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及团队旅游 

国际
游轮
指南

英 国  - 爱 尔 兰  - 法 国  - 荷 兰  - 挪 威  - 丹 ⻨  - 德 国  - 拉 脱 维 亚  - 瑞 典  - 波 兰



欢迎
来到欧洲
最⼤的
游轮航线⽹络

⽬录

英国 - 英国
卡琳赖安(Cairnryan) - ⻉尔法斯特(Belfast)...... 4

利物浦(Liverpool)  - ⻉尔法斯特(Belfast) ......... 5

英国 - 爱尔兰
霍利⿊德(Holyhead) - 都柏林(Dublin) ................ 6

菲什加德(Fishguard) - 罗斯莱尔(Rosslare) ...... 7

爱尔兰 - 法国
罗斯莱尔(Rosslare) - 瑟堡(Cherbourg) ............. 8

跟随我们多样化的游轮航线从⼀港到达，顺途游

览⽬的地，再从另⼀港离开前往下⼀个⽬的

地，Stena Line是欧洲⼤巴及团队游的上佳选

择。

■ 专属⼤巴及团队旅游预订团队
■ 优异航线选择和极⼤的灵活性
■ A港抵达，B港出发
■ 巴⼠司机免费搭乘
■ 团队餐饮折扣
■ ⽆⾏李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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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 荷兰
哈⾥奇(Harwich) - 荷兰⻆港(Hook of Holland) .. 9

挪威 - 丹⻨
奥斯陆(Oslo) - 腓特烈港(Frederikshavn) ........10

德国 - 拉脱维亚
特拉沃明德(Travemünde) - 利耶帕亚(Liepãja) .11



瑞典 - 拉脱维亚
尼奈斯港(Nynäshamn) - ⽂茨⽪尔斯(Ventspils).12

瑞典 - 德国
哥德堡(Gothenburg) - 基尔(Kiel) ......................13

特雷勒堡(Trelleborg) - 罗斯托克(Rostock) ....14

特雷勒堡(Trelleborg) - 萨斯尼茨(Sassnitz)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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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预订、查询，或索取宣传册，请联络我们
的⼤巴及团队旅游⼩组：  

电话:
 
+44 (0) 343 208 1800

电⼦邮件: internationalsales@stenaline.com

www.stenalinetravel.com

瑞典 - 波兰
卡尔斯克鲁纳(Karlskrona) - 格丁尼亚(Gdynia).16

瑞典 - 丹⻨
哥德堡(Gothenburg) - 腓特烈港(Frederikshavn).17

瓦尔⻉⾥(Varberg) - 格雷诺(Grenaa)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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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这条航线？
■  每天六个班次
■  苏格兰和爱尔兰直航
■  先进游轮
■  ⼀流设施

最后登船时间
预订开航时间前30分钟

开航时间
每⽇提供六个班次选择。

欲查询最新的船期表，请⾄： 
stenaline.co.uk/international-sales/timetables 

⾏驶距离
从卡琳赖安(CAIRNRYAN)出发 
格拉斯哥(Glasgow) .......................... 127公⾥
爱丁堡(Edinburgh). .......................... 207公⾥
曼彻斯特(Manchester) .................... 370公⾥ 
伦敦(London). ....................................671公⾥ 

从 ⻉尔法斯特(BELFAST)出发
都柏林(Dublin) ................................. 167公⾥
罗斯莱尔(Rosslare) .......................... 334公⾥
科克(Cork)......................................... 421公⾥

卡琳赖安(CAIRNRYAN) -
⻉尔法斯特(BELFAST) 
航⾏时间：2⼩时15分钟 (⽇航及夜航班次)
每⽇班次：5-6
搭乘有史以来航⾏于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之间最⼤型的渡轮Stena Superfast VII 和Stena 
Superfast VIII，体验爱尔兰海上最佳游轮体验。这两条游轮的航程仅需2⼩时15分钟，每⽇有
多达6个班次可供选择。

亲⾃体验
请观赏360度的Superfast Ferry虚拟导览，
查看我们的餐馆、酒吧、客舱、电影院、娱乐
室和游戏室 - 您还能从甲板上饱览美景！

造访 stenaline.co.uk/international-sales/360 
⽹站

 

英国 - 英国

  餐馆 酒吧 咖啡厅 商店 客舱

餐饮
船上有⼏家供您选择的酒吧和餐馆，如果提前
预订团队餐的话可以获得优惠价。

Taste餐馆提供简便的午餐和可⼝的晚
餐；Barista咖啡吧供应种类繁多的⾏家咖
啡、茶饮、冷⻝和新鲜三明治。

轻松的享受
船上有多项娱乐放松的设施相信定有⼀些能满
⾜您的需求。

在公共区域放松，享受愉快旅途或体验北欧⻛
情的SPA馆。

选择按摩浴缸泡澡，来场恢复精神的按摩，或
洗桑拿放松身⼼，神清⽓爽抵达⽬的地。

在商店⾥购买价格优惠的⾹⽔、书、玩具以及
世界知名品牌的⼿表和礼品。

客舱
所有航班都配有 Superfast 豪华套房，设施
包括双⼈床，带淋浴设备的卫⽣间、电视、书
桌以及免费的⽆线⽹络。您可前往stenaline.
co.uk/international-sales/360 观看360度全景
导览，了解更多客舱细节。

如需预订、查询，或索取宣传册，请联络我们的⼤巴及团队旅游⼩组：  
 +44 (0) 343 208 1800    internationalsales@stenaline.com

单⼈团
体票 & 
单程票
¥189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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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预订、查询，或索取宣传册，请联络我们的⼤巴及团队旅游⼩组：  
 +44 (0) 343 208 1800    internationalsales@stenaline.com

为什么选择这条航线？
■  ⽇航及夜航班次
■  英国和爱尔兰直航
■  新翻修的游轮
■  ⼀流设施

最后登船时间
预订开航时间前60分钟

开航时间
选择搭乘⽩天航班，于当天下午/傍晚抵达⽬
的地；或者选择夜间航班，于隔天⼀早到达。

欲查询最新的船期表，请⾄： 
stenaline.co.uk/international-sales/timetables

驾驶距离
从利物浦(LIVERPOOL)出发
曼彻斯特(Manchester) .......................55公⾥
伯明翰(Birmingham) ........................ 158公⾥
伦敦(London). ................................... 341公⾥
哈⾥奇(Harwich)............................... 432公⾥

从⻉尔法斯特(BELFAST)出发 
都柏林(Dublin) ................................. 167公⾥
罗斯莱尔(Rosslare) .......................... 334公⾥
科克(Cork)......................................... 421公⾥

利物浦(LIVERPOOL) - 
⻉尔法斯特(BELFAST)
航⾏时间：约8⼩时（⽇航及夜航班次）
每⽇班次：2
Stena Lagan 和 Stena Mersey新近翻新升级完成，随船您可以从英国前往北爱尔兰。
⽩天及夜晚启程，必有符合团队旅游时间的班次。

 

亲⾃体验
请观赏利物浦(Liverpool) - ⻉尔法斯特
(Belfast)航线渡轮的360度虚拟导览。

查看我们的餐馆、酒吧、客舱、商店和游戏
室 - 您还能从甲板上饱览美景！造访 
stenaline.co.uk/international-sales/360 ⽹站

英国 - 英国

餐饮
船上有多家酒吧和餐馆，如果提前预订团队餐
的话可以获得优惠价。

Metropolitan餐馆供应欧陆早餐，并提供菜单
供您选择丰富的午餐和晚餐。Metropolitan酒
吧供应葡萄酒、啤酒和烈酒。 Barista咖啡吧
供应⼀系列的咖啡、茶饮和点⼼。

购物
在Stena Line，我们相信我们出售的商品物超
所值。随船购物，客⼈会发现船上商店商品的
售价相⽐陆上商店有最多五折的优惠。

商品种类琳琅满⽬，⾹⽔、糖果、电⼦产品
和礼物，应有尽有，每⼈都能找到⾃⼰喜欢
的东⻄。

客舱
舒适的客舱为您的司机和乘客提供宁静祥和的
休憩环境，确保他们获得放松，抵达⽬的地时
精神焕然⼀新，迎向下⼀个旅程。 

  餐馆 咖啡厅 商店 客舱

单⼈团
体票 &
单程票
¥159起



6

为什么选择这条航线？
■  每天四个班次
■  威尔斯和爱尔兰直航
■  两艘现代化超级游轮
■  ⼀流设施

最后登船时间
预订开航时间前30分钟

开航时间
选搭我们全年营业，每⽇四个班次的超级游
轮。 

欲查询最新的船期表，请⾄： 
stenaline.co.uk/international-sales/timetables  

驾驶距离
从霍利⿊德(HOLYHEAD)出发
利物浦(Liverpool) ..............................151公⾥
曼彻斯特(Manchester) .................... 201公⾥ 
卡迪夫(Cardiff) ................................. 328公⾥ 
伦敦(London). ................................... 441公⾥

从都柏林(DUBLIN)出发
罗斯莱尔(Rosslare) .......................... 143公⾥ 
⻉尔法斯特(Belfast) ........................ 178公⾥
科克(Cork)......................................... 253公⾥

霍利⿊德(HOLYHEAD) - 
都柏林(DUBLIN)
航⾏时间：3⼩时15分钟 
每⽇班次：4
选搭两艘现代化的超级渡轮(Superferry)-Stena Superfast X和Stena Adventurer-从威尔斯航⾏
⾄爱尔兰。两艘船皆提供舒适的套间客舱和⼀流的设施，因此游客搭乘时可同时享⽤美味餐点、
咖啡或购买超值产品。

英国 - 爱尔兰

餐饮
Metropolitan Grill提供美味热
⻝，Metropolitan Bar则提供舒适的座位，并
供应欧陆啤酒、葡萄酒和烈酒。

Barista咖啡吧提供⾏家咖啡、茶饮、点⼼和
新鲜三明治。

购物
在Stena Line，我们相信我们出售的商品物超
所值。随船购物，客⼈会发现船上商店商品的
售价相⽐陆上商店有最多五折的优惠。

商品种类琳琅满⽬，⾹⽔、糖果、电⼦产品
和礼物，应有尽有，每⼈都能找到⾃⼰喜欢
的东⻄。

客舱
我们的超值客舱套房令您的司机和乘客放松
身⼼，且精神饱满地抵达⽬的地。根据您的船
只，有单⼈床，双⼈床和四⼈床的客舱可供
选择。

亲⾃体验
请观赏霍利⿊德(Holyhead) - 都柏林(Dublin)
航线渡轮的360度虚拟导览。

查看我们的餐馆、酒吧、客舱、商店和游戏室 
- 您还能从甲板上饱览美景！造访 stenaline.
co.uk/international-sales/360⽹站

如需预订、查询，或索取宣传册，请联络我们的⼤巴及团队旅游⼩组：  
 +44 (0) 343 208 1800    internationalsales@stenaline.com

单⼈团
体票 & 
单程票
¥149起

  餐馆 酒吧 咖啡厅 商店 客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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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rbou

为什么选择这条航线？
■  每天⼆个班次
■  威尔斯和爱尔兰直航
■  现代、宽敞的超级游轮
■  ⼀流设施

最后登船时间
预订开航时间前30分钟

开航时间
选搭每⽇两班的Stena Europe超级游轮 

欲查询最新的船期表，请⾄： 
stenaline.co.uk/international-sales/timetables   

驾驶距离
从菲什加德 (FISHGUARD)出发
卡迪夫(Cardiff) ..................................171公⾥
曼彻斯特(Manchester) .....................317公⾥ 
伦敦(London). ................................... 405公⾥
哈⾥奇(Harwich)............................... 554公⾥

从罗斯莱尔(ROSSLARE)出发
都柏林(Dublin) ................................. 154公⾥
科克(Cork)......................................... 192公⾥ 
⻉尔法斯特(Belfast) ........................ 334公⾥

菲什加德 (FISHGUARD) - 
罗斯莱尔(ROSSLARE)
航⾏时间：3⼩时30分钟 
每⽇班次：2
Stena Europe每⽇两班，航⾏时间3⼩时30分钟，为往返爱尔兰和英国之间的司机和乘客提供
轻松、便利的旅⾏选择。船上设施完善，游客不知不觉间已抵达⽬的地。

英国 - 爱尔兰

餐饮
搭乘Stena Europe的游客可享受上等的船上
设施。

Metropolitan Grill提供多样美味热
⻝，Metropolitan Bar则提供众多舒适座位，
并供应各种欧陆啤酒、葡萄酒和烈酒，⽽
Barista咖啡吧提供⾏家咖啡、茶饮、点⼼和
新鲜三明治。

购物
在Stena Line，我们相信我们出售的商品物超
所值。随船购物，客⼈会发现船上商店商品的
售价相⽐陆上商店有最多五折的优惠。

商品种类琳琅满⽬，⾹⽔、糖果、电⼦产品
和礼物，应有尽有，每⼈都能找到⾃⼰喜欢
的东⻄。

客舱
在我们舒适、超值的套间客舱住⼀晚后，您的
司机和乘客将感到身⼼放松，精神饱满，准备
好迎向接下来的旅程。 

亲⾃体验
请观赏菲什加德(Fishguard) - 罗斯莱尔
(Rosslare)航线超级渡轮的360度虚拟导览。

查看我们的餐馆、酒吧、客舱、商店和游戏
室 - 您还能从甲板上饱览美景！

造访stenaline.co.uk/international-sales/360
⽹站

如需预订、查询，或索取宣传册，请联络我们的⼤巴及团队旅游⼩组：  
 +44 (0) 343 208 1800    internationalsales@stenaline.com

  餐馆 酒吧 咖啡厅 商店 客舱

单⼈团
体票 & 
单程票
¥149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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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为什么选择这条航线？
■  每周三个夜航班次
■  苏格兰和法国直航
■  直航节省⾥程和燃油
■  ⼀流设施

最后登船时间
罗斯莱尔预订开航时间前30分钟，瑟堡预订
开航时间前45分钟

开航时间
三个开航时间任您选择，隔天抵达法国。

欲查询最新的船期表，请⾄： 
stenaline.co.uk/international-sales/timetables

驾驶距离
从罗斯莱尔 (ROSSLARE)出发
科克(Cork)............................................79公⾥
都柏林(Dublin). .................................174公⾥ 
⻉尔法斯特(Belfast). ....................... 284公⾥

瑟堡(CHERBOURG)出发 
勒芒(Le Mans) .................................. 281公⾥
南特(Nantes) .................................... 326公⾥ 
巴黎(Paris) ........................................ 356公⾥

罗斯莱尔(ROSSLARE) - 
瑟堡(CHERBOURG)
航⾏时间：18⼩时（夜航班次）
每周班次：3
从罗斯莱尔到法国瑟堡最快速的游轮。Stena Horizon每周三个班次，船上设施完善，确保您
的司机和乘客感到身⼼放松，精神饱满，准备好迎向接下来的旅程。

爱尔兰 - 法国

餐饮
要逛街购物，享受美⻝，看部电影或者是休息
放松，皆任君选择。

我们明亮的宽敞游轮让您轻松享受舒适旅⾏，
船上丰富多样的设备令您的航程既⽆⽐放松，
⼜充满乐趣。

购物
在Stena Line，我们相信我们出售的商品物超
所值。随船购物，客⼈会发现船上商店商品的
售价相⽐陆上商店有最多五折的优惠。

商品种类琳琅满⽬，⾹⽔、糖果、电⼦产品
和礼物，应有尽有，每⼈都能找到⾃⼰喜欢
的东⻄。

客舱
⽩天和夜间航⾏的游轮均提供客舱，为旅客和
司机提供最舒适的休息环境。

如需预订、查询，或索取宣传册，请联络我们的⼤巴及团队旅游⼩组：  
 +44 (0) 343 208 1800    internationalsales@stenaline.com

  餐馆 酒吧 咖啡厅 商店 客舱

单⼈团
体票 & 
单程票
¥159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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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 荷兰

为什么选择这条航线？
■  ⽩天和夜间航班
■  英国和荷兰直航
■  先进的Superferries
■  免去前往英吉利海峡隧道的⻓途跋涉

最后登船时间
 预订开航时间前45分钟

开航时间
选择搭乘⽩天航班，于当天下午/傍晚抵达⽬
的地；或者选择夜间航班，于隔天⼀早到达。

欲查询最新的船期表，请⾄： 
stenaline.co.uk/international-sales/timetables 

驾驶距离
从荷兰⻆港(HOEK VAN HOLLAND)出发
阿姆斯特丹(Amsterdam) ....................79公⾥
布鲁塞尔(Brussels). ..........................174公⾥
科隆(Cologne). .................................. 284公⾥
布鲁⽇(Bruges). ............................... 196公⾥ 

从哈⾥奇(HARWICH)出发
伦敦(London) .................................... 130公⾥
⽜津(Oxford) ..................................... 127公⾥ 
约克(York) ......................................... 378公⾥

哈⾥奇(HARWICH) - 
荷兰⻆港(HOOK OF HOLLAND)
航⾏时间：约7⼩时(⽇航班次)，9⼩时(夜航班次) 
提前登船：可以
从荷兰直航，抵达英国。选择世界上最⼤的超级游轮Stena Britannica和Stena Hollandica，您
可以避免⻓途驾⻋以及节省驾⻋所消耗的燃油，令司机和乘客享受宽敞的空间、舒适的环境和
最先进的设施。

亲⾃体验
请观赏360度的哈⾥奇(Harwich) - 荷兰⻆港
(Hook of Holland) Superferry虚拟导览。

查看我们的餐馆、酒吧、客舱、电影院、娱乐
室和游戏室 - 您还能从甲板上饱览美景！

  餐馆 酒吧 咖啡厅 商店 电 影院 客舱

餐饮
船上有⼏家供您选择的酒吧和餐馆，如果提前
预订团队餐的话可以获得优惠价。

Taste餐馆提供简便的午餐和可⼝的晚
餐；Metropolitan餐馆提供菜单供您选择丰富
的午餐和晚餐。

想喝茶、咖啡或者开胃酒的话，请去Riva或
Sun Deck酒吧。

轻松的享受
⼈各有所爱，我们为旅客提供了各种活动。

您可以在完善的公共区域放松⾃⼰和享受愉快
旅途；在船上电影院⾥看⼀部⼤⽚；或在商店
⾥购买价格优惠的⾹⽔、书、玩具以及世界上
知名品牌的⼿表和礼品。

客舱
船上所有的客舱都配备了崭新的⾼级床垫并配
有卫浴设施。

⽩天和夜间航⾏的游轮均提供客舱，为旅客和
司机提供最舒适的休息环境。您可以查看客舱
类型、说明以及360度全景导览。

如需预订、查询，或索取宣传册，请联络我们的⼤巴及团队旅游⼩组：  
 +44 (0) 343 208 1800    internationalsales@stenaline.com

单⼈团
体票 & 
单程票
¥149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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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这条航线？
■  ⽩天和夜间航班
■  挪威与丹⻨直航
■  先进完善设备
■  完美的海上巡游之旅

最后登船时间
预订开航时间前30分钟

开航时间
选择搭乘⽩天航班，于当天下午/傍晚抵达⽬
的地；或者选择夜间航班，于隔天⼀早到达。

欲查询最新的船期表，请⾄： 
stenaline.co.uk/international-sales/timetables  

驾驶距离
从奥斯陆(OSLO)出发 
卑尔根(Bergen) ................................ 483公⾥
斯塔万格(Stavanger) ....................... 552公⾥ 
哥德堡(Gothenburg) ........................ 296公⾥

从腓特烈港(FREDERIKSHAVN)出发
 奥尔堡(Aalborg)...................................66公⾥
 哥本哈根(Copenhagen) ................... 478公⾥

奥斯陆(OSLO) - 
腓特烈港(FREDERIKSHAVN)
航⾏时间：9-13⼩时 
每⽇班次：1
从挪威直航，抵达丹⻨。选择Stena Saga游轮，您可以避免⻓途驾⻋以及节省驾⻋所消耗的燃
油，令司机和乘客享受宽敞的空间、舒适的环境和最先进的设施。

亲⾃体验
请观赏Stena Saga渡轮的360度虚拟导览。

查看我们的餐馆、酒吧、客舱、游乐区和
游戏室 - 您还能从甲板上饱览美景！造访 
stenaline.co.uk/international-sales/360 ⽹站

 

挪威 - 丹⻨

餐饮
船上有⼏家供您选择的酒吧和餐馆，如果提前
预订团队餐的话可以获得优惠价。

Taste餐馆提供简便的午餐和可⼝的晚
餐；Metropolitan餐馆供应欧式早餐，并提供
菜单供您选择丰富的午餐和晚餐想喝茶、咖
啡或者开胃酒的话，请光临Riva或Sun Deck
酒吧。

轻松的享受
船上有多项娱乐放松的设施相信定有⼀些能满
⾜您的需求。

在公共区域放松，享受愉快旅途或体验北欧
⻛情的SPA馆提供⽔疗按摩、治疗及宁静的
环境。

体验船上现场娱乐或浏览商店内价格优惠的⾹
⽔，店内亦有书、玩具以及世界上知名品牌的
⼿表和礼品。

客舱
船上所有的客舱都换了崭新、⾼级床垫和配
有卫浴设施。⽩天和夜间航⾏的游轮均提供客
舱，为旅客和司机提供最舒适的休息环境。

请⾄ stenaline.co.uk/international-sales/360,浏
览舱位类型、说明和360度全景导览。

  餐馆 酒吧 咖啡厅 商店 客舱SPA 娱乐

如需预订、查询，或索取宣传册，请联络我们的⼤巴及团队旅游⼩组：  
 +44 (0) 343 208 1800    internationalsales@stenaline.com

单⼈团
体票 &
单程票
¥99起



为什么选择这条航线？
■  德国和拉脱维亚直航
■  直航节省⾥程和燃油
■  绝佳的道路⽹络对接两地码头
■  餐饮费⽤包含于票价

最后登船时间
预订开航时间前120分钟

开航时间
周三和周⽇从德国出发。周⼆和周六从拉脱
维亚出发。

欲查询最新的船期表，请⾄： 
stenaline.co.uk/international-sales/timetables 

驾驶距离
从特拉弗明德(TRAVEMUNDE)出发
 汉堡(Hamburg) ....................................83公⾥
柏林(Berlin) ...................................... 287公⾥ 
科隆(Cologne) ................................... 502公⾥ 
慕尼⿊(Munich) ................................ 851公⾥ 

从利耶帕亚(LIEPÃJA)出发
⾥加(Riga) ......................................... 216公⾥
塔林(Tallin) ....................................... 554公⾥  

特拉沃明德(TRAVEMÜNDE) - 
利耶帕亚(LIEPÃJA)
航⾏时间：26-28⼩时 
每周班次：2
从德国直航，抵达拉脱维亚。选择Urd和Ask渡轮，您可以避免⻓途驾⻋以及节省驾⻋所消耗的
燃油，令司机和乘客享受宽敞的空间及舒适的环境。

德国 - 拉脱维亚

  餐馆 商店 客舱

餐饮
附有⾃助餐厅，提供各式⻝物，供应欧陆式
⾃助早餐、午餐和晚餐，所有费⽤包含于票
价之中。

另有咖啡厅/酒吧，提供各种饮料和点⼼。

轻松的享受
在公共区域放松，享受愉快旅途。

到船上商店⾥购物，购买价格优惠的⾹⽔、
书、玩具以及世界上知名品牌的⼿表和礼品。

 

客舱
有多种客舱选择，所有客舱都附带卫浴设施。

所有游轮皆有此设备，带给乘客和司机最舒适
的环境。

单⼈团
体票 &
单程票
¥209起

11

如需预订、查询，或索取宣传册，请联络我们的⼤巴及团队旅游⼩组：  
 +44 (0) 343 208 1800    internationalsales@stena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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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预订、查询，或索取宣传册，请联络我们的⼤巴及团队旅游⼩组：  
 +44 (0) 343 208 1800    internationalsales@stenaline.com

为什么选择这条航线？
■  夜航游轮
■ 瑞典和拉脱维亚直航
■  直航节省⾥程和燃油
■  绝佳的道路⽹络

最后登船时间
预订开航时间前120分钟

开航时间
每⽇由瑞典出发，周六除外。

每⽇由拉脱维亚出发，周五除外。

欲查询最新的船期表，请⾄： 
stenaline.co.uk/international-sales/timetables 

驾驶距离
从尼奈斯港(NYNÄSHAMN)出发
斯德哥尔摩(Stockholm) .....................59公⾥
哥德堡(Gothenburg) ........................ 486公⾥
⻢尔默(Malmoe)............................... 631公⾥

从⽂茨⽪尔斯(VENTSPILS)出发
⾥加(Riga) ......................................... 184公⾥
塔林(Tallin) ....................................... 529公⾥  

尼奈斯港(NYNÄSHAMN) - 
⽂茨⽪尔斯(VENTSPILS)
航⾏时间：9-13⼩时 
每周班次：6-8
从瑞典直航，抵达拉脱维亚。选择Scottish Viking、Stena Flavia和 Urd号游轮，您可以避免⻓
途驾⻋以及节省驾⻋所消耗的燃油，令司机和乘客享受宽敞的空间及舒适的环境。

瑞典 - 拉脱维亚

  餐馆 商店 客舱

餐饮
附有⾃助餐厅，供应欧陆式⾃助早餐、午餐
和晚餐。

另有咖啡厅/酒吧，提供各种饮料和点⼼。

轻松的享受
在公共区域放松，享受愉快旅途。

到商店⾥购物，购买种类繁多，价格优惠的
⾹⽔、书、玩具以及世界上知名品牌的⼿表
和礼品。

客舱
有多种客舱选择，所有客舱都附带卫浴设施带
给乘客和司机最舒适的环境。

单⼈团
体票 &
单程票
¥139起



为什么选择这条航线？
■  过夜游轮
■  瑞典和德国直航
■  现代化的渡轮，⼀流设施
■  直航节省⾥程和燃油 

最后登船时间
预订开航时间前30分钟

开航时间
每天傍晚出发，隔⽇抵达⽬的地。

欲查询最新的船期表，请⾄： 
stenaline.co.uk/international-sales/timetables 

驾驶距离
从哥德堡(GOTHENBURG)出发
斯德哥尔摩(Stockholm) .................. 470公⾥
乌普萨拉(Uppsala)........................... 455公⾥
⻢尔默(Malmoe)............................... 270公⾥

从基尔(KIEL)出发
 汉堡(Hamburg) ....................................97公⾥
柏林(Berlin) ...................................... 355公⾥
科隆(Cologne) ................................... 512公⾥
慕尼⿊(Munich) ................................ 872公⾥

哥德堡(GOTHENBURG) - 
基尔(KIEL)
航⾏时间：约14⼩时30分钟 
提前登船：可以
从德国直航，抵达瑞典。选择Stena Germanica或Stena Scandinavica游轮，您可以避免⻓途
驾⻋以及节省驾⻋所消耗的燃油，令司机和乘客享受宽敞的空间、舒适的环境和多样设施。

瑞典 - 德国

餐饮
船上有多家供您选择的酒吧和餐馆，如果提前
预订团队餐的话可以获得优惠价。

Taste餐馆提供简便的午餐和可⼝的晚
餐；Metropolitan餐馆供应欧陆早餐，并提供
菜单供您选择丰富的午餐和晚餐。

想喝茶、咖啡或者开胃酒的话，请光临Riva或
Sun Deck酒吧。

轻松的享受
船上有多项娱乐放松的设施相信定有⼀些能满
⾜您的需求。

在公共区域放松，享受愉快旅途。到C-View
酒吧体验现场娱乐，或在船上商店⾥购买价格
优惠的⾹⽔、书、玩具以及世界上知名品牌的
⼿表和礼品。

客舱
船上所有的客舱都配备了崭新的⾼级床垫和卫
浴设施。

所有游轮均提供客舱，为旅客和司机提供最舒
适的休息环境。

请⾄  stenaline.co.uk/international-sales/360,
查看客舱类型、说明和360度全景。

亲⾃体验
请观赏哥德堡(Gothenburg) - 基尔(Kiel)航线
渡轮的360度虚拟导览。

查看我们的餐馆、酒吧、客舱、游乐区和游戏
室 - 您还能从甲板上饱览美景！

造访stenaline.co.uk/international-sales/360
⽹站

单⼈团
体票 &
单程票
¥329起

  餐馆 酒吧 咖啡厅 商店 娱乐 客舱

13

如需预订、查询，或索取宣传册，请联络我们的⼤巴及团队旅游⼩组：  
 +44 (0) 343 208 1800    internationalsales@stena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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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预订、查询，或索取宣传册，请联络我们的⼤巴及团队旅游⼩组：  
 +44 (0) 343 208 1800    internationalsales@stenaline.com

为什么选择这条航线？
■  可选择⽇班或夜班航次
■  瑞典和德国直航
■  绝佳的道路⽹络对接两地码头
■  直航节省⾥程和燃油

最后登船时间
 预订开航时间前60分钟

开航时间
两个⽇间班次及⼀个夜间班次选择。

欲查询最新的船期表，请⾄： 
stenaline.co.uk/international-sales/timetables 

驾驶距离
从特雷勒堡(TRELLEBORG)出发
⻢尔默(Malmoe)..................................32公⾥
哥德堡(Gothenburg) ........................ 302公⾥
斯德哥尔摩(Stockholm) .................. 647公⾥ 

从罗斯托克(ROSTOCK)出发
汉堡( Hamburg) ................................. 182公⾥
柏林(Berlin) ...................................... 229公⾥ 
科隆(Cologne) ................................... 600公⾥ 
慕尼⿊(Munich) .................................774公⾥ 

特雷勒堡(TRELLEBORG) - 
罗斯托克(ROSTOCK)
航⾏时间: 约6⼩时(⽇航班次)，8⼩时(夜航班次) 
每⽇班次：5
从德国直航，抵达瑞典。选择Skåne或 Mecklenburg- Vorpommern游轮，您可以避免⻓途驾
⻋以及节省驾⻋所消耗的燃油，令司机和乘客享受宽敞的空间、舒适的环境。

瑞典 - 德国

餐饮
船上餐厅准备了储备丰富的餐点并拥有舒适宽
阔的座位区域。如果提前预订团队餐的话可以
获得优惠价。 

餐馆提供简便的午餐和可⼝的晚餐，并供应欧
陆式⾃助早餐、午餐和晚餐。

轻松的享受
在公共区域放松，享受愉快旅途。

如果您想轻松⼀下，何不到船上电影院欣赏⼀
部流⾏⼤⽚。

在商店⾥浏览价格优惠的⾹⽔、书、玩具以及
世界上知名品牌的⼿表和礼品。

客舱
船上所有的客舱都换了崭新、⾼级床垫和配有
卫浴设施。

所有游轮均提供客舱，为旅客和司机提供
最舒适的休息环境。请⾄ stenaline.co.uk/
international-sales/360，查看客舱类型、说明
和360度全景导览。

亲⾃体验
请观赏360度的特雷勒堡(Trelleborg) - 罗斯托
克(Rostock）渡轮虚拟导览。

欲查看餐馆、酒吧、商店和客舱，请⾄
stenaline.co.uk/international-sales/360⽹站。

 

  餐馆 商店 客舱电 影院

单⼈团
体票 &
单程票
¥99起



为什么选择这条航线？
■  航⾏时间短
■  瑞典和德国直航
■  绝佳的道路⽹络  对接两地码头
■  直航节省⾥程和燃油

最后登船时间
预订开航时间前30分钟

开航时间
08:15从特雷勒堡(Trelleborg)出发， 12:30抵
达萨斯尼茨(Sassnitz)。

15:30从萨斯尼茨(Sassnitz)出发， 19:45抵达
特雷勒堡(Trelleborg)。

欲查询最新的船期表，请⾄： 
stenaline.co.uk/international-sales/timetables

驾驶距离
从特雷勒堡(TRELLEBORG)出发
⻢尔默(Malmoe)..................................32公⾥
哥德堡(Gothenburg) ........................ 302公⾥
斯德哥尔摩(Stockholm) .................. 647公⾥ 

从萨斯尼茨(SASSNITZ)出发
施特拉尔松德(Stralsund) ...................51公⾥ 
汉堡(Hamburg) ................................. 308公⾥
柏林(Berlin) ...................................... 309公⾥
慕尼⿊(Munich) ................................ 880公⾥ 

 

特雷勒堡(TRELLEBORG) - 
萨斯尼茨(SASSNITZ)
航⾏时间：约4⼩时15分钟 
每⽇班次：1
从德国直航，抵达瑞典。选择Sassnitz游轮，您可以避免⻓途驾⻋以及节省驾⻋所消耗的燃
油，令司机和乘客在舒适的环境中横跨南波罗的海。

轻松的享受
在公共区域放松，享受愉快旅途。

浏览商店⾥价格优惠的⾹⽔、书、玩具以及世
界上知名品牌的⼿表和礼品。

瑞典 - 德国

  餐馆 商店

餐饮
船上有座位充⾜的餐馆，提供各式美⻝，如果
提前预订团队餐的话可以获得优惠价。

餐馆提供简便的午餐和可⼝的晚餐，并供应欧
陆式⾃助早餐、午餐和晚餐。

单⼈团
体票 &
单程票
¥69起

15

如需预订、查询，或索取宣传册，请联络我们的⼤巴及团队旅游⼩组：  
 +44 (0) 343 208 1800    internationalsales@stena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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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预订、查询，或索取宣传册，请联络我们的⼤巴及团队旅游⼩组：  
 +44 (0) 343 208 1800    internationalsales@stenaline.com

为什么选择这条航线？
■  ⽩天和夜间航班
■  瑞典和波兰直航
■  先进游轮
■  ⼀流设施

最后登船时间
预订开航时间前60分钟

开航时间
选择搭乘⽩天航班，于当天下午/傍晚抵达⽬
的地；或者选择夜间航班，于隔天⼀早到达。

欲查询最新的船期表，请⾄： 
stenaline.co.uk/international-sales/timetables 

驾驶距离
从卡尔斯克鲁纳(KARLSKRONA)出发 
⻢尔默(Malmoe)............................... 206公⾥
哥德堡(Gothenburg) ........................ 347公⾥ 
斯德哥尔摩(Stockholm) .................. 493公⾥ 

从格丁尼亚(GDYNIA)出发
格但斯克( Gdansk) ..............................21公⾥ 
华沙(Warsaw). ...................................377公⾥
克拉科夫(Cracow) .............................616公⾥

卡尔斯克鲁纳(KARLSKRONA) - 
格丁尼亚(GDYNIA)
航⾏时间：约10-12⼩时 
每⽇班次：2-3
从波兰直航，抵达瑞典。选择Stena Vision和Stena Spirit游轮，您可以避免⻓途驾⻋以及节省驾
⻋所消耗的燃油，令司机和乘客享受宽敞的空间、舒适的环境和最先进的设施。

瑞典 - 波兰

餐饮
船上有多家供您选择的酒吧和餐馆，如果提前
预订团队餐的话可以获得优惠价。

Taste餐馆提供简便的午餐和可⼝的晚
餐；Metropolitan餐馆供应欧陆早餐，并提供
菜单供您选择丰富的午餐和晚餐。

想喝茶、咖啡或者开胃酒的话，请去Riva或
Sun Deck酒吧。

轻松的享受
船上有多项娱乐放松的设施相信定有⼀些能满
⾜您的需求。

在公共区域放松，享受愉快旅途或体验北欧
⻛情的SPA馆, 提供⽔疗按摩、治疗及宁静的
环境。

在商店⾥购买价格优惠的⾹⽔、书、玩具以及
世界上知名品牌的⼿表和礼品。

客舱
船上所有的客舱都配备了崭新的⾼级床垫和配
有卫浴设施。 ⽩天和夜间航⾏的渡轮均提供客
舱，为旅客和司机提供最舒适的休息环境。

请⾄stenaline.co.uk/international-sales/360,
浏览舱位类型、说明和360度全景。

亲⾃体验
请观赏 Stena Vision和Stena Spirit渡轮的360
度虚拟导览。

查看我们的餐馆、酒吧、客舱、电影院、娱乐
室和游戏室 - 您还能从甲板上饱览美景！

造访stenaline.co.uk/international-sales/360
⽹站

  餐馆   餐馆 咖啡厅 商店 客舱SPA

单⼈团
体票 &
单程票
¥189起



为什么选择这条航线？
■  愉快的短途航⾏
■  瑞典与丹⻨直航
■  现代化的渡轮和⼀流设施
■  直航节省⾥程和燃油

最后登船时间
预订开航时间前30分钟

开航时间
选择早上、下午或晚上出发。

欲查询最新的船期表，请⾄： 
stenaline.co.uk/international-sales/timetables

驾驶距离
从哥德堡(GOTHENBURG)出发
斯德哥尔摩(Stockholm) .................. 470公⾥
乌普萨拉(Uppsala)........................... 455公⾥
⻢尔默(Malmoe)............................... 270公⾥

从腓特烈港(FREDERIKSHAVN)出发
奥尔堡 (Aalborg)...................................66公⾥
哥本哈根 (Copenhagen) ................... 478公⾥

哥德堡(GOTHENBURG) - 
腓特烈港(FREDERIKSHAVN)
航⾏时间：约3⼩时30分钟 
每⽇班次：4
从丹⻨直航，抵达瑞典。选择 Stena Danica或Stena Jutlandica游轮，您可以避免⻓途驾⻋以
及节省驾⻋所消耗的燃油，令司机和乘客享受宽敞的空间、舒适的环境和最先进的设施。

亲⾃体验
请观赏360度的哥德堡(Gothenburg) - 腓特烈
港(Frederikshavn)游轮虚拟导览。

查看我们的餐馆、酒吧、商店、游乐区和游戏
室 - 您还能从甲板上饱览美景！

造访stenaline.co.uk/international-sales/360
⽹站

瑞典 - 丹⻨

餐饮
船上有多家供您选择的酒吧和餐馆，如果提前
预订团队餐的话可以获得优惠价。

Food City餐厅提供早餐、简便午餐及可⼝晚
餐。

想喝茶、咖啡或者开胃酒的话，请去C-View
酒吧，酒吧亦提供⼩点。

轻松的享受
⼈各有所爱，我们为旅客提供了各种活动。

在公共区域放松，享受愉快旅途。

在船上商店⾥购物，购买价格优惠、种类繁多
的⾹⽔、书、玩具以及世界上知名品牌的⼿
表和礼品。

  餐馆   餐馆 咖啡厅 商店 娱乐

单⼈团
体票 &
单程票
¥89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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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预订、查询，或索取宣传册，请联络我们的⼤巴及团队旅游⼩组：  
 +44 (0) 343 208 1800    internationalsales@stena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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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预订、查询，或索取宣传册，请联络我们的⼤巴及团队旅游⼩组：  
 +44 (0) 343 208 1800    internationalsales@stenaline.com

为什么选择这条航线？
■  ⽇间或夜间短途航⾏
■  瑞典和丹⻨直航
■  现代化的渡轮，⼀流设施
■  直航节省⾥程和燃油

最后登船时间
预订开航时间前30分钟

开航时间
选择早上或晚上出发。

欲查询最新的船期表，请⾄： 
stenaline.co.uk/international-sales/timetables 

驾驶距离
从瓦尔⻉⾥(VARBERG)出发
哥德堡(Gothenburg) ...........................74公⾥
⻢尔默(Malmoe)............................... 201公⾥
斯德哥尔摩(Stockholm) .................. 496公⾥  

从格雷诺(GRENAA)出发
 奥胡斯(Aarhus) ...................................65公⾥
奥尔堡( Aalborg)................................ 138公⾥
 哥本哈根(Copenhagen) ................... 196公⾥

瓦尔⻉⾥(VARBERG) - 
格雷诺(GRENAA)
航⾏时间：约4⼩时20分钟 
每⽇班次：1-2
从丹⻨直航，抵达瑞典。选择Stena Nautica游轮，您可以避免⻓途驾⻋以及节省驾⻋所消耗的
燃油，令司机和乘客享受宽敞的空间、舒适的环境和最先进的设施。

亲⾃体验 
请观赏瓦尔⻉⾥(Varberg) - 格雷诺(Grenaa)渡
轮的360度虚拟导览。

查看我们的餐馆、咖啡厅、商店、游乐区和游
戏室 - 您还能从甲板上饱览美景！

请⾄stenaline.co.uk/international-sales/360

瑞典 - 丹⻨

  餐馆 酒吧 咖啡厅 商店 电 影院

餐饮
船上有多家酒吧和餐馆，如果提前预订团队
餐的话可以获得优惠价。

Food City餐厅提供早餐、简便午餐及可⼝
晚餐。

想喝茶、咖啡或者开胃酒的话，请去咖啡
店，店亦提供⼩点。

轻松的享受
船上有多项娱乐放松的设施相信定有⼀些能满
⾜您的需求。

在公共区域放松，享受愉快旅途，包括放映流
⾏⼤⽚的船上电影院。

到船上商店⾥购物，购买价格优惠的⾹⽔、
书、玩具以及世界上知名品牌的⼿表和礼品。

 

单⼈团
体票 &
单程票
¥89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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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预订、查询，或索取宣传册，请联
络我们的⼤巴及团队旅游⼩组：  

   +44 (0) 343 208 1800

  internationalsales@stenaline.com

www.stenalinetrav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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