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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岛：美国一天开始的地方 

这里有着全世界最蔚蓝的沙滩、最灿烂的阳光⋯⋯

这里还有着最闻名于世的“蜜月之都”⋯⋯

这里也有着最缤纷多彩的水上世界⋯⋯

这里更有着最神秘原始的原住查莫洛人⋯⋯

你甚至还未离开这里，就已经开始怀念它。

这里就是关岛，美国一天开始的地方。

如果说美国是片遥远的大陆，关岛却让想象拉近了距离。你也许不会第一眼就爱上这里，但只要

停下来，你一定舍不得离开。小岛上，到处弥漫着爱的气息，即使只是远远的，也能闻见其中的

浪漫。如果你未婚，结婚时一定要去关岛，那里有水晶般的教堂，盛满了爱的誓言；如果你已有

另一半，也一定要带TA去关岛，在这块每一寸都飘荡着爱的气息的土地上，重温恋爱时的甜蜜和

浪漫。 

(图片由网友 @冰上芭蕾 提供)

关岛身前身后事：

关岛与附近的塞班岛同因二战时残酷的争夺战而闻名。二战期间，美军为了从日军手中夺回关岛

，给了关岛激烈的海空军的大轰炸，也由此关岛成为了二战时另外一个激烈战役的战地。由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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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轰炸塞班岛的时候火力不够，造成当时的登陆部队很大的伤亡，所以关岛登陆之前，美军发

射了几万枚炮弹，几乎摧毁了关岛的日军机场和所有暴露的军事火力点。

残酷的战争已成烟云，如今的关岛已成为驻亚洲地区外籍人士的新兴度假胜地，是个回顾历史，

凭吊二战著名战场和休闲愣神发呆的好地方，而且还可以与那些笑容如同阳光般灿烂的原住民查

莫洛人共欢。由于关岛位于美国的最“西边”，跨越了国际日期变更线，每当旭日东升时，它成

为太阳最早照射到的美国领土，所以被称作“美国一天开始的地方”。

关岛方位：

关岛是美国领土，位于太平洋的马尼拉海湾和珍珠港之间，东距美国夏威夷5300公里，北距日本2

500公里，西距台湾2500公里，距中国海岸2800公里，距离中国、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仅3.5-4.5

小时的飞行时间。是太平洋西部马里亚纳群岛中最南端的最大岛屿，总面积209平方公里，相当于

10个香港本岛、2个台北市的大小。岛屿大部分由珊瑚暗礁环绕，整个岛的形状犹如一只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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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关岛最棒的体验

   

1、在水晶般的教堂执子之手，一吻定情

(图片由网友 @不打怪兽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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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岛是许多新人最爱的结婚圣地，在碧海蓝天的沙滩上定今生，在斜阳落日里互诉衷情，在水晶

般圣洁的教堂许下诺言，可以说这里的每一个空气粒子都是甜蜜的。教堂也是美到夸张：所有的

一切都是白色的，纯净至极！白的椅，白的台，白的顶，白的柱，而包围着这片白的，是同样纯

净至极的蓝，教堂面向大海，通透的全落地玻璃窗丝毫不能阻隔海水的蓝，连成了一片，有些教

堂甚至直接建在水面上的，在水的萦绕中，教堂看上去就像是一直白色的帆船，即将起航踏上幸

福的旅程⋯⋯关岛，见证了太多永恒不变的爱情，这里爱的气息如此之浓，即使是立志做王老五

的男士和现代败犬女王的女性也会升起一股将爱进行到底的念头来。

旅人提示：

关岛是全世界少数能够为非本地居民提供合法婚姻注册的地区之一，在关岛，很多酒店就可以为

旅客们提供方便的婚姻登记服务，所以很多情侣在这里成双成对的在这里结婚。详情参见十二。

   

2、体验真枪实弹的射击，圆军人梦想

关岛为美国属地，因此枪支开放，所以经常可见实弹射击场的踪迹，这对于平时没有机会接触实

弹射击的人而言，实弹射击可谓是极具吸引力的冒险活动。进任何一家射击场，你都会发现面前

摆着几百把好枪，全部装有实弹，任由你挑选射击，这对于热爱军事及有军人情结的人来说，岂

是“兴奋”两个字就可以形容的。挑选完自己喜欢的枪支，缴费就可以走进闲人勿入的射击房间

，先听取教练的详细解说，然后就位在射击位置，戴好耳罩，装填子弹，开火，就可以享受后座

力带来的惊人刺激了。射击之后现场立刻记分，可以索要靶纸留念。顺便拍张照吧，带上印地安

酋长的羽毛帽，或者超大西部牛仔帽，拿着枪装模作样一番，拍张西部沙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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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伤心的咸蛋 提供)

   

3、悠悠吊床上，品书香享清闲

若要真正享受关岛的悠闲气氛，莫过于接近傍晚时，带上一本一直想看的书，找个吊床躺下，就

着夕阳余晖，斜倚在树旁静静细读。这时候，气温已略降，吊床轻轻摇曳着，看着看着，不知不

觉地合上眼睛。风带来海洋快乐的气息，像一群灵动的精灵，你仿佛能听到它们清亮的笑声，那

笑声像一首有魔力的歌谣，逐一唤醒内心尘封已久的童话记忆，那些美丽，那些喜悦，那些宁静

，那些关于海洋的故事，像朵朵美丽的花静静绽放在心底⋯⋯试想，我们有多久没有这样怡然地

放松自己了。在这里，就让关岛为我们挫去生活中日积月累的惯性的钝角，为灵魂吹进一些新鲜

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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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冰上芭蕾 提供)

   

4、探奇内陆丛林，走进不一样的世界

很多人都看过Discover的节目，相对于每天都穿山越岭，智斗野兽，野外求生的探险人员而言，那

些重口味的探险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能尝试的了的。在关岛看惯了蓝天碧海，尝试一下丛林探险，

往往更让人兴奋不已。

在关岛，最受欢迎的探险之河位于关岛东南部泰拉佛佛河一带。由于河水穿越一大片热带的丛林

，而且从未过度开发，并且动植物生态环境保持完好，探险刺激的同时，还很养眼。整个丛林之

河探险的行进路线呈丫字型，从泰拉佛佛河开始。一条探险船上有3个船员，可容纳40名游客。整

个河道宽5到10米，所到之处，两旁都是浓密的植物和树木，虽然不是亚马逊，但是这样的丛林也

给力，原始的有点像侏罗纪公园的场景。 

                                             10 / 111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693&do=album&picid=45071


�������

关岛：婚礼圣地

(图片由网友 @花惢大萝卜 提供)

航行过主流的泰拉佛佛，就到了支流Ugum River。这里因是关岛水源区，所以河水干净清澈，俯

视可见昆虫，小鱼，螃蟹等逍遥水中，散发着田园的野趣。水上航行到古查莫洛村的时候，水上

探险就结束了，但是查莫洛的探险还没有结束。下船后，船长会带领大家认识查莫洛的拉提石和

古代厨具，除了解当地人食用的果子外，你也可以在这里学习查莫洛人的编制工艺。

   

5、在浪漫地标情人崖，系锁定情

情人崖，关岛最为著名的景点之一。纵然背景是老掉牙的殉情故事，但游客们依然踊跃，为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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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密欧与朱丽叶”版的凄美故事，更为情人崖上海浪拍岸的澎湃景致。站在悬崖峭壁上的眺望

台上，依栏杆吹清风，欣赏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海浪。往远处眺望，便是杜梦湾的全景。夕阳

下，只见杜梦湾镶着金色的光环，耀眼而又绚烂；海天一线处，像油画里的一抹，充满了别样的

美。

不知何时开始，情侣们兴起将一个定情小锁挂在眺望台的栏杆上，在关岛最高处呼唤爱。除了把

彼此的心紧紧锁在当地之后，记得带份有恋人浮雕的硬币回去做纪念。在游客出口处有两台机器

，只要把两个25分的美金放进去，机器就会自动把硬币印上恋人浮雕，颇具有纪念价值。 

 

(图片由网友 @不打怪兽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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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潜入海底，探索沉睡中的沉船残骸

关岛是热爱潜水人士的首选胜地，不仅因为这里清澈的海水，缤纷的珊瑚礁和陡峭的礁堡壁，更

因为阿普拉港海域的水底下躺着两艘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遗留下来的沉船Toki Marn和SMS Cor

moran。这两艘沉船位于水深120尺处，窗口舱门全被软珊瑚覆盖，上千条小梭鱼、蝶鱼、粗皮鲷

、雀鲷穿梭期间，美不胜收。 

(图片由网友 @紫色韵味 提供)

要与鱼儿共舞则推海口南部的大裂缝（The Crevice）及蓝洞（The Blue Hole）。特别是蓝洞及蓝洞

礁堡里充满了各适其式的热带鱼、无脊椎生物和珊瑚，其中海豚、梭子鱼、吞拿鱼及鲨鱼皆是这

儿的常客。来到这你不禁要感叹海底的世界比陆地还要精彩斑斓。

更多关岛潜水的信息参见九（2）。

   

7、挑战双人跳伞，像鸟儿一样飞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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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滋味？心旷神怡又是怎样的一种感觉？置身于上千米的高空，除了云朵与丝丝

风声再没有任何参照物与声音，你感受到的是被世界遗弃的孤独还是远离尘世喧嚣的惬意？带着

这样的疑惑，在关岛尝试跳伞吧，这是“死去一回”的滋味，也是像鸟儿一样飞过，翱翔于宇宙

之间的旷达。 

(图片由网友 @伤心的咸蛋 提供)

关岛上的双人跳伞并非是电视上两个人拉圈圈的那种，而是指参与者加上教练，上下交迭，前后

共享一伞的跳伞形式。由于有教练操控，跳伞者只需尽情享受逍遥九霄的痛快，并作出最佳姿势

和笑容，让摄影师为你拍下最难得一见的照片即可。跳伞者在穿好装备以后，经过20到30分钟的

飞行，到达2400米的高空后一跃而下，并以200公里的时速快速下降。大约是在25米的火速坠落后

，教练就会打开主伞来减缓降落的速度，让体验者在天空中尽情的翱翔，享受长达7分钟腾云驾雾

的感觉。

   

8、“漫步”在海底世界，梦寐绚丽海洋奇观

如果你对游泳不太精通，换上潜水衣，带上头盔，来一次海底漫步吧。这是一种戴氧气头盔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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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行走活动。老少皆宜，无需经验，安全可靠，是深海潜水以外的最佳选择。会有引导员带领，

沿着一把梯子慢慢沉入大海深处（腰间特制的铅块腰带会让你的身体慢慢地下沉），感觉自己就

像是游离在太空中一个渺小的个体。下到一定深度，受水压影响，耳朵会有点痛，但渐渐就会适

应，到了10米左右的深度便可踩到海底，一群群、一队队热带鱼来到身边翩翩起舞，啄啄你的腿

，咬咬你的手指，好像在欢迎你来到它们的世界做客。把鱼饲料放在手中，大小鱼儿便争相过来

抢吃。此时深一脚浅一脚地飘浮前行，鱼儿就相伴身旁，不觉间似乎自己也成了海底世界的成员

。

关岛海底漫步更多信息参见九（9）。 

(图片由网友 @冰上芭蕾 提供)

   

9、挺进深海，近赏飞旋海豚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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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岛最惬意的一件事，莫过于乘关岛ABC俱乐部的海轮到海上与海豚共舞。这里的近海栖息了

不少飞旋海豚，它们天性好奇，聪明伶俐，喜欢与游船竞赛游泳。只见它们一会儿浮出水面，一

会儿潜入海中，一会儿在游艇左边出没，一会儿又从游艇的右边跳出海面，偶尔跃出水面翻腾，

有的还将白白胖胖的肚子翻转过来，那流线型的身姿，让人忍不住为他们喝彩。推荐早上出海，

这段时间会更容易碰到海豚。

具体费用请参见九（1）中的ABC俱乐部介绍。 

(图片由网友 @花惢大萝卜 提供)

   

10、碧海蓝天下，体味挥杆人生

有人说，打小白球是一项君子之争的运动，因为打高尔夫球的人都懂得自我约束，偌大的球场，

在没有电子媒体监看的情况下，却丝毫不屑于作弊；有人则说，打高尔夫球可以体验人生的真谛

，因为输赢总是变幻无常，就算你的球技很好，还要看手气看天气，而且永远都不能退场，你可

以暂停可以休息就是不能不打，离开球场就意味着弃权，而这又何尝不是人生的拼搏所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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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紫色韵味 提供)

在关岛七个世界标准的高尔夫球场上，你大可以在享受碧海蓝天的同时，尽情领略挥杆人生。试

想，在风景如画的草地上，戴一顶洁白的球帽，穿一身舒适的T恤和长裤，优雅地挥杆而起，看

小小的白色高尔夫球被击向远方，是何等惬意。赶在下雪天和下雨天就更美了。雪天，球在漫天

雪花中穿行；而雨天，球带着水珠在天空划过美丽的弧线，浪漫而又有诗意。

具体内容参见九（5）。

   

11、夕阳下的海滩BBQ，品美食赏美景

白天的关岛海湾，碧海蓝天，星沙漫漫；当黄昏悄然而至，整个海湾便蒙上了金色的光辉，朦胧

柔和。此时如果能在沙滩上边品美食边赏美景该有多好，那么海滩BBQ就是你的不二选择。望着

如此动人的夕阳海景，热恋中的情侣感情温度自然直线上升。此外，餐厅无限量提供数十种生猛

海鲜与美味鲜肉为烧烤食材，让你在拥有好心情之余，食欲自然大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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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冰上芭蕾 提供)

除了尝试海滩BBQ，你还可以参加关岛的夕阳巡航晚宴。游船在傍晚时出海，你可以吃着船上供

应的查莫洛传统食物，喝着色彩鲜明、略含酒精的热带饮料，在微醺中看着夕阳缓缓降至海平面

下，海水一片橘亮金黄，舒服慵懒。

海滩BBQ参见六（2），夕阳巡航晚宴参见八（4）。

   

12、血拼关岛，人人都是购物狂

关岛是个免税港，也是亚太区最大的免税购物中心之一，是最能担当起“购物天堂”名号的海岛

之一。其免税店，确切地说，应该是免税血拼中心，早已不局限于机场，而是坐落在市中心，成

为关岛最高档最繁华的地方。各大名牌，不论是国内没上市的新款，还是畅销的经典款，你总能

在这里找到，相信任何一个女人来到这里，都会为之疯狂。因此来关岛，你能做的准备，除了一

张刷不爆的信用卡之外，就是一只足够大的行李箱。

更多关岛购物信息参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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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不打怪兽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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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前准备

   

1、最佳旅游时间

11-次年5月是关岛的旱季，此时也是旅游的最佳季节。关岛终年温度变化很少，年平均气温约为2

7度，气温很少高于摄氏30度和低于24度，堪称常夏之岛。分为旱季（11~5

月）与雨季（6~10月）两个季节。

   

2、签证

目前前往关岛旅游需到美国驻华大使馆办理美国B2签证（颁发给赴美旅游的申请人，包括观光、

探亲访友及医疗治病等）。申请人必须证明有充足的资金支付在美停留期间的费用, 并证明其在国

内有牢固的社会、经济和其它方面的联系方式以迫使其在美短期、合法访问后如期返回。

前往美国驻华大使管面谈时需出示下列材料：

有效护照：护照（有效期必须从出发日算起的6个月之内）

DS-160表格确认页：

上面注明中文姓名、中文姓名的电报码、中文家庭地址、公司名字及地址。填写完后竖着打印在

A4纸上。面谈时携带打印出来的DS-160表格确认页，不要使用传真的确认页。可进美国驻华大使

管官网下载表格：

http://embassyusa.cn/ds160onlineapplication.html

一张照片：

于6个月内拍摄的2英寸x2英寸（51毫米x51毫米）正方形白色背景的彩色正面照。用透明胶带将照

片贴在护照封面上。

签证申请费收据原件：

在中信银行的任何分行支付签证申请费938元人民币。然后将收据用胶水或胶条粘贴在确认页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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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页上。 

签证申请费收据原件模板

含有以前赴美签证的护照，包括已失效的护照。

能够说明你返回中国的证据：

出示经济、社会、家庭或其它方面对你具有约束力的文件，以帮助证明你在美国短暂停留后有意

返回中国。由于个人情况的不同，申请人应出示的证据也各不相同。下列文件可以帮助签证官评

估你是否有意返回中国：户口本、身份证、雇佣证明、能客观反映你每月收入的工资单、上有正

常规律的存取记录的存折等。

邀请信：

如果你受邀访问美国的某位居民，那么提供下列信息将对你的申请有所帮助：邀请人信息、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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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事先安排的旅行时刻表。如果你只是单纯赴美旅游，那么你无需出示邀请信。

资金证明：

证明你有能力无需工作即可支付在美停留整个期间的费用，例如能客观反映你每月收入的工资单

、上有正常规律的存取记录的存折等。（注意：不要出示银行存款证明单，存款证明单对签证申

请没有帮助。）

美国驻华北京大使馆

地址：北京安家楼路55号

电话：(86-10) 8531-3000

官网：http://embassyusa.cn/

美国驻华上海大使馆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1469号

电话： 021-64336880

传真：021-64334122

官网：http://shanghai-ch.usembassy-china.org.cn/

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地址电话

地址：四川成都领事馆路4号

电话：028-85583992 85589642

传真：028-85583520

电子邮件：consularchengdu@state.gov

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地址电话

中国广东省广州市沙面南街1号 邮编510133

电话：020-8121-8000

传真：020-8121-9001

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四纬路52号

电话：024-2322-1198

传真：024-2322-2374

旅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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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消息称关岛有望于一年半之内对中国游客免签，届时，大家就可以轻松到关岛度假。如果持有

美国护照或绿卡，请务必随身携带，以免受罚。请以美国驻华使领馆签证部门提供的最新信息为

准，以上信息仅供参考。

   

3、货币与小费

信用卡：

关岛通用货币为美元，VISA或万事达卡（Mastercard）通用。在关岛使用信用卡及旅行支票相当

普遍，所以现金不用带太多。

银行营业时间：星期一至星期四09:00-15:00；星期五09:00-18:00；星期六09:00-12:00。

小费：

在关岛接受服务都需要付小费，比如搬运行李、床头小费都是美金1元，计程车或餐厅则约给10~1

5%。

   

4、通讯网络

关岛的国际电话区号是：00671，因此用中国国内号码拨打当地电话：00671+号码/手机号；用中

国国内号码打往国内的座机：0086+区号（区号首位为0需省去）+号码；拨打国内手机0086+手机

号。

1）国内sim卡

国内移动sim卡可以在关岛漫游使用，拨打本地电话3.99元/分，接听5.99元/分，拨往国内8.99元/分

，发移动短信1.99元/条。

国内联通sim卡在关岛不能漫游使用。

2）当地电话卡

关岛没有插卡式的电话，买电话卡时上面会有一组密码，从任何公用电话都可以打，很方便。

当地电话卡有两种：

网路电话卡：在比较小型的便利商店（非7-11 or ABC

STORE）可买到，有5元、10元、20元之分，网路电话卡的缺点是网路塞车时很难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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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电话卡：可以在 ABC STORE等买到，话质比较稳定。

wifi：

关岛酒店和机场等地都有可以上网的地方。

   

5、电压与时差

电压：

关岛电压为110/120伏特，频率60赫兹以及使用双脚扁平插座，与美国本土一样。

时差：

关岛比北京时间快2小时。

   

6、行李装备

服装以轻便舒适的夏装为主，颜色可以多样一些。如果要出海、游泳、玩水上项目等，则须备妥

替换的衣物。草编的帽子很实用，防晒和照相都好；买两副夸张点的耳环或者项链可以起到画龙

点睛的作用。墨镜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游泳镜也可以一并带上。如果有草编的包包也带上，在岛

上很需要，也应景。

在关岛最大的健康问题就是日晒，因此防晒霜一定要买50PA+++的。要注意涂得够厚、够匀，尤

其是穿上游泳衣裤后与皮肤的边缘处。

   

7、出入境须知

当飞机接近关岛时，会分发关鸟出入境卡或免签证信息及海关申报书。

入境关岛时，须注意禁止携带的特品。成人以酒3.7公升、烟酸2条或雪茄50支之内免税。现金旅

行支票超过1万美金时需要申报。麻药、枪械、生肉及肉类加工品严禁携带，蔬果基本上可携带，

但有泥土，带叶的蔬菜、华盛顿公约所管制的动物或其部分制成的产品都要没收。

旅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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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上填写海关登记表时要注意，在圆圈里不打勾不划线，而是要把圆圈涂满。另外表格上要求

游客填写去关岛的理由超级多。

   

8、紧急救援

关岛观光局办事处

地址：401 Pale San Vitores Road, Tumon, Guam 96913

电话：(671) 646-5278 / 9

传真：(671) 646-1415

网址：www.visitguam.org

邮箱：guaminfo@visitguam.org

关岛观光局中国办事处（北京联络处）

地址：北京西直门北大街45号4-706室 邮编：100044

电话：8610-62238287

传真：8610-62237479

电邮：sherry@visitguamusa.com.cn

关岛观光局中国办事处（上海联络处）

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1515 号嘉里中心707 室 邮编：200040

电话：8621-62897733     内线：107

传真：8621-62897722

电邮：daisy@visitguamusa.com.cn

其它常用电话：

匪警/火警/急救：911

查号台：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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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风光迤逦关岛景

关岛因众多精美的教堂而知名，其实这里还有西班牙宗教遗风、美式购物广场、日式观光文化、

查莫洛式遗迹等，每一处景点背后都诉说着一篇篇动人的故事。 

   

1、亚加纳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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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号公路往南边的海滨公路Marine Drive一路行去，右手边就是亚加纳湾。首都亚加纳就在这一

区，可以说是关岛的文化和历史橱窗。境内除了有美丽的沿岸风光，还可以观赏到富含西班牙风

情的建筑，亦可拜访美日交战的纪念公园，以及查莫洛村庄和拉提石遗迹。

拉堤石公园Latte Stone Park 

(图片由网友 @伤心的咸蛋 提供)

位于关岛行政大厦的正对面，目前公园内保存有8座巨型拉堤石。其实，在岛上的许多地方，也都

可以看到当地人称呼为halag、成分为珊瑚石灰石的石柱，以及叫做tasa、主要成分为天然半圆球状

珊瑚石的圆形石帽，共同组成一座座类似烛台的拉提石，是当地最具地标性意义、最有历史价值

的珍贵遗迹。

据考古学者的研究，拉提石距今约1500多年、平均高度约2公尺，原来的作用应该是以前查莫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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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盖房子时，被用来当做支撑高脚屋的房屋栋梁。导游指出，当地人认为摸拉提石会带来好运，

所以参观拉提石公园时，别忘了轻轻摸它一下，为自己带来好运！

西班牙花园广场 Plaza de Espana

原为西班牙统治时期的总督官邸，现列为国家保护级的古迹之一。广场中央的六角形凉亭是音乐

厅，中亭还有一座巧克力屋，为昔日总督夫人宴请贵宾的场所。整个广场罗列着圣母玛利亚大教

堂、西班牙总督府、巧克力屋、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雕像等，从哪断垣残壁间，依稀还可以领略到

拉丁民族的建筑遗风，很适合游走闲逛，体验不同的关岛风情。

地址：关岛亚加尼亚区，在拉提石公园和圣母玛利亚教堂附近。 

(图片由网友 @花惢大萝卜 提供)

Paseo de Susana广场

Paseo de Susana广场是一块人造的半岛，1944 年战争结束后用被战争毁坏的Hagatna

市的瓦砾石头建成的，现在开放为海滨公园，许多当地人假日都会来这里烤肉。

自由女神像 Statue of Lib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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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女神像矗立在Paseo de Susana广场前端，近旁是阿加纳游艇码头。1950年时，一群美国童子军

为纪念纽约自由女神像40周年，仿造了一座拥有古铜肤色的自由女神塑像，把它当成了礼物送给

了关岛。后来，自由女神像却因为不明理由遭到破坏，当地政府只得自行重新打造，只不过做出

来的成品，不但头大身体小、四肢比例也不对，而且为了配合当地原住民的肤色而漆成古铜色，

让当地人备感亲切。这成了当地一则趣闻，很多关岛人都说：这里的自由女神可也是世界之最—

—最奇怪的！ 

(图片由网友 @不打怪兽 提供)

教宗纪念碑 Santo Papa as Juan Pablo Dos Monument

此纪念碑系纪念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于1982年访问关岛而建，而他是天主教传入关岛300年来第一位

来访的教宗。

西班牙总督府

曾为西班牙统治时期的总统府，昔为关岛政治中心，如今则只剩下一些珊瑚礁墙垣，以及一些建

筑遗迹，仿佛正欲语还休地诉说着往日的光辉，现在，它则是关岛当地政府的重要保护古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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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比较完整的建筑是广场中央的六角形凉亭，据说以前是一座音乐厅，是当年人民集会或

总统府对人民谈话的地方。另外，位于中庭的巧克力屋则是当年总统夫人的宴会场所，据说，因

为夫人爱吃巧克力而得名。

圣母玛莉亚教堂 Dulce Nombre de Maria Cathedral-Basilica

原建于1669年的圣母玛莉亚教堂，是关岛最具代表性的天主教堂，现今所见为1958年重新修建的

。教堂内珍藏和供奉有纯洁卡麦琳女神像，也是亚加纳主的圣址。教堂同时也是当地人在婚丧喜

庆时，举办各种宗教活动的正式场所。它位于西班牙广场旁，纯白色建筑应和着灿烂的蓝天，洋

溢着一股圣洁的光芒，至于教堂内，则设有庄严的神龛、精美的雕像，每当屋外的阳光从彩色缤

纷的镶嵌玻璃透入时，仿佛带来了福音。 

(图片由网友 @冰上芭蕾 提供)

总督官邸 The People's House

总督府面积达22,000平方英尺，建于1952年，整体建筑风格融合了查莫洛及西班牙的文化特色，位

于卡沙马他（Kasamata）山上，绿草如茵上的白色建筑，蓝天碧海为衬，景色相当优雅怡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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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沙马他（Kasamata）山坡向下望去可鸟瞰Hagatna市区及海滩。 总督府中最瞩目的就是位于广场

前的偌大雕像，据了解，这是前关岛总督因为贪污案遭起诉而畏罪自杀，政府为了作为警惕，便

特别设立雕像，提醒之后的总督们，不要重蹈覆辙。

鱼眼海洋公园Fish Eye Marine Park

公园位于皮提湾（Piti Bay）的皮提炸弹洞（Piti Bomb Hole）水域，是关岛相当著名的景点。公园

里有200多种鱼类和其他关岛特有的海洋生物。当地政府已经把皮提湾水域划为了海洋生物保护区

，严禁任何人破坏这片水域。皮提湾海域水质清澈通透，海面风平浪静，非常适合浮潜、潜水和

海底漫步等水上活动。 

(图片由网友 @伤心的咸蛋 提供)

情人桥是连接海岸与展望塔的独特木桥，长约305米。黄昏时分，在情人桥上观赏变化万千的晚霞

，只见余晖慵懒地洒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绚丽而又宁静。这时，你在桥上看风景，而你也自然

而然地成为了风景里的一抹亮色。情人桥的尽头是一个高约21.6米的展望台，大约有7层楼那么高

。展望台约12米高于海平面，而剩余约9.1米的部分低于水平面。沿着螺旋台阶拾阶而下，可以到

达展望台的内部。塔内共有24个窗户（16个方形窗和8个圆形窗）。透过窗户，可以360度全方位

地观赏各种色彩斑斓的热带鱼在清澈的海水中自由自在地嬉戏玩闹，只见五彩缤纷、千姿百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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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随着海水的轻微波动而摇曳生姿，温顺可爱的海豚逍遥自在地游来游去。

门票：12周岁以上的游客票价为16美元，6至11周岁的儿童票价为12美元，5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可

随成年家人免费入园。

地址：关岛皮提湾海洋保护区

展望台开放时间：08:00-17:00

电话：001-671-475-7777

官网：www.fisheyeguam.com

邮箱：mail@fisheyeguam.com

   

2、杜梦湾区

位于关岛西北部的杜梦湾，北起Gognaga Cove，南至Ypao Point，是一个长达4公里的半月型海湾

，这里因有天然礁石环绕屏障，常年风平浪静，而成为游客弄潮的最佳场所。

杜梦湾的沿岸有Ypao Beach、Matapang Beach、Gognaga Beach等著名的海滩，它们都为开放的海滩

，也是当地人假日度假的好去处。想要了解关岛人，如何过生活、找娱乐，来这里逛逛，就可以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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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紫色韵味 提供)

约瑟夫�佛罗里斯总督海滨公园 Joseph Flores Beach Park

公园位于杜梦湾，又称伊保（Ypao）海滨公园，是关岛最热门的游憩地。公园内的广场经常举行

音乐会、竞赛等其它活动，除剧场外，园内还有多处凉亭可举行派对及烤肉活动。还提供冲洗更

衣及洗手间等设施。

帕德�圣维多利亚圣地 Padre San Vitores Shrine

帕德�圣维多利斯圣地位于杜梦湾北端沙滩外，是纪念第一批西班牙耶苏会教士领队帕德�圣维

多利斯的纪念牌。耶稣会传教士帕德�圣维多利斯于1672 年在此遇害。

圣维多列神父纪念碑 Padre San Vitores Memorial

留名为圣维多列路的圣维多列神父，于1668年来到关岛，献身于传教活动。

情人崖 Two Lovers'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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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冰上芭蕾 提供)

说起关岛最负盛名的景点，莫过于情人崖了。情人崖的美丽哀怨传说，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相

传在西班牙统治时代，一位查莫洛姑娘因不愿被迫和西班牙船长结婚，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选

择和自己的恋人逃往，最后甚至决定将俩人的头发紧紧地缠绑在一起，双双从378英尺高的悬崖跳

崖殉情。不管这传说是真是假，如今的情人崖的确成为关岛的浪漫地标，每天都有很多游客来此

缅怀那段感人恋情。情人崖也是绝佳的展望台，可以鸟瞰沿菲律宾海铺展的白沙海岸、关岛中部

以及崖下的美景。

地址：关岛杜梦湾

电话：671-647-4107

交通：乘坐免税店或密克罗尼西亚购物中心的循环巴士到恋人岬，车费每人2美元。

门票：3美元（6岁以下小孩可免费进入展望台）

开放时间：08:00—20:00

   

3、关岛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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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岛：婚礼圣地

南部是非常纯朴的，可以探访关岛当地人的生活及感受观光街以外的自然风景。

关岛海岸公园 Guam Territorial Seashore Park

白净闪亮的沙滩、湛蓝的天空、深遂无垠的海洋、四百多种瑰丽珊瑚礁、九百多种缤纷的热带鱼

，可说是现代都市人偷得浮生的最佳世外桃源。

西班牙古桥 Talifak Bridge

西班牙古桥建于1785年，是西班牙式的双拱桥，横跨Talifak河上。现在桥周围已被道路、房屋围住

，不是很容易看到，如果是自己开车，过了Sella湾展望台后就要放慢速度，看到左手边一家韩国

人开的便利商店时停车，旁边就是Talifak桥。

犹麦特克村Umatac

犹麦特克村内多是西班牙风格的建筑，最鲜明的建筑是红白相间的San Dionisio教堂，教堂建立于1

7世纪，是关岛西班牙风格教堂的代表。犹麦特克村相传是西班牙航海探险家麦哲伦航行至关岛时

第一个上岸的地方，这里也是西班牙商船往返墨西哥与菲律宾从事海上贸易时的粮食补给站，有2

00年以上的历史。村中每年10月会举行荣耀San Dionisio的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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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花惢大萝卜 提供)

麦哲伦登陆纪念碑（Magellan Monument）位于该村，在San Dionisio教堂附近。纪念碑呈高高的金

字塔状，顶端有一个圆球，通体为白色，基座为鲜艳的红白相间设计，属典型的西班牙风格。在

纪念碑的周围，山水相依，曲径通幽，古木青葱繁茂，小草青翠欲滴，一切都是那么静谧，引人

入胜。

可可岛Cocos Island

位于马利索的外海约4公里处，全长约1.4公里，宽仅250公尺的小岛。北侧有可可岛泻湖的平静之

海与白沙之海滩，南侧有外礁之波涛海浪语岩礁，为关岛最具对比景观的稀有胜地，亦为海洋运

动者之天堂。

色提湾展望台 Cetti Bay Overlook

沿着木造阶梯，登上瞭望台，可以近看平静的色提湾，远眺关岛最高的山——闪电山（Mount

Humuyong Manglo）。闪电山海拔1.334英尺，是关岛第一高峰，其基座是位于马瑞安纳海沟。若

从海岩底部，闪电山可称为世界第一高峰。登顶只须30分钟，登山南望，海岸线曲折有致，别有

一番风情。

席拉湾展望台 Sella Bay Overlook

这处宁静的海湾，在西班牙殖民时期曾是安置麻疯病患的地方，在海岸附近，距大马路约30分钟

路程的地方，有一座19世纪的西班牙桥梁及炉灶。从马路徒步30分钟可到达海岸边。

索来戴堡展望台 Fort Nuestra Senora De La Soledad

索来戴堡展望台位于犹麦特克湾西南峭壁上，建于19世纪初，是当时建造的三座古堡中保存最好

的一座，公园内仍挺立一座石造的卫兵岗哨，早年是眺望西班牙战舰或监视英国海盗最佳位置。

站在这处历史古迹上，可以鸟瞰犹麦特克村全景。据说犹麦特克村是麦哲伦于 1520

年登陆关岛后，第一次接触到查莫洛人的地方。 

                                             36 / 111



�������

关岛：婚礼圣地

(图片由网友 @不打怪兽 提供)

马利索钟塔 Merizo Bell Tower

马利索钟楼建于1910年，是由Cristobal de Canals神父监督兴建，已列入国家古迹名册中加予保护。

马利索马头公园 Merizo Pier Park

马利索码头公园位于关岛礁岩，是通往可可岛的门户，已保留作为各种水上活动之用，并建有一

座海滨村。这里每年举办马利索水节。

马利索钟楼 Merizo Conbento

在马利索建教会致力传教的加纳鲁司神父，于1917年所建之石造钟楼。

英纳拉汉村 Inarajan Village

英纳拉汉查莫洛村庄（Inarajan Village）位在关岛南部4号公路上，原本为关岛政府规划的原住民

文化展示村，前几年强烈台风来袭，现在村落已经人去楼空。村内的房屋保留了原住民的房屋建

筑样式，由于关岛只剩下这样一处传统村落，即使只剩空壳子，游客还是可以来此参观，想象一

下原住民聚落的生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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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岛：婚礼圣地
熊石 Bear Rock

从某个方向看这颗石头像只静坐望海的大熊，1991 年波斯湾战争时，部分关岛子弟兵被征调前往

作战，有人冒险爬上熊石，在熊的脖子部位绑上黄色缎带，期盼他们平安归来。

塔洛佛佛瀑布公园 Talofofo Falls Park

位于关岛南部，是关岛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塔洛佛佛瀑布源自乌干河（Ugum River），由10米

落差而形成的阶梯状瀑布。壮观秀美的瀑布为那些从温热海滩过来的游客带来了一丝凉意和几分

惬意。不见其面便闻其声，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乘坐观光缆车到达瀑布底端是深

受游客喜爱的活动。随着缓缓滑动的缆车，你可以从独特的角度饱览青翠葱郁的山峰和飞珠溅玉

的瀑布。瀑布飞泻而下，落入一汪通透见底的清池，为游客提供了极佳的游泳场所。几座古朴优

雅的木屋在青山秀水的掩映下格外迷人。走在晃晃悠悠的缆索桥（rope

bridge）上，感受真正的“摇摇欲坠”。

公园丛林深处有一个神秘的山洞，那便是著名的横井山洞（Yokoi Cave）。横井是第二次世界大

战中的日本士兵。1944年美军攻占了关岛时，走投无路的横井和他的两个伙伴躲藏在这个天然山

洞里。横井的两个伙伴未能活命，而他自己却在丛林山洞里艰苦生活了28年，直到1972年才被当

地农民发现。这个山洞便命名“横井山洞”。横井山在长达20年的荒野生活中赖以维生的一些工

具，现收藏在阿德拉的关岛博物馆内。

地址：关岛南部塔洛佛佛村庄（Talofofo village）

门票：成人20美元，儿童10美元，包括往返的缆车费、博物馆入馆费等。

开放时间：08:00—17:00

旅人提示：

1）在塔洛佛佛瀑布公园的博物馆处只有一个简陋的午餐点，可以自己提前准备好食物野餐。

2）在塔洛佛佛瀑布区内有许多蚊虫，准备好防蚊液，最好穿长衣、长裤和运动鞋。

塔洛佛佛海滨公园 Talofofo Bay Beach Park

约长300公尺，宽100公尺之小巧的江口海滨公园。海滩有关岛少见的褐色之砂。浅海处之礁床有

缺口，所以经常有浪，为少数冲浪海滩而知名。

开放时间：08:00-17:00 

查莫洛文化村 Gef Pa'Go Chamorro Cultural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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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紫色韵味 提供)

查莫洛文化村位于关岛南部4号公路上，是关岛政府规划的原住民文化展示村。村内的房屋保留了

原住民传统房屋建筑样式，关岛只剩下这样一处传统村落，每天早上 10:00–12:00之间有传统查莫

洛手工艺表演，非常值得参观。你可以见到他们使用旧蜂窝当烤箱来烤饼干；用椰子叶织成帽子

及篮子；还有骑水牛表演。星期三早上是最好参观时间因为Inarajan的学生还会在此表演传统舞蹈

。

地址：C1 17365, Inarajan, Guam, 96917, GU

电话：671-828-7246

开放时间：09:00-15:00

查莫洛村观光夜市：18:00—21:00

席拉湾展望台 Sella Bay Overlook

可一望席拉湾的展望台。游步道一直延续到海岸边，30–40分钟可走到。

   

4、关岛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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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果湾 Pago Bay

塔果湾是关岛中部迎风面积最大的海滩，也是关岛最美丽的海湾之一，果河河口附近原有一处西

班牙人屯垦区，但已在 1856 年的一次天在瘟疫时被扫除。海湾的另一边是关岛大学的海洋生物实

验所，该所在国际上颇负盛名。

里布贡眺望台 Libugon Overlook

里布贡眺望台在梅那村上方，可以眺望关岛中部及北部。西班牙时期，这里是关岛麻疯病患的聚

集处。

阿普拉港眺望台Apra Harbor Overlook

驱车直上尼米兹山，可以眺望关岛天然良港，也是太平洋最好天然港之一。

太平洋战争历史公园 War in the National Pacific Historical Park 

(图片由网友 @冰上芭蕾 提供)

公园于1978年启用，由六处不同地点组合而成，因提供了大量二次大战期间的仿制品，成了二次

大战幸存者及对二次大战有兴趣人士凭吊的地方。二次大战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军为了从日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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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夺回关岛，曾对关岛施予激烈的海空军轰炸，也使得关岛成为二次大战期间激烈的战地之一，

公园是为纪念在此英勇牺牲的美、日军人及关岛居民所建造的。经过了半个世纪，虽然物换星移

、人事全非，仅留下一些炮弹及上万名在此牺牲的美军墓志铭碑，但是从公园中所呈列的黑白照

片中，还是可以窥出当年两军激战的惨烈，让人触目惊心，蓦然了解到现今的和平是牺牲了无数

宝贵生命换来的。

园内设有野餐区、餐馆、游客中心、博物馆等。值得一提的是，园内有一片面积约1000多英亩的

水域令无数潜水爱好者兴奋不已。你可以潜入海底，一睹海底沉船等军事遗迹，感受沉重而又丰

富的历史。在这儿，除了潜水，您还可以进行其他的活动，如垂钓、划船、划皮划艇、骑自行车

、远足、骑马、游泳等。

亚森湾瞭望台 Asan Overlook

位于山坡上的亚森湾瞭望台，已被选为太平洋战争历史公园内较新的游览中心和博物馆。这处新

址是为纪念关岛解放五十周年而设立的，同时也是为纪念在二次大战中丧生的军人而设立的。瞭

望台除可以远眺南太平洋风光，其中还有一大面墙上刻有万名战中牺牲的军人名单，以供后人凭

吊。

地址：在关岛亚森村(Asan)、皮提村（Piti）和阿加特村（Agat）的附近

开放时间：Apaca Point、Ga'an Point、Piti Guns和亚森湾瞭望台（Asan Bay Overlook）

对外开放时间为08:00—15:00。亚森海滩不对未预约的散客开放。 

                                             41 / 111



�������

关岛：婚礼圣地

(图片由网友 @花惢大萝卜 提供)

西格瀑布 Sigua Falls

丛林茂密的关岛瀑布为南部旅游行程中最知名且必经之处。

泰山瀑布群 Tarzan Falls

泰山瀑布群是关岛著名的溯溪之旅的终点。喜爱这种运动的人，关岛有一个特别名称，叫做「Bo

onie Stompers」。泰山瀑布群高度从8英尺到50英尺不等。瀑布下方是一处深潭，适合游泳，泰山

瀑布群的名产是沿伊力河支流盛产的淡水虾。

佛光山 Fo Guang Shan Guam

关岛佛光山位于Barrigada，经过关岛政府与议会的协助，一九九四年正式将该地列为永久宗教用

地，一九九六动工兴建，楼高三层，包括教室、禅堂、斋堂、寮房以及可以容纳五百人的大殿。

   

5、关岛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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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太平洋纪念公园 South Pacific Memorial Park 

(图片由网友 @不打怪兽 提供)

南太平洋纪念公园曾经是二次大战进入尾声时，最激烈的战场之一，该园所在地为日军的最后指

挥部，由（Hideyoohi Obata）将军率军驻守。在长达四年的太平洋战争期间，美、日官兵及当地

居民死亡人数超过50万人，这座公园就是纪念这些死亡的军民，也象征两国促进友谊及世界和平

之决心，其中一座15公尺的高塔，则代表祈求永久和平。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08:00—17:00

电话：671-646-5278

圣塔罗沙山 Mount Senta Rosa

圣塔罗沙山是由高起的珊瑚岩层所包围之死火山。登高望远，北部高地，稠密的石灰岩森林及安

德森空军基地尽收眼底。天气晴朗时，甚至可以看到北边的罗塔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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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岛交通

   

1、航空

除了旅行团包机（中国南方航空包机不定期从广州、上海抵关岛），目前国内尚未开通直达关岛

的航班。一般乘美国大陆航空（每周一及五）转经香港前往关岛，也可乘日航或美国达美航空经

东京，也可乘菲航（每周一、三、五、六及日）经马尼拉，或乘韩航经首尔前往关岛。

关岛机场就在市区旁边，距观光海滩只有1.7公里，从机场到市区没有小巴士往来，故个人旅行只

能利用出租车、出租汽车或饭店接送客人的巴士。从机场到关岛首府亚加纳约有2.5公里，乘出租

车费用要8美元，到杜梦湾的饭店街，连小费约需4～6美元。

   

2、岛内交通

灰线巴士（Gray Line）

灰线巴士是关岛最主要的巴士公司之一，提供多线公车往返于杜梦湾（umon Bay）、塔穆宁（Ta

muning）、与首都亚加纳市（Hagatna）之间，平均约三十分钟一班。搭乘灰线巴士的票价一次2

美元（六岁以下儿童免费）；也可以购买一日通行证，票价为5美元，可以在当天无限次搭乘巴士

畅游市区各景点；如果停留时间较久，建议可以购买七日通行证，只需8美元，就可以在一星期内

无限次搭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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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冰上芭蕾 提供)

灰线巴士每日并有两班环岛巴士，环岛一次所需时间约为3个小时，若已购买七日通行证，再加10

美元就可搭乖一次的环岛巴士。巴士时刻表可在各大饭店、购物中心或游乐区取得。

灰线巴士公司电话：（671）649-5314/5（营业时间为08:00-18:00）

杜梦湾观光巴士

此外，对住宿在杜梦湾的旅客而言，杜梦湾观光巴士可说是相当便利的交通工具，此观光巴士往

返于杜梦湾的日航关岛饭店（Hotel Nikko Guam）与希尔顿饭店（Hilton Guam）之间的圣维多利

亚路，总共停靠30个站，平均每二十分钟一班，为杜梦湾上各重要饭店及购物中心的主要接驳工

具。搭乘一次的票价为1美元（六岁以下儿童免费）。行驶时间为9:00-22:30。

出租车

起跳是1.8美元，第一英里3美元，以后每四分之一英里加0.6美元，等表是每2分钟0.6美元，行李费

用每件1美元，小费约在10-15%。

其它：

A 当当车（Lam Lam Rosen Bus）

路线比较广，车子颜色是红色的，车上直接售票可找零钱。单次3美元/人，一周无限次使用券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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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人，一日无限次使用券10美元/人，不含two lovers point

（需另付7美元/人）。另外这个车也有到关岛南部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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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当车路线图

B 购物车（shopping bus）：

这是只有在购物区来回穿梭的公交车，是黄色的车子。

岛内游乐中心、购物中心和许多饭店均有免费接送BUS，如果报名参加各类活动，都会有免费接

送专车，无论是旅行社或是该活动的交通车，都是免费的。有些餐厅只要你打电话给他们，说要

去消费，就有免费接送，饭店柜台的免费广告手册，都有各餐厅的电话，游客们也可以多加利用

。

旅人提示：

关岛除了便捷的交通之外，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作为一个行人可以感受到，那就是关岛马路的

红绿灯是由你自行按键才会启动，而且速度特别快。往往走不到一半，就变成红灯了，不过大可

放心，没有汽车敢和你争先。

   

3、租车

关岛大多数租车公司位于饭店集中的杜梦区与机场旁，除了Avis、Hertz等全球知名连锁店之外，

也有日本、韩国、台湾人经营的大型租车公司，其在饭店里的服务中心内多半也设有柜台，提供

从普通房车、高级轿车、敞篷跑车到吉普车、休旅车、中型巴士等各类型车辆。

一般来说，价格若以租用全天（24小时）计算，普通房车约25-40美元，高级轿车约50-60美元，休

旅车约60-70美元，敞篷跑车约80-90美元。至于保险则千万别省，可以选择性投保，全车险与人身

保险合计只要30美元。

游客要在关岛合法驾车必须有以下一种驾照：关岛本土通用的驾驶执照；有效美国驾照（有效期

为到达关岛后30天）；有效外国驾照（有效期为到达关岛后30天，执照年龄为21岁或以上）；有

效国际驾照（有效期为到达关岛后１年）。

旅人提示：

关岛的行驶车型为左驾式。道路规划十分清楚，驾驶人只需一份地图便可在关岛通行无阻。游客

可在机场或饭店咨询。关岛的路面是珊瑚粒及沥青铺的，这种路面一下雨会非常的滑，车速太快

的话会失控，一定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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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美味关岛：味蕾的满足

到关岛来最好能品尝查莫洛美食，查莫洛美食多运用关岛的特产原料，如辣椒酱、酱油、柠檬汁

、和洋葱等与食物共同烹调而成，并融合了西班牙、菲律宾和南洋口味，味道很特别。推荐美食

有：Escabeche 、Golai hagoin sumi 、Kelaguen、Lumpia、Pancit、Poto等食物。其他还有如烤全猪、

热带水果、番薯、椰子蟹、绛珠子饭和任何烧烤类食物。

在关岛，其他国家的美食也很有特色，比如日本料理，神户牛排最为著名，用料是美国空运来的

新鲜牛肉，口感很好。而韩国料理则是韩国职业棒球员的最爱，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意大利美食

在这里也很有特色，比如意大利面的用料有鲜甜的孔雀蛤、硕大的花枝等。还有一些不太常见的

国家的美食，比如牙买加风味碳烤。

这些美食在哪里才能吃到呢？这里有很多选择，一种是在自己下榻的大饭店吃自助餐，比如希尔

顿酒店、凯悦酒店等。还可以在沙堡秀吃，边看表演边吃，更享受。当然也可以找商场美食街、

或者其他餐厅，当然如果这些你都不是特别喜欢，还可以选择在查莫洛村夜市吃烤串、鸡肉沙拉

等等。

   

1、美味餐馆推荐

牙买加风味餐厅

虽然店名叫做牙买加风味餐厅（Jamaican Gill），但它却是以查莫洛菜出名，据传闻，牙买加风味

餐厅老板，在一次去牙买加旅行时发现当地的烤肉非常的美味，就进口了当地闻名的酱料，再将

它融入查莫洛人喜爱的口味，特调出仅此一家的 Ya Mon 酱料，腌制肉类。因此虽然名为牙买加

餐厅，但是可也是查莫洛的风味烤肉餐。招牌菜是碳烤猪肋排套餐。再附上饭、汤和沙拉，份量

十足。吃起来外焦里嫩，不油不腻。除了烤肋排，还有金斯顿烤鸡饭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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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伤心的咸蛋 提供)

价格：碳烤猪肋排套餐9.25美元，金斯顿烤鸡饭5.95美元，其它如海鲜串烤饭9.95美元，综合果汁

、冰芒果茶和冰柠檬莱姆都是1.75美元。

地址：Carlrose Bldg Tumon.Gram（PIC正对面）

电话：647-3000/647-4000

Tony Roma’s

这是一家知名的肋排专卖店，提供道地美式口味的炭烤肋排。位于PIC斜对面的关岛皇家兰花饭

店内二楼，在这里用餐，可以品尝到多种口味的肋排，以及牛排、烤鸡、海鲜等碳烤美食，另外

，各式沙拉、香烤马铃薯皮、烤马铃薯汤也极受欢迎，可谓特大分量、物超所值！

招牌菜：

原味嫩肋排：在美国获奖无数的原味嫩肋排，选用的是乳猪骨，先以独特秘方的烤酱调味，然后

以小火焖烤到快熟时，再放在烙铁上大火烧烤，烤到肉软到即将脱骨的那一霎那就算大功告成，

所以吃起来带着股ＢＢＱ的香气，肉质却嫩滑不油腻，教老饕们赞不绝口，13.99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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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酥洋葱砖（Onion Loaf）：人气开胃菜，用洋葱圈做成砖块状、下锅油炸，超好吃，6.49美元。

其它：BBQ烤半鸡13.99美元，圣达菲沙拉10.99美元

地址：626 Pale San Vitores RoadTumon, Guam 96913

电话：（671）646-7531

营业时间：周日-周四 11:00-22:00（周五六延长一小时）

Capricciosa意大利佳肴

Capricciosa在关岛共有三家分店，要事先预约不然可能要排队等候了。 

(图片由网友 @紫色韵味 提供)

招牌菜：

意式综合沙拉（Italian Mixed

Salad）：材料有培根、意式香肠、磨菇、青椒等，吃起来散发出阵阵的酒香味，11.79美元。

海鲜意大利面（Seafood Spaghetti）：材料有鲜甜的孔雀蛤、硕大的花枝为材料，并加入鲜红欲滴

的番茄一同烩煮，16.99美元。

地址：626 Pale San Vitores Tumon,96913 Guam (Royal Orchid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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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71）646-9653

开放时间：11:30-22:00

好莱坞星球餐厅

位于DFS免税店楼上，这里分为用餐区、酒吧区、展示服装道具区与商品区。店内提供美式佳肴

，前菜价位在7.95~17.5美金、主菜牛排在17.95~25.95美金、甜点的冰淇淋、巧克力蛋糕则在5.75~7

.95美金。至于晚上的酒吧，每杯调酒价格在5.50~15.5美金之间。这里的餐点大部份都是大家熟悉

的美式料理，比如汉堡、薯条、大块烤肉，以及墨西哥肉卷，用餐之余，再佐以鲜艳超冰凉的鸡

尾酒，开胃效果特赞。比较好玩的是Happy Hour时段，一堆工作人员四散到每个餐桌附近，音乐

节奏突然间强烈了起来，一大半人于是纷纷站起来跟着工作人员扭来扭去，老的小的都有。

地址：Pale San Vitores Road Tamuning, Guam

电话：（671）647-7827

营业时间：11:00-23:00，全年无休

POCHON炸鸡店

位于关岛的外环道上，从杜梦湾旅馆路开车过去大约需要15分钟的车程时间。这家炸鸡店的绝活

是炸鸡翅跟炸小鸡腿，不论哪一种都是现点现做，在当场也需要等个15-20分钟。表皮似乎用蛋皮

或是面粉炸的酥脆，里面却是多汁烫口，吃的时候要特别小心。除此之外，吃起来有点类似酸辣

口味，也不至于像是泰式的辛辣，听老板说炸鸡好吃的原因是火候温度及外层的酸辣酱可是他的

独门绝招。营业时间也到凌晨。饭后买点回饭店房间或海边搭配啤酒是个很不错的提议。

小盒11美金：可分为6只鸡翅+2只小腿或10只鸡翅包

大盒20美金：可分为12只鸡翅+4只小腿或20只鸡翅包

曼哈顿牛排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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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纽约的MANHATTAN STEAKHOUSE，这里的牛肉以及海鲜都要求每日空运进口，除此之外

也非常要求餐厅的装潢以及用餐的气氛，往往享用一餐下来从开胃酒-沙拉-前菜-主食到甜点需要

2小时的用餐时间，除此之外这里的红白酒也是不可错过的，这里的消费算是适中，一到晚间常常

座无虚席，要事先预约！

地址：位于关岛万豪饭店度假村

电话：（671）6497827

营业时间：17:00-22:00

Sam Choy’s

关岛最出名的餐厅之一，位于海底世界水族馆（Underwater

World）之中。总厨最拿手的就是以太平洋的新鲜材料加上其家乡特色，炮制出创新的菜式。

招牌菜：Aam‘s Award Winning Seafood Laulau27.95美元；Onolicious Char Siu BBQ

Ribs24.95美元；Chef Sam Choy’s Famous Fried Poke8.95美元。

地址：1245 Pale San Vitores Rd. Tumon，Guam 96911

电话：（671）649 6637

官网：www.aquariumteam.com/restaurant.htm

旅人提示：这边是会加收服务费的，5人以内加收10%，6人以上加收15%。

Roy’s Restaurant

位于希尔顿饭店内的Roy’s Restaurant，强调融合欧亚料理所创造出的精致创意料理、奢华典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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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餐环境、临海的优美景致，在此享受美食，让人犹如置身上层社会，想藉此求婚可能也有很棒

的加分效果。主厨Eddie Chan是位移民至关岛的台湾人，虽然掌握Roy’s里各式各样的美食，却

相当的腼腆，认真的眼神带着害羞的微笑，慢慢地介绍他所设计的料理，总觉得吃进去的每一口

食物都更增风味。

地址：413 San Vitores Road，Tumon 96911 Guam

电话：（671）646-1835

时间：18:00-22:00（平日），17:30-24:00（周五至周六）

Calvi House

位于皇家兰花饭店二楼的韩国料理餐厅，不论是泡菜、拌饭或烤肉、海鲜，食材精致且风味十分

地道。菜单上的每道佳肴均附有图片，可以轻松点菜。

招牌菜：

石锅烧饭附小菜5美金、石锅拌饭12美金、荞麦冷汤面12美金、烤牛肉18美金起、海鲜烧烤40美金

、海鲜锅36美金、季节沙拉10美金、上等无骨牛小排23美金

地址：626，Pale San Vitores Tumon，96913 Guam

电话：（671）646-6678

时间：11:30-14:30/17:3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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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碳烤BBQ

看夕阳、吃BBQ是关岛最浪漫的用餐方式，虽然全岛有许多餐厅都提供这项服务，但最为知名的

就要数Sunset Bar与Fiesta Resort两家餐厅。这两家BBQ餐厅都位居杜梦湾旁，都无限量提供数十种

生猛海鲜，以美味鲜肉为烧烤食材。

Sunset Bar

PIC里的Sunset Bar纯粹以迷人的夕阳海景招揽客人，每当夕阳西下，整个沙滩和酒吧便蒙上了金

色的光辉，望着如此动人的夕阳海景，热恋中的情侣感情温度自然直线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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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岛屿度假村（PIC）是关岛历史最悠久的晚餐秀，不论是表演内容或是演出规模，都堪称

关岛第一。「太平洋梦幻之夜」因在关岛最大的露天剧场Amphitheater上演，所以场面气势特别壮

阔。当海螺声起，震撼的鼓乐排山倒海而来，黝黑雄壮的男舞者持火炬从观众席的各个角落冒出

，簇拥着体态美好、着华丽服饰的女舞者穿过观众往中央舞台移动，火炬燃烧的气味加上雄浑的

合唱音乐，让开场充满了如祭仪般的庄严气氛。PIC的舞蹈秀共表演了大溪地、萨摩亚、纽西兰

、夏威夷、关岛等地的传统舞蹈。

Fiesta Resort

Fiesta Resort则因多了热闹的晚宴秀表演，适合一家人或团体同行，当台上台下互飙歌舞，保证开

心一整晚。

悦泰（Fiesta Resort）是在美味的BBQ号召下，粉墨豋场的歌舞节目。主要是以查莫洛歌舞秀为主

，招牌节目为火把舞，舞者让火焰飞速旋转，将气氛带到高潮，虽然排场不如PIC大，但紧邻杜

梦湾海滩，不仅可一边欣赏到浪漫的夕阳余晖，一边享受香味四溢的BBQ，食材是让旅客自取而

且自己烤，游客总是络绎不绝有时还会客满，这里的卖点是其美丽的海滩，菜色则是以大快朵颐

为主，大虾、牛排、鸡排、猪排，各式生蚝及海鲜目不暇接。若是想玩的更High，还可上台与舞

者一同共舞，享受当一晚查莫洛人的乐趣。

地址：801 Pale San Vitores Road, Tumon Bay, Guam

电话：(671)6465880

网址：www.fiestaguam.com

凯悦海鲜BBQ

该晚餐秀于Hyatt酒店私家海滩旁举行，餐厅是以一个开放展示空间的厨房为特色，分为室内和室

外座位。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菜色是以海鲜为主题之外，每天还分为不同的无国界料理，周一至

周日分别有亚洲风味海鲜主题，日本风味海鲜主题，意式海鲜主题等等。有时候餐厅还提供无限

畅饮的德国啤酒之夜或红白酒之夜供饕客无限畅饮。预定之前可以先打听清楚。每日早餐、午餐

和晚餐及自助餐都是以西式和亚洲式的烹调，提供用餐的多样选择。餐馆位于饭店的大厅内一个

角落。在这里，你可以肆无忌惮的大块朵颐纵情享用各项海鲜美食。

参考价格：56美金/人（成人）；28美金/人（2-11岁儿童），另需加收10%服务费。酒水需另收费

，建议自费品尝当地啤酒Guam Beer，约8美金/听

地址：1155 Pale San Vitores Road, Tumon Bay, Gu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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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71）6471234

营业时间：每周二四六18:00-20:45，需事先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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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关岛购物：血拼的快乐

关岛被称之为“购物天堂”，有三大原因：第一，免税。在这里坐落着很多免税店，免税意味着

游客可以在这里享受超级优惠的待遇。第二，奢侈品品牌齐全。这里有全球最大的免税店——DF

S Galleria 免税店，而且产品种类齐全，如服饰、化妆品、食品等，各大奢侈品品牌也几乎都能找

到。第三，方便。这里的免税店坐落在机场和市中心等关岛最高档繁华的地方，几乎可以随地买

，酒店和免税店之间还有免费的班车接送，也极大的方便了游客购物。 

(图片由网友 @伤心的咸蛋 提供)

旅人提示：1）去关岛的麦克罗尼西亚广场及DFS免税商店购物，用不着担心交通问题，有专车甚

至出租车到旅馆来回接送，而且不会向你收费！关岛为了鼓励观光客消费可谓用心良苦。以往消

费主力是日本人，因此你可能发现店员开口向你说日文！

2）免税商店里面属化妆品最划算，经网友比较后，确认商品不会比机场的免税商店贵，而且货色

较齐全。一楼就设有航空公司柜台，让游客可以先办理登机、寄行李等手续后，再放心去“血拼

”一番，真是设想周到。

   

1、特色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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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岛的工艺品有椰子木雕刻和贝壳制品，比如关岛的吉祥物、蘑菇状的拉提石、壁虎或者蜥蜴等

等，工艺品形貌特别朴拙，有着查莫洛的民族风情。 

(图片由网友 @花惢大萝卜 提供)

关岛主要观光区及购物中心都可以买到关岛传统工艺品，不过，这里的工艺品大部分都是菲律宾

制品，本地制品最好的在阿加纳里新查莫洛村里一些金匠和工匠做的东西。而且其他地方价格都

稍贵且没有议价空间，想买便宜又特别的手工艺品，到查莫落村庄寻宝是最佳选择。

如果你是自己开车的话，也可以到大街小巷的工艺品商店碰碰运气。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自己动

手制作纪念品，作为给亲友的馈赠。

水牛在关岛的地位相当于狮子在中国的地位，也是一种吉祥的象征，这个惟妙惟肖的牛头可能你

会在各个商店经常看到。总之，如果来关岛的话，就到处去转转吧，一些有趣的工艺品会让你心

情非常愉快。

   

2、购物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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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FS Galleria 免税店

号称全球最大的免税店，坐落在杜梦湾最热闹的欢乐岛特区，这里名品馆、流行馆、精品馆和化

妆品世界一应俱全。除了MiuMiu和Marni等少数品牌外，奢侈品牌基本到齐，而且很多店旗舰店

。LouisVuitton、Chanel、Gucci等几个品牌在300米之内盖了两家店。DFS Galleria除了是本地最大

的购物中心外，对游客也提供许多方便热情的服务。其中最值得称颂的就是在南大门设有一座全

关岛最大的Shuttle Bus站，这里聚集了全岛的交通巴士与重要的旅行社，如果不小心迷了路，不妨

回到这里寻找定位，一切都将迎刃而解。

地址：Pale San Vitores Road，Tumon，Guam

电话：（671）646-9640/9641

开放时间：10:00-23:00

官网：www.dfsgalleria.com

2、密克罗尼西亚购物中心（Micronesia Mall） 

(图片由网友 @冰上芭蕾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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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克罗尼西亚购物中心，共计两层楼，也是游客们采购的重点。一楼网罗了时尚服饰、鞋店珠宝

、休闲运动用品等精品名店，其中最知名的就属来自美国旧金山的Macy’s

百货，这里汇集了男女各式服饰与配件，其中包括CK Jeans、DKNY Jeans、Tommy、Hilfiger、Levi

's等各大美国流行品牌，如果选在特价期间，可是会有许多非常意想不到的优惠。以Levi's

501牛仔裤为例，就曾出现每条50美元的低价，而CK Jeans的卡其色外套也只要34.99美元。购物中

心的二楼，主要是室内游乐场、美食街、电影院等娱乐服务设施。这里的美食街也有相当丰富的

选择，不但有近20种中式、日式与美式快餐可以选择，且价格也算合理，麦当劳套餐平均在5~7美

元之间。此外，新秀丽（samsonite）的箱子长期打折出售，最低可在5折基础上再打85折，在关岛

购物过多的话，一定要到这里换一件大箱子！

地址：1088 West Marine Drive，Dededo, Guam

电话：（671）632-8881-5

开放时间：周一至六10:00~21:00，周日：10:00~18:00

官网：www.micronesiamall.com

3、关岛畅货中心

关岛畅货中心（Guam Premier Outlets,简称G.P.O.），集合了30多家深受大众喜爱的美国一线品牌

，以运动、休闲类为主。相同的商品平均比国内价格低三到五成，在充分享受了优惠的价格心满

意足之时，也可以顺便看一下挑高设计的粉色调楼层，更多清爽舒适。

Ross Dress For Less，里面出售各式男女服装、鞋子、皮件、床上用品、婴儿服装与旅行箱等，所

有商品依照尺寸大小分类，虽然价格从3折起跳非常诱人。很多游客都不禁“迷失”在茫茫的特价

商品中。

几家以Outlet为名的商店如FragranceOutlet、California LuggageOutlet、Resort WearOutlet、Watch

Outlet、Sunglass Outlet等的香水、旅行箱、眼镜、手表专卖店，店内集该商品各种品牌之大成，且

价格较其它地方便宜。另外，Premium Outlet旁有一个14厅的电影院，放映的电影与美国同步。

地址：199 Chalan San Antoni Road, Tamuning, Guam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10:00~21:00，周日：10:00~20:00

电话：（671）647-4032

传真：（671）647-4034

官网：www.gpogua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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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K-mart美式大卖场

K-mart是关岛最大的超市。K-Mart应有尽有，旅游纪念品和食品等是全岛最便宜的。这里充满了

关岛的生活气息，居民们多来光顾，进口的海鲜和牛肉价格与国内相差不大，还有很多可爱的小

饰品，适合送给小朋友。

K-Mart真的什么都有，从日常生活用品、衣服、化妆品、床上用品、儿童用品、玩具、厨房用品

、汽车用品、食品、医药及保健食品与书报杂志应有尽有，最值得一提的是，位于入门口的左侧

，特别规划成关岛纪念品区，几乎全关岛的各式纪念品，这里都可找到，需要馈赠亲友的游客，

不妨去瞧瞧。

地址：404 North Marine Drive, Tamuning,Guam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24小时营业

电话：（671）649-9878

传真：（671）649-9718

5、ABC便利商店

当走在热闹的杜梦湾区商圈与各大购物中心时，你会发现到处都有ABC

Store的踪迹；如果再细心观察，几乎人人手中都会提个ABC Store购物袋，不难想象ABC

Store受欢迎的程度了。

ABC Store发源于夏威夷，是一家纯日资经营的连锁商店，商品涵盖有食品、药妆用品、海滩用品

、T恤服饰、夏威夷豆与巧克力，到日本各类商品。所贩卖的商品类型与模式，近似屈臣氏，但

因比较精致，所以价位也偏高。

6、查莫洛村庄

如果你想体验关岛的地道风情，可以到位于哈加特纳 (Hagatna) 的查莫洛村庄购物。深具当地民俗

色彩的查莫洛村文化在关岛的进化史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是来关岛旅游观光去的土著圣地

。那儿的商店仍保留古西班牙市场的独特风貌，各类精致的地道手工艺品、珠宝首饰、新鲜的农

产品及稀有的古玩，令你应接不暇，不虚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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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不打怪兽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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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黑夜关岛 缤纷夜生活

   

1、沙堡秀

沙堡娱乐中心位于杜梦湾最热闹的购物大街上，是关岛最具规模、设备最齐全的表演场地，有525

个座位及太平洋地区最大的表演舞台。除了布置华丽的歌舞、中西结合的杂技表演外，沙堡的大

型魔术秀是主要卖点。魔术师、特技演员时刻与观众互动，所有精彩就在眼前，赠送每位客人一

杯饮料，精彩绝伦沙堡秀绝对会令观众不虚此行。看完秀后还可免费获得沙堡秀Disco入场券（只

限成人，请携带身份证件）。 

(图片由网友 @紫色韵味 提供)

地址：1199 Pale San Vitores Road，Tumon，Guan

电话：（671）64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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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671）646-9519

营业时间： 20:45~21:45（Disco营业至02:00）

官网：www.sandcastle.jp

费用：65-200美元（依表演及餐饮的不同而有差别）

   

2、赛狗

提起世界上著名的赌场，拉斯维加斯、澳门都是名列前茅的。但或许很少人知道，关岛也有赌场

，更让人瞠舌的是，关岛唯一官方认可的赌博场所竟是“赛狗场”。

关岛赛狗场是关岛夜间娱乐的项目之一。游客站在看台上，感受着远处吹来的清新的海风，观看

场上激烈的赛狗比赛，体验小赌一把的刺激经历，别有一番风情。

在下注之前，赌客可以参考赛狗场内的提供的狗经，包括专家的建议、狗的健康状况以及以往的

比赛记录，这一部分都有中文对照。场内的下注方法只有英日对照，但同时也设置了中文咨询窗

口。

地址：P.O.BOX 8002，Tamuning，Guam 96931

电话：（671）646-9700

开放时间：每天19:45开始第一场比赛，整晚共14场比赛，周三休息

门票：8美元，最低下注金额2美元

   

3、查莫洛夜市

平日安安静静的一号与四号公路交会处的那群矮红砖房社区，每逢星期三傍晚，仿佛被魔棒点了

一下似的，突然间就闹哄哄起来，传统查莫洛烤肉摊，各种纪念品店，各式的舞蹈及各路的人马

，全都聚集在一块，人挤人的程度，会让你真以为全关岛的人这会儿都到了这儿凑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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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冰上芭蕾 提供)

在这里，有当地最出名的小吃，如香味四溢的烧烤BBQ，也有当地主妇亲手烹调的卤味、牛肉干

，都令人垂涎三尺。还有不得不尝的Tuba（由椰子汁发酵而成），酸酸甜甜的口感，更能降火解

渴、帮助消化。除了美味小吃，夜市内还有许多纪念品店值得逛逛。这里的商品价格，可比杜梦

湾的要便宜不少。

村內有历史博物館、充满地方特色的民族手艺店等，当然小吃摊也是不可错过的美食，里面摆满

了关岛的甜点、自制巧克力、查莫洛红饭和其他菜色。其他摊位主要售卖当地的手工艺品、木雕

摆设、特色小饰物、不同大小的贝壳等，主办当局对市场的素质和定位下了不少功夫，规定摆卖

的商品最少要有50%是本地制品。

地址：169 West Marine Drive Agana, Guam

电话：+671-4750376～7

开放时间：每周三17:30～21:30

   

4、夕阳巡航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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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岛两大海湾亚加纳湾（Hagatna Bay）及杜梦湾（Tumon

Bay）有不少所谓的夕阳巡航晚宴（Sunset Cruise）活动，在傍晚时搭乘游船出海，船在海上轻微

起伏，吃着船上供应的查莫洛传统食物，喝着色彩鲜明、略含酒精的热带饮料，在微醺中看着夕

阳缓缓降至海平面下，海水一片橘亮金黄，浑身实在是舒服慵懒到了极点。 

(图片由网友 @伤心的咸蛋 提供)

美人鱼号夕阳巡航

真正51尺长的豪华游艇（Si Sirena）在关岛仅有两艘，而非市场搭乘的一般小游艇，游艇内部非常

宽敞，可以充分享受到上流大亨的气派。船由最美的游艇码头出海，此时船尾已经驻立着二根拖

钓竿，接着由最具经验的船长凭着老练的经验，带你前往追踪海豚的踪迹，看着海豚在船边嬉戏

跳跃。近午时分，船上也准备了现烤的B.B.Q，让你大饱口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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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费用：海豚追逐+浮潜+海钓，3小时。大人60美元，小孩（3-12岁）40美元；海豚追逐+浮潜+

午餐，3小时。大人69美元，小孩（3-12岁）40美元；出海看夕阳+鸡尾酒+小点心，1个多小时。

大人55美元，小孩（3-12岁）30美元；包船，深海大鱼拖钓，3小时，500美元。

地址：在Apra Harbor搭乘

电话：（671）646-1710，646-8331

网站：http/home.kimo.com.tw/tpejudy/

   

5、阿布根堡夜景 

沿着拉提石公园北边的东欧布莱恩大街（West O'Brien Drive）向西北方走就会来到这里。这里是

西班牙人为抵御查莫洛人（Chamorro）的攻击所建，可以看到三尊大炮的复制品，本尊则毁于发

生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时。白天来到阿布根瞭望台，可饱览整个亚加纳市中心、湾边海滩、游艇

码头，夕阳西下后，这儿的美景及星空更是情侣俯览夜景的最佳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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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玩在关岛 水上狂欢

关岛虽很小，玩的地方却不少。历史悠久的教堂，港口，钟楼；现代化的射击场；专业的美体spa

；种类多样的水上项目；让人欲罢不能的关岛美食；还有就是种类齐全的关岛免税店。这些都是

在关岛本岛上的游乐设施，但能玩的远不止这些，还有天上的和海下的。

   

1、水上活动

关岛水上活动十分丰富，包括出海赏豚、海底漫步、水上摩托车、海底摩托车、拖曳伞、香蕉船

等。熟悉的海滨俱乐部与度假胜地有：ABC海滨俱乐部、PIC太平洋度假村、可可岛等。

ABC海滩俱乐部（Alupang Beach Club）

活动：海豚追逐，香蕉船，钓鱼，浮潜等，有多种娱乐设施可免费使用，但需用电、汽、油的项

目要另收费。

地址：997 So. Marine Dr. Tamuning，GUAM96911

电话：（671）649-5200

官网：www.abcguam.com

营业时间： 8:30-16:00

参考价格：A. 海滩俱乐部+海豚之旅+深海浮潜+香蕉船+钓鱼+午餐 70美金/人

B. 海滩俱乐部+水上摩托车+拖曳伞+快速香蕉船+钓鱼+午餐 100美金/人

C. 海滩俱乐部+海豚之旅+水上摩托车+拖曳伞+钓鱼+香蕉船+午餐 145美金/人

儿童6-13岁50美金/人，2-5岁30美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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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不打怪兽 提供)

PIC太平洋岛度假村

无论是来此度蜜月的新婚夫妇、喜欢玩乐的年轻情侣，还是带一家老小来度假的亲子团或前来开

会的商务团，这里绝对是一个可以满足不同人需求的好地方。在这个关岛最著名的度假村中，娱

乐项目非常多元化。园内除水上乐园及潜水中心外，也有沙滩及球类中心共4个区域。值得一提的

是PIC的潜水泳池，泳池中设有真正的珊瑚礁，超过90多种多达2000条的热带鱼做“伴游”，而且

有专业教练在旁指导，保证绝对安全。乐园提供午餐，或午晚餐+表演秀的套餐服务。

地址：Tamuning. Gram 96931 USA

电话：（671）646-4997

传真：（671）648-2478

官网：www.pacificislandsclub.com

营业时间： 9:00-20:45

接车时间：每家酒店有固定的时间，凯悦接车时间是早上8点35分, Reef为早上8:25分,

Outrigger为8:25

回程：晚上8:45回程时，因会有大量游客需要接返各酒店，因此可能需要客人按秩序等候车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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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参考价格：全天活动含午餐及晚餐秀130美金/人（成人）；65美金/人（2-11岁儿童）

午餐时间：12:00-13：30，晚餐时间18:30-20:30

该餐须与PIC度假村“全天活动含午餐及晚餐秀”同时预定，即可在享受水上乐园精彩丰富的娱

乐项目同时，品尝丰盛自助午餐、自助晚餐及大型歌舞表演活动，同样是你此行不容错过的美食

+娱乐超级体验。

旅人提示：当你入驻PIC，在check in时会收到信封袋，里面装着村内设施图、毛巾卡，以及兼具

会员证明及房间钥匙的磁片卡（分成金卡和银卡）。要下水前请用毛巾卡向咨询台借用毛巾，至

于磁卡更得随身携带，在租借任何器材、上课时，以及用餐时都必须出示此卡。

2）磁卡不对外发行使用，如果不小心遗失，将会有补发费和餐费的产生。

3）除了Mandara spa、网路商业中心、房间冰箱内的饮食，以及个人在吧台、餐厅额外点的饮料，

需另行付费之外，金卡会员可以免费使用所有设施、学习各种课程，以及在六家餐厅享用美食，

至于夕阳烤肉大餐则需另外补足差额。银卡会员，则只能在蓝天自助餐厅享用早餐，其余全部和

金卡会员相同。

4）一日游会员需知：若房间住达90%满，PIC可临时决定当天不接受一日券会员。使用时间为9:00

-22:00，至于用餐时只能选用自助餐，另外，想参加村内的出海课程、水肺潜水课程也需额外付费

。

可可岛（Cocos Island）

在关岛西南端的村落，马利索的外海约4公里处，全长约1.4公里，宽仅250公尺的小岛。北侧有可

可岛泻湖的平静之海与白沙之海滩，南侧有外礁之波涛海浪语岩礁，为关岛之具对比景观的稀有

胜地，亦为海洋运动者之天堂。可浮潜、潜水、船钓、赏鲸豚、拖曳伞、香蕉船、风浪板、海底

漫步、水上摩托车等水域活动；如果不喜欢玩水，不妨到海边走走，度假村亦提供游岛行程、BB

Q等节目，或是坐在餐厅里喝着清凉饮料，享受海风徐徐的慵懒。

参考费用：一日游成人75美元，儿童30美元（2~11岁），有两个时段：08:00~17:00、10:00~18:00，

含午餐及海滩用具抵用券。

网址：http://www.gvb.com/cocopalm/

电话：(671) 649-5050

传真：(671) 649-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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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邮：baba@guamcell.net

泰山水上乐园

关岛最大的滑水乐园—泰山水上乐园（又名TARZA小野猫水上乐园），全岛唯一具有各式各样上

冲下滑滑水道的乐园。位在热闹的杜梦湾区中心地，但只要踏入这乐园就好像进入热带雨林围绕

的绿洲中般。这里有12条滑水道、流水泳池和可体验乘风破浪的滑水板专用水流滑水道等，是个

大人小孩都喜欢的乐园。推荐的是用强力水流从下往上冲、完全新感觉的Master Plaster滑水道，一

种前所未有的不可思议的感觉。玩完各项活动后，可到宛如私人海滩的Cago海滩作日光浴。当然

在此也可以用餐，一整天在此玩也不腻。

全日游：成人65美元，儿童40美元

半日游：成人50美元，儿童30美元

地址：Located at Guam Plaza Hotel in Tumon

电话：(671)646-9595

传真：(671)646-9596

电邮：qlruorud671@hotmail.com

鱼眼公园巡礼

鱼眼海洋公园的海底展望塔是关岛相当著名的景点，连接入口处与展望塔的那座细长的木桥被称

为情人桥。沿着280公尺长的栈桥漫步，就可以一边欣赏皮提湾（Piti Bay）洁净、零污染的美丽水

域与海湾风光，蓝天大海衬着桥上人来人往，不论在白天或是黄昏时分，都有一番特殊意境。展

望塔往水面下延伸10公尺，四周环绕着与真正潜艇无异的大型玻璃窗，共有16片方形窗及8个圆窗

，从每一个窗口都可观赏到色彩缤纷，种类多达500多种的热带鱼群，和各式各样的珊瑚，置身其

间如入海底龙宫。建议在天气晴朗的早晨时参观景观更佳，另外，也可以多多利用搭配了玻里尼

西亚式晚宴、观赏海豚、烤肉大餐等展望塔见习之旅。

网址：http://fisheyeguam.com

地址：818 NO. marine Corps Drive Piti, Gu96915

电话：475-7777

传真：472-7001

电邮：mail@fisheyegua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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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潜水

关岛是潜水度假天堂，这里超过 950 种明艳动人的珊瑚礁鱼类，400

种色彩缤纷、不受污染的珊瑚礁争奇斗艳的海洋生物，超过 1,400 种软件动物。在冬天与春天，可

于关岛中央海岸发现飞旋海豚的踪迹海水温暖，清澈透明，平均水温华氏 80 度，水中能见度超过

100 英尺罕见珍奇的船舰遗骸，全球唯一拥有一、二次世界大战战舰遗骸的地方。

关岛拥有全球最优秀的潜水从业者、专业潜水教练与指导员，关岛的潜水业者经验丰富且充满热

情，对观光潜水的地点与时间了如指掌。

参考价格：大人85美元，小孩不宜（12岁以上）

更多关岛潜水地点参见http://www.visitguam.org.tw/guamnet/diving/commend.aspx 

(图片由网友 @花惢大萝卜 提供)

关岛各大潜水胜地简介

A外围礁堡南岸

1）蓝洞The Blue 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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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罗特半岛，洞穴、海笞和鱼。

蓝洞是关岛最好的潜水胜地，这里有一个水深60尺的裂口，最深处可达130呎。在这里潜水，会令

你有如置身于梦幻世界中，因为暗礁里有鱼同行，像吞拿鱼、魟鱼等，有时还会遇到海豚和巨人

鲸；如果晚上到来，你可以欣赏到那些在暗处会自动发光的鱼种。

2）The Crevis

奥罗特半岛，深海处的海洋生物。

位于奥罗特半岛的深海海峡是很多鱼类和其它海洋生物的聚集处，也是关岛海域中水质最清澈的

地方，至此潜水，你可以观看缤纷的海底世界。许多潜水爱好者都喜欢以Crevice作为起点，然后

沿着海墙，再经过海葵生长处和那些深水鱼，最后在蓝洞上岸。

3）Shark Pit

奥罗特半岛，战争残骸和鱼群。

这个水深只有15尺的海域是个热门的垂钓之处，在这里，你会看到很多丢弃的钓竿，在海床中，

还会发现战争年代的沉船残骸。

4）Hap's Reef 哈普斯暗礁

阿加特湾，鱼和海葵。

哈普斯暗礁是关岛最独特的海底景点之一，位于Gaan

Point西北部，在这里，很多潜水者都爱带备食物，亲自饲喂那些五彩缤纷的热带鱼。

5）Gaan Point

阿加特湾，珊瑚礁和迷你墙。

The Gaan Point 是一处充满大型珊瑚礁和各种各类海葵的地方，另外，战争时期的一艘日本汽艇和

美国的水陆两用车都沉在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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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oral Gardens

Inner Anae Island，洞穴、珊瑚和鱼。

正如其名，这里是一个珊瑚花园，各式姿态、各种色彩的珊瑚给神秘的海底增添了迷人的风采，

除了珊瑚外， 闪亮的海底沙滩也别具风情。

7）Cocos Wall

可可岛外滩，海墙、海苔和海鱼

这是可可岛的外延伸处，在这里，你会发现深奥的海底世界是多么奇妙，各种海洋生物，尤其是

深红色的海。

B西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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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Piti Bomb Holes

珊瑚礁和喂鱼处。

位于深海暗礁群内有许多小洞口，洞内有许多如犹如绿松石般亮丽的石子，所以，很多潜水爱好

者和非潜水人士都喜到这来，用海底观察器从大一些的洞口处，窥探洞内的奇妙世界。

9）Hospital Point

Tamuning Cliffline，杜穋宁悬崖，海洋生物战场。

位于杜梦湾南部的杜穆宁悬崖也是海洋生物的聚集处，大大的吞拿鱼和一些金色的海洋生物星罗

棋布，为了争食，各类鱼儿大打出手，弱肉强食，弱者就成为强者的饵物。在阴暗处，可以见到

大量处于弱势的鲑鱼、鳗鱼等成群结队同行，以便互相保护。

10）杜梦湾

杜梦湾，热带鱼和珊瑚丛。

杜梦湾是一个天然水族馆，这里滋补着丰富的热带海洋生物，连一些稀有品种的鱼类，你都可以

在这里找到。

11）Gun Beach

杜梦湾以北，珊瑚和鱼。

海浪不急的时候，这是一处潜水和各类水上活动的好去处，许多潜水者喜欢从礁岩处下水，往南

方向游去，探索奇妙的珊瑚世界。

12）Double Reef

西北海岸，海豚、珊瑚和鱼。

这个海底世界除了缤纷的珊瑚、形状各异的沙石和各类鱼种外，最大特色是，你可以跟那一只只

可爱的海豚同游，近身观察这种人类海洋朋友的异动。

C阿普拉海港

13）Fingers Reef

近海口，珊瑚和鱼。

这是当地次知名的潜水胜地，也是海葵聚集地，大量的鱼种和珊瑚穿梭和错落于形状各异的礁石

间，一些当地潜水爱好者常常带食物来此喂鱼儿。

14）GabGab Beach

南海湾海滩，无脊椎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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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浅水滩总是给你带来惊喜，各式珊瑚和各类鱼种错落其中，令人目不暇给，在黄昏时分，你

更可以欣赏到成群结伴的鱿鱼和在礁石上爬行的小海龟，趣致可爱。

15） Western Shoals

近内海湾，缤纷珊瑚花园。

这是一个著名的海底景点，充斥着一堆海绵状植物，各类海产丰富，其中大片的海葵更令人流连

忘返。

16）American Tanker

Middle of Glass Breakwater，大型残骸坦克。

这个浅海处有一辆大型坦克，当年因为行速过急而开进了海中，你可以乘接驳船前往参观，也可

以从悬崖边上游泳过去，窥探个中奥秘。

17）Kitsugawa Maru

中海湾，保持完好的沉船。

在这里，你可以发现一艘垂直沉下的古船，其前舱和弹药均保持完好，船的桅杆和驾驶台由一堆

色彩斑斓的珊瑚掩盖。

18）Tokai Maru/SMS，Cormoran

南海湾，两艘德日沉船。

这个海底是唯一一处沉睡着两艘逾半个世纪沉船残骸的地方，分别是一艘德国轮船和日本货轮，

那是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落难者，其中日本货轮至今保持完整，潜水爱好者可以穿进货

轮内看个究竟。

关岛各大潜水店

关岛有多家专业的潜水店铺，所有店铺均有完善的潜水器材租借服务，并提供适合不同程度潜水

者的专业证书训练课程。训练课程以PADI及NAUI潜水证书课程为主，也有些店铺会提供IANTD

训练课程。此外，各大潜水店铺亦为顾客提供不论远近的免费酒店接送服务。

Aquatic Tours

地址：P.O. Box 24849 GMF, Guam 96921

电话：(671) 646-1696

传真：(671) 646-1620

Blue Ocean Inc. dba Real World D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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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P.O. Box 2800, Hagatna, Guam 96932

电话：(671) 472-0434

传真：(671) 472-0444

电邮：rwdolfin@ite.net

Channel International Corp. dba Channel Marine Center

地址：P.O. Box 315 909, Tamuning, Guam 96931

电话：(671) 649-6655

传真：(671) 649-5458

电邮：guamnakaji@aol.com

Coral Dive

地址：P.O. Box 12307, Tamuning, Guam 96931

电话：(671) 647-0690/0802

传真：(671) 647-0802

电邮：cpd@ite.net

Double Blue Underwater Photography

地址：790 North Marine Dr., Ste. 795 Upper Tumon, GU 96911

电话/传真：(671) 472-9870

电邮：doubleblue@kuentos.guam.net

网页：www.doubleblue.com

Fish Eye Diving Guam Inc

地址：818 North Marine Drive, Piti, Guam 96925

电话：(671) 475-7777

传真：(671) 472-7001

电邮：mail@fisheyeguam.com

网页：www.fisheyeguam.com

Gently Blue Scuba Diving

地址：Holiday Plaza Hotel #2103，1000 Pale San Vitores Road, Tumon, Guam 96911

电话：(671) 646-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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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671) 649-0833

电邮：guam@gentlyblue.com

网页：www.gentlyblue.com

Guam Tropical Dive Station

地址：P.O. Box 1649, Hagatna, Guam 96910

电话：(671) 477-2774/2843

传真：(671) 477-2775

电邮：gtds@ite.com

Marine World of Diving

地址：P.O. Box 6356, Tamuning, Guam 96931

电话：(671) 646-5990

传真：(671) 646-0798

Micronesian Divers Association Inc.

地址：856 North Marine Drive, Piti, Guam 96915

电话：(671) 472-6321

传真：(671) 477-6329

电邮：mda@mdaguam.com

Papalagi Diving

地址：901-C Pale San Vitores Road, Tumon, Guam 96911

电话：(671) 649-3483

传真：(671) 649-3498

Papalagi Guam Inc.

地址：108A Pla Marine, 193 Tumon In. Tamuning, Guam 96931

电话：(671) 649-3484

传真：(671) 649-3498

电邮：papalagi@ite.net

Paradise Aqua Corporation

地址：P.O. Box 5048, Agana, Guam 96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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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71) 472-1807

传真：(671) 472-1808

Pegasus Dive Charters

地址：112 Tumon Heights Rd. Tumon, Guam 96911

电话/传真：(671) 649-7506

电邮：sjb@ite.net

Professional Sports Divers of Guam

地址：P.O. Box 8630, Agat, Guam 96928

电话：(671) 565-3488

传真：(671) 565-3633

电邮：psdivers@kuentos.guam.net

网页：www.psdguam.com

Rainbow Dolphin and Diving

地址：P.O. Box 10417, Tamuning, Guam 96931

电话/传真：(671) 646-6743

电邮：rainbow@kuentos.guam.net

Real World Diving Company

地址：P.O. Box 2800, Agana, Guam 96932

电话：(671) 646-8903

传真：(671) 646-4957

电邮：rwdolfin@ite.net

网页：www.rwdiving.com

Scuba Company

地址：P.O. Box 11901, Tamuning, Guam 96931

电话：(671) 649-3369/4674

传真：(671) 649-3370

电邮：scubaco.ite.net

SNUBA Tours of Gu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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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P.O. Box 5407, Agana, Guam 96932

电话：(671) 482-8222

传真：(671) 646-9072

Sunset Surf Club

地址：P.O. Box 9310, Tamuning, Guam 96931

电话：(671) 649-2582

传真：(671) 646-7665

电邮：ssc@ite.net

Yoshida Int'l Ent. dba Aquatic Tours

地址：P.O. Box 24849, GMF, Guam 96921

电话：(671) 646-1696

传真：(671) 646-1620

   

3、小型飞机环岛飞行

从空中俯瞰关岛之美，可以尽览其海岸美景与不易到达的丛林美景，别有一番风味。不妨参加小

型飞机环岛行程。不仅可以鸟瞰全岛风光，还能实现当飞行员的梦想———亲自驾驶，当然身旁

有机师“督战”！

坐在主驾驶位置上感觉很爽（飞行员学驾驶时开的也是这种机型），美国机师则坐在副驾驶位置

上，他会大概告诉你如何操控速度、哪里掌控方向，两分钟后你便可以实操了。开动引擎，先调

整挡位，再将操纵杆拉向自己的身体，当时速达到60公里时，飞机便会离地，不断拉伸，飞机会

越飞越高⋯⋯天马行空的感觉简直妙不可言。

不能沾沾自喜，如果严格听从机师的指挥慢慢掌控方向，飞机便开始盘旋在关岛的上空。你可以

看到杜梦湾，也可以看到查莫洛村，甚至发现美军基地。经过20多分钟的飞行，飞机平稳地停在

停机坪上，一张写有你的名字、由关岛机场颁发的“飞行证书”将会递到你的面前。

小型飞机环岛飞行费用如下：

市区日间游览飞行时间25分钟，成人65美元，儿童35美元；

市区夜间游览飞行时间25分钟，成人85美元，儿童4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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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游览飞行时间45分钟，成人135美元，儿童75美元；

环岛一周游览飞行时间70分钟，成人70美元，儿童95美元。

旅人提示：

对于那些患有机械综合症的人，建议坐在后排乘客位置上，这样就可以一门心思地俯瞰大地了。

饱览风光之余，还可借此练习航拍技术呢。

   

4、潜水艇

在关岛不必潜水，就可以欣赏到水底的美景。亚特兰蒂斯潜水艇是知名的观光潜水艇，在南太平

洋上的夏威夷、西印度群岛、维京群岛等地都设有据点。关岛航线是由亚特兰蒂斯五号服役，每

次航行可搭乘51人（含两名正副驾驶），全长约19.5米，宽约4米，高约5.25米，总重量约80顿吨

。除了设有封闭水槽，以调整抗压、浮力等装置外，一旦螺旋动力停止，潜水艇便会自动浮上水

面，确保乘客的安全。

潜水艇在关岛中西部的Apra Harbor下潜，深度可达40米，由于下潜深度是一般潜水不容易达到的

深度，因此虽然不能直接接触到鱼，却可以透过直径0.64米的方窗，看到平时无法看到的海底景

观，如珊瑚岩壁，二次大战的沉船，沉船遗迹中穿梭的鱼群，以及海底随深度不同产生的光线变

化等。

通常情况时间，一天会有5班，而旺季期间下午会多开班次。

参考费用：大人82美元，小孩42美元（小孩4岁或身高91公分以上）

   

5、高尔夫

关岛拥有8座国际级的高尔夫球场，有的盘山而建、有的傍海而立、不论你是初学者，还是一心想

挑战高难度球场的好手，这里都让你尽享挥杆乐趣，并再创佳绩。徐徐海风，绿意盎然，碧海连

天，关岛一年四季气候宜人，提供给球友最舒适的打球环境。

不过若要说关岛最好也最具特色的高尔夫球场，就不能不提环山而建的里奥皇宫俱乐部度假村，

与沿太平洋而筑的曼吉罗高尔夫俱乐部。

曼吉罗高尔夫俱乐部（Mangilao Golf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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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紫色韵味 提供)

曼吉罗高尔夫俱乐部位于关岛中央东部海岸线，这是唯一沿太平洋修建的高尔夫球场，除了有跨

海湾的果岭设计，其建于断崖之上的俱乐部会所也提供俯瞰太平洋的绝佳视觉感受。球场18洞，

标准杆72杆，球道总长6904码。前九洞位于山区，后九洞沿海岸线而建，其中第12洞和13洞更是

跨海而设的魔鬼洞，只要挥杆不准、或是力道不够，小白球就会掉入太平洋，虽然难度极高，但

却是高尔夫球迷信众磨练球技的最佳球场。

电话：（671）734-1111/6/21

官网：www.mangilaogolf.com

邮箱：thrsv@mangilaogolf.com

费用：每场旺季190美金/人，淡季160美金/人

旅人提示：

一般而言，不接受个人电话预约，需通过PIC相关部门；不接受生手、陪走（不打球只是陪人前

来者），或者单独前来者，必须有两人以上的人一起来打球。

里奥皇宫俱乐部（leo palace resort）

里奥皇宫俱乐部度假村的高尔夫球场是关岛规模最大的高尔夫球场，其特色是由4个区域每区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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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的球场组成（共36洞），并以崎岖山地、陡峭山丘、深邃幽谷，构成一座充满刺激与挑战性的

球道；亚洲专业高尔夫球手协会首届锦标赛就在此举行。

地址：221 lake view drive yona，guam

电话：（671）417-0001

传真：（671）646-6038

官网：www.leopalaceresort.com

费用：每场淡季160美元/人，旺季200美元/人

旅人提示：一般而言，不接受个人电话预约，需通过Westin Hotel相关部门；不接受生手、陪走（

不打球只是陪人前来者），或者单独前来者，必须有两人以上的人一起来打球。

风谷乡村俱乐部（Windward Hills Country Club）

原名为 Takayama Golf Club，是关岛最古老和最具美国风格的共公高尔夫球场，于1951年开始启用

，有18个洞，72条标准杆。以家庭为主要服务对象，兼顾单身人土、夫妇和初学者。前9洞的设计

相对较易，后9洞对球手的挥杆技术要求高些。较著名的前洞是第4、5、6洞，后洞系列则是位于

山顶的第15洞，前者注重的是发球技巧，后者则考验球手的作战策略。

地址：Windward Hills, Yona, Guam 96914

电话：（671）789-1612

传真：（671）789-9422

电邮：whcc@guamcell.net

太平洋乡村俱乐部（Country Club of The Pacific）

1973

年成立的CCP无论是对关岛居民，还是外来游客来说，都是一个名气不小的高尔夫球场，由Kisho 

Kurokawa设计，共有18个洞和72条标准杆，位于关岛南部海岸线的山坡上，无论站在哪一个洞口

，都可以欣赏到太平洋美丽的海景，其中第 12 洞更被认为是最优美的位置，因为在这里，球场上

的绿茵跟蔚蓝的天空、湛蓝的大海构成一幅一览无余的天然美景，最容易令高球手们着迷。在CC

P挥杆，球手面对的难度除了那不时吹来的海风，最大特色是，从第5洞到第17洞的球道是一处轻

微斜下的坡道，沿途那一株株苍翠的棕榈树是高球手们不易克服的障碍。

网址：http://www.ccpguam.com

地址：215 CCP Lane Yona, Guam 96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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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71) 789-1361

传真：(671) 789-1496

电邮：ccp@ite.net

关岛国际乡村俱乐部Guam International Country Club

由Golfplan和Ayako Okamoto设计的关岛国际乡村俱乐部（GICC）是一个符合国际锦标赛规格的球

场，在这里挥杆的球手，在享受到关岛天然的热带风光之余，要面对的也是一场场刺激非常的赛

事。GICC共有18 洞，72条标准杆，其特色是，在6,000英亩的球道上尽是具策略性设计的沙坑、

池塘和果岭，每一个果岭对球手的推球技术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每一个洞都有自己的发球区

，令各程度的高球爱好者都可以因应技术程度来选择合适者。

地址：495 Batullo Street. Dededo Guam 96912

电话： (671) 632-4422

传真： (671) 632-4440

电邮地址： gicclub@netpci.com

Starts/Alta Guam Golf Resort

关岛第二大球场，提供高尔夫球、饭店住宿、三温暖、健身房以及卡拉OK等多元化的休闲娱乐服

务，获得美国高尔夫协会USGA认定的俱乐部之一。许多日本职业选手都曾在此打球，一展球技

。

网址： http://www.starts.co.jp/guam

地址： #2991 RT.3 NCS Road Dededo Guam 96929

电话：(671) 632-1111

传真：(671) 632-0361

电邮：sggr6@kuentos.guam.net

塔罗褔褔高尔夫球场Talofofo Golf Resort

由美国九位专业高尔夫球手联合设计的塔罗褔褔高尔夫球场景色壮观，是专为考验各个级别的高

球手的技巧而设的，其特色是，前9洞的球道较为平坦和宽广，由热带树林、花草和水池构成障碍

，其中第6洞被设计成一个小瀑布；但后面9洞则难度较高，球道经过的是森林和高山，其中第11

洞是一个由丛林和果岭组成的斜坡，而第15到17洞的途中经过的是椰子树，第18洞则是一段长长

的上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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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825 Route 4A, Talofofo, Guam 96930

电话：(671) 789-5555

传真：(671) 789-3333

电邮：tamotsu@talofofo.com

目标高尔夫球场（Target Golf）

目标高尔夫球场距离关岛国际机场只有两分钟的车程，若从杜梦酒店区驾车前往，也不过是5分钟

。这个球场是一个很好的休憩处和学习场所，每年365天皆开放，营业时间由上午8时半至晚上10

点。所以，晚上也可以享用。该球场有9个洞，3条标准杆，球道较短，主要是给初学者和小朋友

提供练习的场所，他们在这里可以学习到怎样推杆和劈起球等技巧。

地址：210 South Marine Drive, Tamuning Guam 96911

电话： (671) 646-9000

传真： (671) 646-8828

旅人提示：

每一个高尔夫球场离酒店只需20分钟内的车程，很多球场在假日时都容易给客人订满，需提前预

定。

   

6、实弹射击

关岛为美国属地，因此枪支开放，所以经常可见实弹射击场的踪迹，这对于平时没有机会接触实

弹射击的其他游客而言，实弹射击可谓是极具吸引力的冒险活动。

在关岛实弹射击场分为室内与户外两种，一般来说户外射击场散居在中南部，室内多集中在杜梦

湾区Pale San Vitores Road街道上。射击场通常有点22、点38、点45等多种枪支可供选择，建议初学

的女性选择点22，男性可尝试点38进行实弹射击。在进行射击前，教练会先做安全讲习，等大家

了解枪支的操作后，戴上耳机就可上膛进行射击。射击之后现场立刻记分，并可以索要靶纸留念

。

推荐：西部村实弹射击

地址：P.O.BOX HB,Hagatna，GUAM96932

电话：（671）646-8261

                                             86 / 111

mailto:tamotsu@talofofo.com


�������

关岛：婚礼圣地
官网：www.wppmedia.co.jp/gml/original/wfv

开放时间：10:00-22:00（年中无休）

费用：依所选的枪支不同，约25-95美金。

旅人点评：

这里与众不同的是，充满了浓浓的美国西部味道，从外面的玻璃窗就可以看见一辆西部远征时所

驾驶的马车，里面则陈列展售了许多与牛仔、印第安相关的各式各样纪念品，除此，还有一台机

器挺有趣，投两个25分的硬币之后，会把其中一个硬币压成Guam U.S.A的拓印纪念币出来。

这家射击馆非常注重安全，就射击位置的枪支，都会特别固定住，使得该把枪只能往前面准。射

击后，教练会帮你计分，再给你一张写着分数的证书，表现特好的人还有机会照张相，很骄傲的

贴在记录辉煌的墙上。上不了墙上的高手排行板，没关系，柜台前有免费照相区，你可以带上真

正印地安酋长的羽毛帽，或者超大西部牛仔帽，拿着枪装模作样一番，不射击，没关系，先拍张

西部沙龙照吧。

   

7、内陆探奇

关岛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岛上探险地比比皆是，除了各种各样的水上活动，你还可以体验丛林探险

的刺激。由火山喷发而成的关岛，内陆树木丛生，地面高低不平，置身其中，你会深感其荒凉。

岛上常会组织徒步旅行团或爵士舞party，你也可以干脆独自出游（但别忘了多带水）。游客最爱

去的地方是山洞和瀑布，要走捷径的话一般一至两个钟头就到了，再继续往前走，就走到深山去

了。坐落在岛中央的Sigua瀑布和Togcha Rver

George，是游客必游之地。如果你对关岛还是兴趣不减，密克罗尼西亚人山洞协会（Micronesian

Caver's Association）会带你到鲜为人知的山洞去参观，以避开游人群，因为假日里较为著名的山

洞常常是人山人海，无一令人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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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岛：婚礼圣地

(图片由网友 @冰上芭蕾 提供)

推荐：Fai Fai Powder Sand Beach

一家私人海滩俱乐部，Fai Fai，是查莫落语“丰富”的意思。这是一座设立在白色贝壳沙海滩边

的俱乐部，自行设计的游程，将带领游客穿越礁石海岸、进入钟乳石岩洞泡汤，在面包树、木瓜

树以及香蕉树等野生果树下中穿进穿出，全然野味却极有风味。

俱乐部现场不过是几座以水椰搭盖出的凉亭，极有查莫洛风味，来这里的游客，在主人的带领下

，先来段丛林及钟乳石洞的冒险，接着再依自己的喜好进行浮潜、潜水、独木舟等水上游戏。

费用：Fai Fai

Tour原始文化海滩之旅，含午餐及饭店接送，成人75美元/人；2-12岁得小孩35美元/人。

   

8、享受Spa

太平洋海域地区经营与兴建Spa的Mandara

Spa，因其全方位的服务与专业美容产品，目前为全亚洲最大的专业Spa业者。Mandara Spa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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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岛：婚礼圣地
的服务项目包括：整套的传统式按摩与西式按摩、花草浴、全套脸部保养、盐浴去角质、海草美

容、芳香疗法、手足保养、沙龙护发、以及不同成份的沐浴，包括牛乳浴、泥浴、及各式香精油

浴⋯等养生与美容服务，消费者可依需求与喜好，选择单项服务或套装组合。

自第一间Mandara Spa三年前在印尼开幕，至今Mandara

Spa在马来西亚与印尼共有12间直营的Mandara Spa，并同时在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夏威夷、拉

斯维加斯、塞班、关岛等地的饭店继续兴建全新的MandaraSpa。1999年，关岛已有位于日航酒店

、威西汀饭店、希尔顿饭店、太平洋岛渡假村、奥特瑞格饭店五间知名饭店的全新Mandara Spa开

幕启用，以提供消费者全方位的Spa服务。关岛的五间MandaraSpa均位于杜梦湾，每一处Spa都拥

有最优美的海洋或庭园景致，将关岛当地的自然景观，与专业的美容养生服务与休闲形态，做了

最完美的结合。

目前各Spa的开放时间为每日09:00-21:00，并有客房按摩服务，营业时间为每日21:00-01:00。

   

9、海底漫步

鱼眼公园之海底漫步（含浮潜）

在头顶上罩上一个打进空气的透明顶罩，然后沿船垂下梯子到6~10公尺的海底，不会游泳也看的

到鱼！头上罩着独特太空帽走入海底清澈的海中来一趟海底漫步，并喂食五颜六色热带鱼、观赏

美丽的珊瑚。不必穿潜水衣，也不用背氧气筒。任何人都可以是小美人鱼或海王子。这时如跟情

人手牵手一同漫步湛蓝的深海底、身旁有鱼儿悠游、色彩鲜艳珊瑚，犹如正在上演的一部浪漫爱

情电影情节。

参考费用：30分钟海底漫步费用包括浮潜，大人80美元，小孩70美元（8~11岁）；专人为你拍照

，照片一张15美元；拍摄影片，光碟一片150美元。

   

10、海底世界水族馆

海底世界水族馆是由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DFS免税店（Duty Free

Shop）出资，并由世界知名的USAT公司（U.S. Aquarium Team, Inc.）设计与建造。为一占地约5万

平方英尺，楼高4层的复合式水族馆，除1、2楼为海洋世界，展示多样化的海底动植物外，3、4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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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界知名的Sam Choy's餐厅，提供游客国际水准的餐饮服务。关岛的海底世界水族馆是世界上

最长的水族馆，隧道般的设计让鱼隔着高压玻璃在你上方及左右游动，穿越走道时仿佛在海底漫

步。 

(图片由网友 @伤心的咸蛋 提供)

水族馆仿真的海底景色相当逼真，尤其是飞机及沉船的残骸，让你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走到海底

去了。走道尽头搭电扶梯往上，两侧墙壁分隔成几个水族箱，里面是来自各国的珍稀海洋生物。

产于日本南岸的蜘蛛蟹大的惊人，最大的据说可到8公尺长。中央一水池养着海星及一些不知名海

底生物。一定不要错过了“沙鱼秀”，潜水员会用小鱼和蚌喂食大型鲨鱼，还会让大鱼翻过身躺

着吃。

费用：成人门票20美元，如需租耳机导览解说，日文版的租金是2美元；儿童（12岁以下）门票为

12美元，小孩的耳机导览解说日文版的租金是2美元。耳机导览解说目前只有三种语言可选择：英

文、日文和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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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岛：婚礼圣地
  

十、关岛住宿：甜美入梦

在关岛，完全不用担心住宿问题，这里的住宿设施应有尽有，你可以选择国际集团连锁式经营的

五星级豪华大酒店，也可以考虑比较经济的民宿旅馆。

关岛大部份的酒店都集中在杜梦湾沿海一带，你可俯瞰杜梦区一带的环礁湖全景、五彩缤纷的珊

瑚礁、广阔绵延的白沙滩及著名的情人崖。杜梦区内共有26间酒店，以五星级居多，附近的杜穆

宁区则有12间。全部离关岛国际机场只是数分钟的车程。

如果你想远离烦嚣，也可以选择位于亚加纳湾的关岛皇宫酒店﹑安华特沙湾酒店或关岛圣塔菲度

假饭店。这些酒店拥有其私人海滩，可以饱览关岛南面的怡人景致及欣赏夕阳西下的美景。如果

你是潜水或钓鱼热爱者，大可选择位于关岛南部阿卡特湾、距离潜水及钓鱼热点较近的阿斯顿海

湾酒店。至于高尔夫球热爱者，则可考虑高尔夫球场附近的艾尔特关岛度假酒店及里奥皇宫俱乐

部度假村。

   

1、太平洋岛度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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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210 San Vitores Road Tamuning, Guam 96911, USA

电话：(671) 646-9171

传真：(671) 648-2474

价格：单人房35美元；标准双人房371美元；三人套房473美元

交通：座落于风景宜人的南部海滩，距离机场只有五分钟的路程。

旅人点评：关岛著名的度假村，非常适合有小孩的家庭。度假村拥有私人海滩、查莫洛晚宴秀、

曼德拉SPA、儿童俱乐部。设施更是完善，有超过60种水陆休闲设施、50多位村内指导员及久负

盛名的人鱼共泳池，可以在此学习深潜、浮潜、风浪帆。值得一提的是游泳池中设有真正的珊瑚

礁，拥有超过90多种多达2000条的热带鱼，而且有专业教练从旁指导，保证绝对安全。度假村还

拥有七家五星级的各国料理。

餐厅：

Skylight：规模较大的自助式餐厅，提供每天不同的菜色，午、晚餐还免费提供酒水。

Hanaya：提供多种日式食品及拉面，另外还有炸蝦、生鱼片和铁板烧。

Toryo：提供正宗的川味中式美食，有炒面、炒饭等主食可以选择。

Bistro：提供意大利美食及美式西餐。

Cafe Rock n Roll：美式风味的摇滚餐厅，提供24小时快餐服务，崭新的空间令人耳目一新。

Pacifi Fantasies Dinner

Show：这是岛上规模最大的晚餐秀，游人可以一边欣赏查莫洛舞蹈，一边享用关岛美食。

Sunset Bar：可以在黄昏时在此享用自助式的BBQ烧烤。

娱乐：

儿童天地 Kid's Club

对于4-12岁的儿童而言，这里无非是一个欢乐的天堂，这里有各种儿童游乐设施，太小的孩子也

可以由家长陪伴。

开放时间：9:00-12:00；13:00-17:00

欢乐池 Game Pool

在欢乐池中常会听到此起彼伏的笑语，水中骑马打仗、水上篮球等活动丰富多彩。

人鱼泳池 Swim-thru Aquarium

这是全世界仅有的三座的人鱼泳池之一，水下美丽的珊瑚和漂亮的鱼群令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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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10:00-17:00

潜水中心 Scuba Center

这里提供完备的潜水课程，指导员会耐心为游人讲解在水下的注意事项。

开放时间：10:00-17:00

高尔夫推杆练习场 Putter Golf

位于棕榈树下的18洞高尔夫推杆练习场，可以尽享悠闲，6-12岁的儿童在大人的陪同下也可以进

入。

开放时间：9:00-22:30

沙滩排球场Beach Volleyball Court

游人可以参加度假村组织的沙滩排球赛。

   

2、关岛希尔顿度假酒店

地址：关岛塔穆宁村(Tamuning, Guam)

电话：001-671-646-1835

传真号码：001-671-646-6038

                                             93 / 111



�������

关岛：婚礼圣地
邮箱：Generalmanager.guam@hilton.com

官网：www.guam.hilton.com

价格：园景房779元；海景房1066元；豪华海景房1277元

旅人点评：该酒店在携程的评级虽为四星，但地理位置和房间、早餐的质量堪比五星。房间装潢

虽略显陈旧，但卧室和卫生间面积都够大，卫生间设施也干净、齐全。海景房阳台正对着杜梦湾

，风景相当怡人。出门也很方便，DFS有3号线巴士直达该酒店。

   

3、万豪度假酒店

地址：627B Pale San Vitores Road,Tumon, 96913 Guam

电话：（671）649-7827

传真：（671）646-9335

邮箱：Mhrs.gumrt.gms@marriotthotels.com

官网：www.mariotthotels.com

交通：机场班车服务，需预订，费用15美元（单程）；公共汽车服务，费用15.00美元（单程）；

预计出租车费用15美元（单程）

价格： 园景房（含早）779元，海景房（含早）1066元，豪华海景房1277元

旅人点评：2001年4月开幕的世界连锁五星级度假饭店，面临杜梦湾，离机场仅五分钟车程。拥有

436间豪华面海客房及阳台和私人沙滩，饭店内健身中心、水上活动中心、美容院、超音波按摩池

、商务中心等服务。此饭店各餐厅提供之餐食更居关岛之冠。紧邻PIC度假村及全美最大的K-MA

RT购物商场、TONY ROMAS肋排餐厅。

   

4、凯悦饭店

地址：1155 Pale San Vitores Road Tumon, Guam 96911, USA

电话：(671)647-1234

传真：(671)647-1235

邮箱：Mustafa@issa@hyattgua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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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网：www.hyattguam.com

价格：高级海景客房（5楼以下）1680元起；

高级海景客房（5楼以上）1930元起；豪华海景套房3770元起

旅人点评：该饭店距离机场车程10分钟，拥有455间客房，客房设施包括带高速因特网接入的独立

办公空间以及带柔软浴袍的豪华浴室。宽敞阳台则可观赏杜梦湾、酒店周边地区和水上乐园的迷

人景观。饭店同时拥有许多的休闲设施，包括150米海滩、三个游泳池和二个网球场以及儿童娱乐

设施。餐饮提供西餐、日式，有美容室、三温暖、游泳池、吧台，提供机场接送服务，可刷卡。3

座游泳池、二个floodlit 网球场

、健身房、撞球桌、电玩区、三温暖、Spa疗程、水上滑艇、独木舟、潜水及面海的教堂。

   

5、威士汀饭店

地址：105 Gun Beach Road Tumon, Guam 96911, USA

电话：（671）647-1020

传真：（671）647-0919

邮箱：westinguam@westin.com

官网：http://www.starwoodhotels.com/westin/index.html

价格：高级侧面海景客房1410元起；高级海景客房1650元起；豪华海景套房4540元起

旅人点评：位于杜梦湾上，拥有私人的海滩，21层楼高之豪华五星级度假饭店，包括面山及面海

房，共有426间房间，每间房间均附有阳台，提供禁烟客房、连接客房及无障碍设施客房等。其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体贴搭早班机前来，或者乘晚班机离境的旅客，该饭店不但可以提早che

ck in，还可以延迟check out。

   

6、珊瑚礁饭店

地址：1317 Pale San Vitores Road Tumon, Guam 96911, USA

电话：（671）646-6881

传真：（671）646-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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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岛：婚礼圣地
邮箱：executive@guamreef.com

官网：www.guamreef.com

价格：高级客房810元起；高级海景客房1040元起

旅人点评：左侧即是杜梦湾大街最热闹的中心，DFS 免税广场、欢乐岛、Hard Rock及许多精品店

均在此！游泳池最具特色，从窗内望去，泳池与碧海蓝天连成一片，令人想徜徉其中！460间房间

面海，每个房间外都各具一个热带海岛乐园景色。饭店设施有观海游泳池、网球场、池畔自助烧

烤、各国美食餐厅、酒吧及免税店等。

   

7、奥瑞格饭店

地址：1255 Pale San Vitores Road Tumon Bay, Guam 96911, USA

电话：（671）649-9000

传真：（671）647-9068

邮箱：hafaadai@outriggerguam.com

官网：www.outriggerguam.com

价格：高级海景客房1280元起，豪华海景套房3780元起

旅人点评：位于杜梦湾海滩前面，共有600间面海并附有阳台的客房，关岛最令人感到刺激的一家

度假村。特别是和Voyagers俱乐部互相合作连结，更提供了特别的服务及私密的空间。紧邻有免

税商店，附近更是有硬石餐厅、好莱坞星球餐厅、山姆乔伊夏威夷风味连锁餐厅以及沙堡秀场等

大型连锁餐厅方便用餐。在视听娱乐方面更是有游乐工厂、海底世界、曼达拉的美体SPA。

   

8、皇家兰花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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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花惢大萝卜 提供)

地址：626 Pale San Vitores Road Tumon, Guam 96911, USA

电话：（671）649-2000

传真：（671）649-3052

邮箱：Rgrennie@royalorchidguam.com

官网：www.royalorchidguam.com

价格：标准客房650元起；高级客房790元起；高级海景客房830元起

旅人点评：2000年新开幕的皇家兰花饭店，位于关岛最繁荣的杜梦湾，距行政、商业、购物及国

际机场，仅5分钟车程，饭店门口并有当地公车及免费接驳巴士往返机场、景点及购物中心，不论

观光或商务旅游皆十分便利。海景客房将迷人的杜梦湾景致尽收眼底！所有客房备有中央空调、

有线电视、付费电影、双线电话、冰箱、咖啡机、吹风机、数据机、语音留言信箱、干湿独立之

浴缸及淋浴间、个人沐浴卫生用品、闹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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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行程推荐

线路设计：

D1：ABC海滨俱乐部→情人崖

D2：鱼眼公园→西班牙广场→卡拉第石公园→关岛总督府→圣母玛利亚大教堂→自由女神像

D3：内陆探险

D4：高尔夫→亚特兰蒂斯潜水艇

D5：购物

行程安排：

D1：来关岛当然要玩水啦，第一目的地可先去海滩。

上午：关岛有ABC海滨俱乐部、PIC太平洋度假村、可可岛和泰山水上乐园。根据自己的喜好可自

行选择其一。详情请参见九（1）。

中午：乘坐班车回酒店用餐。

下午：4点左右乘酒店到情人崖的专线巴士。情人崖可是关岛非常有名的旅游胜地。赶到的时候，

正好可以看夕阳。站在情人崖上整个杜梦湾尽收眼底，夕阳下，杜梦湾镶着金色的光环，很是耀

眼，海天一线处，像油画里的一抹，别样的美。

晚上：看夕阳、吃BBQ，详细信息参见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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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亚加纳观光

上午：第一天玩完了水上运动，不妨体验一下鱼眼公园的海底漫步，别有一番滋味！

中午：到关岛有特色的餐厅，大快朵颐一番，参见六（1）。

下午：参观西班牙广场、卡拉第石公园、关岛总督府、圣母玛利亚大教堂、自由女神像等关岛著

名观光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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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参加夕阳巡航晚宴，搭乘游船出海，吃查莫洛传统食物，喝着色彩鲜明、略含酒精的热带

饮料，在微醉中看着夕阳缓缓降至海平面下。详情参见八（4）。

D3：内陆探险

关岛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岛上探险地比比皆是，除了各种各样的水上活动，你还可以体验丛林探险

的刺激。可以找相关俱乐部来安排，一般含午餐及饭店接送。详情参见九（7）。

晚上：逛逛关岛有名的查莫洛夜市，买一些当地有特色的工艺品。

D4：休闲之旅

上午：可以选择打高尔夫，关岛拥有8座国际级的高尔夫球场，不论你是初学者，还是一心想挑战

高难度球场的好手，这里都让你尽享挥杆乐趣。详情参见九（5）。

下午：害怕潜水的人不必潜水，也可以欣赏到水底的美景，那就是乘亚特兰蒂斯潜水艇，还可以

看到二次大战时的沉船。详情参见九（4）。

晚上：回酒店享受SPA。详情参见九（8）

D5：购物

上午：最后一天可以睡到自然醒，去关岛DFS血拼一番。详情参见七。

下午：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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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关岛“水晶”婚礼

无论你正在计划一生一次的婚礼和蜜月旅行，还是庆祝结婚周年纪念及二度蜜月，关岛独有的浪

漫氛围一定带给你难忘的美丽回忆。

   

1、婚礼服务社

关岛有数家婚姻服务社可提供完善的婚礼服务，不论是简单的结婚仪式，还是包括各种细节的大

型婚宴，如全套的化妆服务、场地布置、灵活的房车安排及豪华的接待服务等，都可全程包办。

婚礼套餐大约由500美元到4000美元，加多一点费用，你便可享用接待服务及蜜月套餐。

因为地利之便，关岛是仅次于夏威夷，日本人最喜欢的海外婚礼举行地。因为客户90%是日本人

，所以婚礼公司也大多是日本人开的，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家就是位于杜梦湾的渡边婚礼公司（Wa

tabe Wedding Company）。

地址：1411 Pale San Vitores Road Suite 301 Tumon Guam 96911

电话：（671）646-4100

营业时间：8:30-17:30

官网：www.watabewedding.co.jp/overseas/index_os.html

价格：依选择的教堂、个人特殊的需求，而有不同的收费金额。

更多婚礼公司可登陆关岛网管查询：http://www.visitguamusa.com.cn/wedding.php?lang=sc

   

2、关乎费用

关岛举行婚礼丰俭由人，有不同的结婚套餐可供参考，大家亦可根据个人的喜好加插其它项目，

例如特别一点的找旅行社安排到浪漫至极的情人崖举行婚礼也可以。一些著名的教堂于旅游旺季

非常旺场，因此一定要早早预订。

教堂结婚套餐收费：视乎所选酒店而定，比如Hyatt Hotel 1255美元，Nikko Hotel 1745美元，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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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酒店接送、机场税、新娘发型及化妆、教堂婚礼及长礼车接送、新娘捧花、婚礼纪念照片

、风琴演奏、神父主婚、公证、关岛政府牌照登记、关岛议员主婚、两名证婚人、美国关岛政府

签发结婚证明、5星级酒店蜜月烛光晚餐。

整体来说，婚礼套餐大约由500美元到4000美元之间，加多一点费用，你便可享用接待服务及蜜月

套餐。

   

3、结婚证书

在关岛也可以申请结婚证书，领取一张具法律效力的美国结婚证书，但过程繁琐且要求条件高，

可先在自己国家注册，再带同亲戚朋友到关岛举行隆重的结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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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结婚证书的政府机构及联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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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Revenue & Taxation

Government of Guam's General Licensing & Registration Branch

地址：P.O Box 23607 GMF, Guam 96921

电话：（671）475-1826-8

传真：（671）472-2643

电邮：rdsantos@mail.gov.gu

   

4、婚礼教堂一览

关岛很多著名酒店都设有独立小教堂，有欧式设计的，也有富当地特色的。

天使小教堂（chapel of angel） 

(图片由网友 @冰上芭蕾 提供)

这所屹立在情人崖的教堂是为了纪念着名情人崖背后一对查莫洛恋人的悲壮传说而设立的，浪漫

的爱情故事加上富异国情调的神秘气氛，令小教堂别具吸引力，且置身其中更可一览杜梦湾的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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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全貌。相对于关岛其它能容纳五六十宾客的教堂而言，这座教堂最多容纳二十位宾客，显得小

了点，但是对于宾客不多的国外恋人来说，这正节省了资源。

水晶教堂（Del’Anello）

位于里欧皇宫度假饭店（Leo Palace Resort）的Del’Anello 教堂，有近2000

粒大大小小的施华洛世奇（Swarovski) 水晶从天花板垂下来，加上海水的折射，令教堂内不断闪耀

着不同的颜色。就像童话世界一般。想象你的婚礼现场，有大串大串的水晶在你头顶狂闪，那会

多么美妙啊！此教堂还是偶像剧《恶作剧之吻》的取景地之一。

地址：221 Lake View Drive Yona，Guam

电话：（671）646-1835

传真：（671）646-6038

官网：www.leopalaceresort.com

价格：依选择的教堂、个人特殊的需求，而有不同的收费金额。

白色羽翼教堂（white arrow chapel） 

(图片由网友 @不打怪兽 提供)

白色羽翼教堂坐落在喜来登酒店，除了拥有酒店美丽的环境外，270度环海的景色及透亮的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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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将蓝天大海尽收眼帘，纯白的教堂内部更有高贵时尚的质感。台湾歌手组合5566的副团长王仁

甫和爱妻季芹就是在这里结婚的。而更令人惊喜的是当仪式结束，新人步出教堂之际，象征天使

的白色羽毛缓缓落下，给予新人最崇高的祝福。“当白色羽翼飘下的瞬间⋯⋯一段圣洁浪漫成真

”，“当丘比特的箭射中两人时，即是恋爱的开始。箭尾的2片白色羽毛随风飘舞。羽毛飘到了La

goon时，罗曼史即成了真实的爱。”

彩虹教堂（St Laguna Chapel） 

(图片由网友 @牛牛 提供)

又被称之为“海的教堂”，它是亚洲最具人气的婚礼堂，是偶像剧《恶作剧之吻II》及梁静茹MV

《小手拉大手》的婚礼场景拍摄地。位于关岛PIC太平洋度假村内，是关岛岛上第二座以婚礼村

为概念而设计的教堂。教堂是2006年9月才建造完成的，整体设计元素是水，教堂外部的基底和室

内都是纯白色，配上彩虹色的玻璃，使得整座教堂就像浮在水面上的一条彩虹一样，也象征着新

人由此走向美丽的天堂。

圣普罗帕斯教堂（St. Probus Holy Chapel）

又名“巨蛋教堂”，位于关岛杜梦湾西侧希尔顿酒店旁，5分钟路程。是一座由原木、大理石与玻

璃打造而成的温馨教堂。因大门设计为巨“蛋”造型，与“诞”生谐音相近，所以很受想早生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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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新人欢迎。圣普罗帕斯教堂是眺望关岛著名景点情人崖的绝佳观景胜地，共可容纳 60名宾客

一起观礼，更值得一提的是，教堂内舍弃传统的红毯，改成1万朵鹅黄色玫瑰铺底的玻璃走道，让

整个婚礼的进行充满了热情的海洋风。 

(图片由网友 @紫色韵味 提供)

为了不影响婚礼仪式的进行，也避免录影时摄入探头探脑的观光客，婚礼人员多半会在白色大礼

车驶入前清场。新人下车后，穿过花门进入教堂，由牧师证婚，结束后拉绳轻敲花钟，宣告幸福

的一刻。教堂右侧的蛋形亭，可让亲友在仪式后轻松享用饮料、美点或合影留念。

旅人提示：

这些婚礼教堂无不小巧精致，纯洁至美，唯一遗憾的是不向公众开放，所以你要目睹这种绝美，

就只有亲自来这举办婚礼，或者怂恿你的朋友来这举办婚礼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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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旅人提示

1、饮食

要对关岛餐厅的高昂价格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关岛本身没有什么农林渔牧产品，甚至连海鲜都

是进口的，价格昂贵也就情理之中了。

2、语言：

 

关岛以英语为官方语言，通用日语及查莫洛语（原住民语言）。目前关岛居民约为18万，查莫罗

人占40%，菲律宾人占30%，美国人只有15%，其他是日本人、韩国人及中国人。

3、“三少”与“三多”

关岛“三少”：人少，警察少，垃圾少；“三多”：绿色植物多，日本人多，雨多。随身携带雨

具很必要，防晒工具也必不可少。

4、风土人情

除了引人入胜的海滩、高雅时尚的酒店和物美价宜的商品，关岛独特的多元化文化也是吸引广大

游客的亮点。关岛几经侵略、战争、政府变更，但是仍保留了古老的传统文化和独特的风土人情

。在关岛，尊重老人和权威人物是核心理念。关岛人们对老人一般行鞠躬礼或吻手礼（右手）。

17世纪以来，天主教堂一直都是关岛人民的活动中心。婚礼、葬礼等典礼都遵循着西班牙风格，

而女士服装、关岛南部村庄的建筑风格也都透露出浓浓的西班牙风格。

5、音乐和舞蹈

音乐：

音乐是岛上居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关岛旅游业的火热发展，当地居民以更多精力

发扬传统文化艺术。关岛的传统音乐、舞蹈、民间艺术和手工艺如同明珠一般，又一次熠熠生辉

。

舞蹈：

关岛的舞蹈分别为查莫洛舞蹈、西班牙风味舞以及现代舞等，舞蹈背景可分为西班牙统治前后两

个时期，统治之前的舞蹈在表现古代的生活方式，多描述查莫洛与大自然之间的互动之美，或者

是说明子孙向前人继承土地和环境的舞蹈。

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之后，查莫洛族人的舞蹈则深受西班牙的影响，所以观众可以看到一

些西班牙舞蹈中会出现的服装，最明显的就是大圆裙、手拉裙角的动作。除此之外，在这些舞蹈

中，有一部分是根据传统的价值和风俗而来，其余则是根据一些传说而来。

查莫落人是关岛原住民，肤色黝黑，肌体强健。其祖先来自东南亚。查莫落男女演员以自己的舞

姿描绘了他们的劳作、风俗与奔放的快乐。女演员手肢柔软、腰部灵活，鲜艳舞裙下的种种曼妙

令人激赏。

而男演员的火把舞，简直就是火的魔术。4根火炬可以用双手和双腿玩出无数花样。扔、抛、转、

滚，在水池的映衬下璀璨一片，与酒店闪亮的灯光交相辉映，更是一个惊艳的高潮。除了关岛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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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外，舞蹈秀还容纳了大溪地、萨摩亚、纽西兰、夏威夷的传统舞蹈。

6、节日风俗

1月1日：新年

1月第三个周一：马丁路德金恩生日

2月第三个周一：总统日 

3月第一个周一 ：关岛发现日

复活节前的周五（于3月或4月）：周五佳节 

5月最后一个周一：战士纪念日

7月4日：美国独立纪念日 

7月21日：关岛自由日

9月第一个周一：劳工节 

10月第二个周一：哥伦比亚日

11月11日：退伍军人日 

11月第四个周四：感恩节

12月8日：卡美琳女士纪念日 

12月25日：圣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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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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