (溫尼普) 1-204 -13 / -14 



 
 

國家 / 地區 國家 / 地區編號 
時差(小時) 

夏令 / 冬令 

佛德角島 238 -9 

開曼群島 1-345 -13 

中非共和國 236 -7 

乍得 235 -7 

智利 56 -11 

智利- (手提電話) 56-9 -11 

中國 (潮陽) 86-754 0 

中國 (潮州) 86-768 0 

中國 (東莞) 86-769 0 

中國 (佛山/(南海/三水) 86-757 0 

中國 (廣州/番禺) 86-20 0 

中國 (惠東/惠州) 86-752 0 

中國 (江門/新會) 86-750 0 

中國 (汕頭) 86-754 0 

中國 (順德) 86-757 0 

中國 (肇興) 86-758 0 

中國 (中山) 86-760 0 

中國 (珠海) 86-756 0 



 
 

國家 / 地區 國家 / 地區編號 
時差(小時) 

夏令 / 冬令 

中國 (寶雞) 86-917 0 

中國 (包頭) 86-472 0 

中國 (北京) 86-10 0 

中國 (長春) 86-431 0 

中國 (長沙) 86-731 0 

中國 (成都) 86-28 0 

中國 (重慶) 86-23 0 

中國 (大連) 86-411 0 

中國 (大同) 86-352 0 

中國 (福州) 86-591 0 

中國 (桂林) 86-773 0 

中國 (貴陽) 86-851 0 

中國 (海口) 86-898 0 

中國 (杭州) 86-571 0 

中國 (漢陽/武漢) 86-27 0 

中國 (哈爾濱) 86-451 0 

中國 (合肥) 86-551 0 

中國 (衡陽) 86-734 0 



 
 

國家 / 地區 國家 / 地區編號 
時差(小時) 

夏令 / 冬令 

中國 (呼和浩特) 86-471 0 

中國 (吉林市) 86-432 0 

中國 (濟南) 86-531 0 

中國 (酒泉) 86-937 0 

中國 (九江) 86-792 0 

中國 (開封) 86-378 0 

中國 (昆明) 86-871 0 

中國 (蘭州) 86-931 0 

中國 (拉薩) 86-891 0 

中國 (南昌) 86-791 0 

中國 (南京) 86-25 0 

中國 (南寧) 86-771 0 

中國 (寧波) 86-574 0 

中國 (齊齊哈爾) 86-452 0 

中國 (青島) 86-532 0 

中國 (秦皇島) 86-335 0 

中國 (泉州) 86-595 0 

中國 (上海) 86-21 0 



 
 

國家 / 地區 國家 / 地區編號 
時差(小時) 

夏令 / 冬令 

中國 (瀋陽) 86-24 0 

中國 (石家莊) 86-311 0 

中國 (蘇州) 86-512 0 

中國 (太原) 86-351 0 

中國 (天津) 86-22 0 

中國 (烏魯木齊) 86-991 0 

中國 (蕪湖) 86-553 0 

中國 (廈門) 86-592 0 

中國 (西安) 86-29 0 

中國 (西寧) 86-971 0 

中國 (銀川) 86-951 0 

中國 (鄭州) 86-371 0 

中國 (蛇口/深圳) 86-755 0 

聖誕節島 61-8 -1 

可可島 61-8 0  

哥倫比亞 57 -13 

科摩羅群島 269 -5 

剛果共和國 242 -7 



 
 

國家 / 地區 國家 / 地區編號 
時差(小時) 

夏令 / 冬令 

科克群島 682 -18 

哥斯達黎加 506 -14 

克羅地亞 385 -6 / -7 

古巴 53 -12 / -13 

塞浦路斯 357 -6 

捷克共和國 420 -6 / -7 

剛果民主共和國 243 -7 

丹麥 45 -6 / -7 

迪戈加西亞島 246 -2.5 

吉布堤 253 -5 

多明尼加 1-767 -12 

多明尼加共和國 1-809 -12 

東蒂汶 670 +1 

厄瓜多爾 593 -13 

埃及 20 -5 / -6 

薩爾瓦多 503 -14 

赤道畿內亞 240 -7 

厄立特里亞 291 -5 



 
 

國家 / 地區 國家 / 地區編號 
時差(小時) 

夏令 / 冬令 

愛沙尼亞 372 -5 / -6 

埃塞俄比亞 251 -5 

福克蘭群島 500 -12 / -11 

法羅群島 298 -8 

菲濟群島 679 +4 

芬蘭 358 -5 / -6 

法國 33 -6 / -7 

法屬畿內亞 594 -11 

法屬波里尼西亞 689 -18 

加蓬 241 -7 

岡比亞 220 -8 

格魯吉亞 995 -4 

德國 (柏林) 49-30 -6 / -7 

德國 (波恩) 49-228 -6 / -7 

德國 (科隆) 49-221 -6 / -7 

德國 (德索多夫) 49-211 -6 / -7 

德國 (法蘭克福) 49-69 -6 / -7 

德國 (漢堡) 49-40 -6 / -7 



 
 

國家 / 地區 國家 / 地區編號 
時差(小時) 

夏令 / 冬令 

德國 (慕尼黑) 49-89 -6 / -7 

德國 (紐倫堡) 49-911 -6 / -7 

德國 (史特加) 49-711 -6 / -7 

加納 233 -8 

直布羅陀 350 -7 

GLOBAL MOBILE(衛星電話) 881 --  

希臘 30 -5 / -6 

格陵蘭 299 -10 / -11 

格林納達 1-473 -12 

哥德洛普 590 -12 

關島 1-671 +2 

危地馬拉 502 -14 

畿內亞比紹 245 -8 

畿內亞 224 -8 

圭亞那 592 -12 

海地 509 -13 

洪都拉斯 504 -14 

匈牙利 36 -6 / -7 



 
 

國家 / 地區 國家 / 地區編號 
時差(小時) 

夏令 / 冬令 

冰島 354 -8 

海事衛星電話 B HSD 87039 -- 

海事衛星電話 BGAN 87077 -- 

海事衛星電話 BGAN HSD 87078 -- 

海事衛星電話 GLOBAL AERO 8705 -- 

海事衛星電話 GLOBAL MINI M 87076 -- 

海事衛星電話 UNIFIED B 8703 -- 

海事衛星電話 UNIFIED M 8706 -- 

海事衛星電話 UNIFIED M4 HSD 87060 -- 

海事衛星電話 UNIFIED MINI M 870 -- 

國際網絡-AEROMOBILE NORWAY 882-99 --  

國際網絡-DTAG 882-28 --  

國際網絡-EMSAT 882-13 --  

國際網絡-GLOBAL NETWORKS 882-34 --  

國際網絡-INTERMATICA 882-41 --  

國際網絡-MCP 882-32 --  

國際網絡-ONAIR 882-98 --  

國際網絡-ORATION 882-33 --  



 
 

國家 / 地區 國家 / 地區編號 
時差(小時) 

夏令 / 冬令 

國際網絡-其他 882 -- 

國際網絡-SEANET MARITIME 882-42 --  

國際網絡-THURAYA 882-16 --  

印度 (孟買) 91-22 -2.5 

印度 (加爾各答) 91-33 -2.5 

印度 (新德里) 91-11 -2.5 

印尼 (萬隆) 62-22 +1 

印尼 (巴里島) 62-361 0 

印尼 (耶加達/雅加達) 62-21 +1 

印尼 (棉蘭) 62-341 +1 

印尼 (三寶龍) 62-24 +1 

印尼 (泗水) 62-31 +1 

伊朗 98 -3.5 / -4.5 

伊拉克 964 -4 / -5 

愛爾蘭 (科克) 353-21 -7 / -8 

愛爾蘭 (都柏林) 353-1 -7 / -8 

愛爾蘭 (哥耳威) 353-91 -7 / -8 

愛爾蘭 (利麥立克) 353-61 -7 / -8 



 
 

國家 / 地區 國家 / 地區編號 
時差(小時) 

夏令 / 冬令 

以色列 (海法) 972-4 -5 / -6 

以色列 (耶路撒冷) 972-2 -5 / -6 

以色列 (拿撒勒) 972-6 -5 / -6 

以色列 (特拉維夫) 972-3 -5 / -6 

意大利 (佛羅倫斯) 39-55 -6 / -7 

意大利 (米蘭) 39-2 -6 / -7 

意大利 (羅馬) 39-6 -6 / -7 

意大利 (都靈) 39-11 -6 / -7 

意大利 (維也納) 39-41 -6 / -7 

科特迪亞 225 -8 

牙買加 1-876 -13 

日本 (福岡) 81-92 +1 

日本 (廣島) 81-82 +1 

日本 (鹿兒島) 81-99 +1 

日本 (神戶) 81-78 +1 

日本 (京都) 81-75 +1 

日本 (名古屋) 81-52 +1 

日本 (大阪) 81-6 +1 



 
 

國家 / 地區 國家 / 地區編號 
時差(小時) 

夏令 / 冬令 

日本 (札幌) 81-11 +1 

日本 (東京) 81-3 +1 

日本 (橫檳) 81-45 +1 

約旦 962 -5 / -6 

哈薩克斯坦 77 0至-1  

肯雅 254 -5 

基利巴地/吉里巴斯 686 +4 

科威特 965 -5 

吉爾吉斯 996 -3 

寮國 856 -1 

拉脫維亞 371 -6 

黎巴嫩 961 -5 / -6 

萊索托 266 -6 

利比里亞 231 -8 

利比亞 218 -6 

列支登士敦 423 -7 

立陶苑 370 -7 

盧森堡 352 -6 / -7 



 
 

國家 / 地區 國家 / 地區編號 
時差(小時) 

夏令 / 冬令 

澳門 853 0  

馬其頓 389 -7 

馬達加斯加 261 -5 

馬拉維 265 -6 

馬來西亞 (怡保) 60-5 0 

馬來西亞 (哥打京那巴魯) 60-88 0 

馬來西亞 (吉隆坡) 60-3 0 

馬來西亞 (檳城) 60-4 0 

馬來西亞 (山打根) 60-89 0 

馬爾代夫 960 -3 

馬里 223 -8 

馬爾他 356 -7 

馬里亞納群島 1-670 +2 

馬紹爾群島 692 +4 

馬丁尼群島 596 -12 

毛里塔尼亞 222 -8 

毛里求斯 230 -4 

馬約特島 262-269 -5 



 
 

國家 / 地區 國家 / 地區編號 
時差(小時) 

夏令 / 冬令 

墨西哥 52 -13 / -14 

密克羅尼西亞 691 +3 

摩爾達維亞/摩爾多瓦 373 -6 

摩納哥 377 -7 

蒙古 976 0  

蒙特內哥羅共和國 382 -6 

蒙塞拉特 1-664 -12 

摩洛哥 212 -8 

莫三鼻給/莫桑比克 258 -6 

緬甸 95 -1.5 

納米比亞 264 -6 / -7 

那魯 674 +4 

尼泊爾 977-1 -2.5 

荷屬安特利斯群島 599 -12 

荷蘭 (阿姆斯特丹) 31-20 -6 / -7 

荷蘭 (鹿特丹) 31-10 -6 / -7 

荷蘭 (海牙) 31-70 -6 / -7 

新赫里多尼亞 687 +4 



 
 

國家 / 地區 國家 / 地區編號 
時差(小時) 

夏令 / 冬令 

紐西蘭 (奧克蘭) 64-9 +5 / +4 

紐西蘭 (基督城) 64-3 +5 / +4 

紐西蘭 (咸美頓) 64-7 +5 / +4 

紐西蘭 (威靈頓) 64-4 +5 / +4 

尼加拉瓜 505 -13 / -14 

尼日爾 227 -7 

尼日利亞 234 -7 

紐娭群島 683 -19 

羅福島 672-3 +3.5 

北韓 850 +1 

挪威 47 -6 / -7 

阿曼 968 -4 

巴勒斯坦 970 -5 

巴基斯坦 (伊斯蘭馬巴德) 92-51 -3 

巴基斯坦 (卡拉奇) 92-21 -3 

巴基斯坦 (拉合爾) 92-42 -3 

帕勞群島 680 +1 

巴拿馬 507 -13 



 
 

國家 / 地區 國家 / 地區編號 
時差(小時) 

夏令 / 冬令 

巴布亞新畿內亞 675 +2 

巴拉圭 595 -11 

秘魯 51 -13 

菲律賓 (安克來斯) 63-455 0  

菲律賓 (巴科洛德) 63-34 0  

菲律賓 (碧瑤) 63-74 0  

菲律賓 (宿霧) 63-32 0  

菲律賓 (馬尼拉/馬加帝) 63-2 0  

波蘭 48 -6 / -7 

葡萄牙 351 -7 / -8 

波多黎各 1-787 -12 

卡塔爾 974 -5 

留尼汪島 262 -4 

羅馬尼亞 40 -5 / -6 

俄羅斯 7 +5至-4  

盧旺達 250 -6 

聖馬力諾 378 -7 

聖多美及普林西比 239 -8 



 
 

國家 / 地區 國家 / 地區編號 
時差(小時) 

夏令 / 冬令 

沙地阿拉伯 (吉達/麥加) 966-2 -5 

沙地阿拉伯 (利亞德) 966-1 -5 

塞內加爾 221 -8 

塞爾維亞 381 -7 

塞舌爾 248 -4 

塞拉利昂 232 -8 

新加坡 65 0 

斯洛伐克 421 -7 

斯洛文尼亞 386 -6 

所羅門群島 677 +3 

索馬里 252 -5 

南非 (博茲瓦納) 27-140 -6 

南非 (開普敦) 27-21 -6 

南非 (約翰尼斯堡) 27-11 -6 

南非 (伊利莎伯港) 27-41 -6 

南非 (雲達) 27-159 -6 

南韓 (仁川) 82-32 +1 

南韓 (光州) 82-62 +1 



 
 

國家 / 地區 國家 / 地區編號 
時差(小時) 

夏令 / 冬令 

南韓 (釜山) 82-51 +1 

南韓 (首爾 ─ 原名：漢城) 82-2 +1 

南韓 (大邱) 82-53 +1 

南蘇丹 211 -5 

西班牙 (巴塞隆那) 34 -6 / -7 

西班牙 (畢爾包) 34 -6 / -7 

西班牙 (馬德里) 34 -6 / -7 

西班牙 (華倫西亞) 34 -6 / -7 

西屬北非 (斯達) 34 -6 / -7 

西屬北非 (馬利那) 34 -6 / -7 

斯里蘭卡 94 -2 

聖赫勒拿島 290 -8 

聖路斯及尼維斯 1-869 -12 

聖路西亞 1-758 -12 

聖皮埃爾島及密克隆島 508 -11 

聖馬丁 1-721 -12 

聖雲斯 1-784 -12 

蘇丹 249 -5 



 
 

國家 / 地區 國家 / 地區編號 
時差(小時) 

夏令 / 冬令 

蘇里南 597 -11 

斯威士蘭 268 -6 

瑞典 (哥德堡) 46-31 -7 

瑞典 (斯德哥爾摩) 46-8 -7 

瑞士 (柏恩) 41-31 -6 / -7 

瑞士 (日內瓦) 41-22 -6 / -7 

瑞士 (琉森) 41-21 -6 / -7 

瑞士 (聖加倫) 41-71 -6 / -7 

瑞士 (蘇黎世) 41-1 -6 / -7 

敘利亞 963 -5 / -6 

台灣 (高雄) 886-7 0 

台灣 (基隆/台北) 886-2 0 

台灣 (台中) 886-4 0 

台灣 (桃園) 886-3 0 

塔吉克 992 -2 

坦桑尼亞 255 -5 

泰國 (曼谷) 66-2 -1 

泰國 (清邁) 66-53 -1 



 
 

國家 / 地區 國家 / 地區編號 
時差(小時) 

夏令 / 冬令 

泰國 (華欣) 66-32 -1 

泰國 (巴堤雅) 66-38 -1 

泰國 (布吉) 66-76 -1 

多哥 228 -8 

扥克勞 690 -8 

東加 676 +5 

川斯凱 27-47 -6 

千里達及多巴哥 1-868 -12 

突尼西亞/突尼斯 216 -7 

土耳拉 (安卡拉) 90-312 -5 / -6 

土耳其 (伊斯坦堡) 90-212 -5 / -6 

土庫曼 993 -3 

特克斯與凱科斯群島 1-649 -12 

圖瓦魯 688 +4 

阿聯酋 (阿布達比) 971-2 -4 

阿聯酋 (杜拜) 971-4 -4 

烏干達 256 -5 

烏克蘭 380 -5 / -6 



 
 

國家 / 地區 國家 / 地區編號 
時差(小時) 

夏令 / 冬令 

英國 (伯明翰) 44-121 -7 / -8 

英國 (劍橋) 44-1223 -7 / -8 

英國 (愛丁堡) 44-131 -7 / -8 

英國 (吉城) 44-1293 -7 / -8 

英國 (格拉斯哥) 44-141 -7 / -8 

英國 (利物浦) 44-151 -7 / -8 

英國 (倫敦-市內) 44-20 -7 / -8 

英國 (倫敦-市外) 44-20 -7 / -8 

英國 (曼徹斯特) 44-161 -7 / -8 

英國 (牛津) 44-1865 -7 / -8 

烏拉圭 598 -11 

美國 (阿拉斯加) 1-907 -17 

美國 (阿特蘭大) 1-404 -12 / -13 

美國 (波士頓) 1-617 -12 / -13 

美國 (紐約-布里克林) 1-718 -12 / -13 

美國 (芝加哥) 1-312 -13 / -14 

美國 (底特律) 1-313 -12 / -13 

美國 (夏威夷) 1-808 -18 



 
 

國家 / 地區 國家 / 地區編號 
時差(小時) 

夏令 / 冬令 

美國 (洛杉磯) 1-213 -15 / -16 

美國 (紐約-紐約市) 1-212 -12 / -13 

美國 (費城) 1-215 -12 / -13 

美國 (三藩市) 1-415 -15 / -16 

美國 (西雅圖) 1-206 -15 / -16 

美國 (華盛頓) 1-202 -15 / -16 

烏茲別克 998 -3 

瓦魯瓦圖/ 溫納圖 678 +3 

委內瑞拉 58 -12 

越南 (河內) 84-4 -1 

越南 (胡志明市) 84-8 -1 

英屬維爾京群島 1-284 -12 

美屬維爾京群島 1-340 -12 

富圖納群島和瓦利斯 681 +4 

西薩摩亞 685 -19 

也門 967 -5 

也門 (南) 969 -5 

贊比亞 260 -6 



 
 

國家 / 地區 國家 / 地區編號 
時差(小時) 

夏令 / 冬令 

津巴布韋 263 -6 

 

備注:  

 以上國家 / 地區編號會按需要而更改，如欲查詢詳情，請致電環球全域電訊客戶服務熱線 1220 

 如欲查看某些國家 / 地區現在的時間，請瀏覽 www.timeanddate.com (此網頁只提供英文版本資料) 

 

http://www.timeanddate.com/worldclock/converter.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