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塞班岛：度假天堂

                                                 1 / 57



�������

塞班岛：度假天堂
　

塞班岛：度假天堂
　

关岛，天宁岛，海岛，军舰岛，蓝洞，北马里亚纳，密克罗尼西亚

　

封面 .............................................. 1

一、塞班岛概述 ...................................... 5

二、行前准备 ....................................... 7

1、熟悉塞班岛的位置 ................................. 7

2、签证 ........................................... 7

3、货币 .......................................... 12

4、通讯 .......................................... 14

5、着装建议 ...................................... 14

三、在塞班岛不可不做的N件事 ......................... 16

1、潜入海底—找寻那不一样的宁静和自由 .................. 16

2、开着敞篷越野吉普车进行环岛探险 ..................... 17

3、我的小飞机，我的天空—圆梦在塞班 .................... 17

4、做一次成龙—从2400米的飞机上一跃而下 ................. 18

5、世界五大自然奇迹之一喷水海岸 ....................... 19

6、蓝色的云，白色的沙—感受人与动物之间那份和谐 .......... 20

7、拖着鱼竿疯跑的鲨鱼 ............................... 21

8、寻各国美食，逛查莫洛夜市 .......................... 22

9、“炸不沉”的“军舰”—找寻属于自己的快乐 ............. 23

10、享受浪漫而惬意的夕阳巡航晚宴 ...................... 24

四、塞班岛上重要的景点 .............................. 26
1、北马里亚纳群岛历史文化博物馆（CNMI Museum History and

Culture） ......................................... 26

                                                 2 / 57



�������

塞班岛：度假天堂
2、卡梅尔山天主教大教堂（Mt . Camel C athedral） ............ 27

3、日军最后司令部遗址(Last Command Post) ................. 28

4、塞班岛美国纪念公园（American Memorial Park） ............ 28

5、踏破潮山（Mountain Tapochau） ....................... 29

6、塞班岛圣母庙(Our Lady of Lourdes Shrine) ................. 30

7、鸟岛(Bird Island) .................................. 31

8、军舰岛(Managaha Island) ............................ 31

9、万岁崖(Banzai Cliff) ................................ 32

10、蓝洞（Grotto） .................................. 33

11、自杀崖（Suicide Cliff） ............................. 34

12、麦克海滩（Micro Beach） ........................... 34

五、塞班岛周边的景点—天宁岛 ......................... 36
1、喷水海岸(Blow Hole) ............................... 36

2、塔家屋(Taga House) ............................... 36

3、丘鲁海滩(Chulu Beach) ............................. 37

4、塔家海滩（Techonga Beach) .......................... 38

六、塞班岛的美食 ................................... 39

七、塞班岛上的购物 ................................. 41

1、塞班岛免税店(DFS) ............................... 41

2、哈发代大超市 ................................... 43

3、ABC商店（ABC Store） ............................. 44

4、9922商店 ....................................... 44

八、塞班岛酒店住宿 ................................. 46

1、格兰酒店(Grand Hotel) ............................. 46

2、悦泰酒店（Fiesta Resort and Spa) ....................... 47

3、凯悦酒店(Hyatt Hotel) .............................. 48

4、世界酒店（World Resort） ........................... 49

5、清泉度假村(AQUA RESORT CLUB SAIPAN) ............... 49

                                                 3 / 57



�������

塞班岛：度假天堂
6、天宁王朝大酒店和赌场（Tinian Dynasty Hotel and Casino） ...... 49

九、塞班岛上的交通 ................................. 52

十、旅人行程推荐 ................................... 53
1、三天简单行程推荐 ................................ 53

2、塞班岛标准6日行程 ............................... 53

十一、旅人特别提示 ................................. 55

1、入境须知 ...................................... 55

2、生活须知 ...................................... 55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 56

封底 ............................................. 57

                                                 4 / 57



�������

塞班岛：度假天堂
  

一、塞班岛概述

　

　　有这么一个小岛，它被称为“西太平洋上的明珠”，身在那里就犹如置身于天堂，它的名字

叫塞班岛。塞班岛是北马里亚纳群岛的首府，位于菲律宾海和太平洋之间。北马里亚纳群岛为美

国的海外领地，由15个岛屿组成，与位于其南部的关岛同属于这15个岛屿中的一部分。

 　　塞班岛就如一个风情万种的佳人，每年吸引着全世界数以万计的游客来这里游玩。玻璃般

的海水，妩媚动人的密克罗尼西亚女郎与土风舞，以及浪漫而令人兴奋的沙滩烧烤PARTY无不让

游客兴奋异常。这里还有世界级的购物、餐饮、观光、各种娱乐活动，游人在这里一定都可以找

到那属于自己的快乐。

　　塞班岛还是一个多元文化汇集的地方，结合了美国的基督文化，西班牙影响下的天主文化及

当地原住民的查莫鲁传统文化。多种文化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现代塞班所特有的文化。

　　岛上有常驻居民5万人，其中中国人就占了1万人，正是因为这里有众多的中国人，所以中国

的食品、饭店、商店遍布全岛，给中国游客的居住、饮食带来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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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旅游时间：

塞班岛属于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全年平均气温在29度左右，而且一年之中温差较小，7月到11月是

雨季，12月到6月是旱季。旱季时几乎不下雨，雨季下雨但很快会停。塞班岛一年四季都适合旅游

，尤以11月至第二年6月为最佳。但每年的8月至10月为塞班岛的台风季，出游还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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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熟悉塞班岛的位置

　　

北马里亚纳群岛区域地图

　　塞班岛（Saipan Island）是北马里亚纳联邦(CNMI)的首府，位于东经145度，北纬15度的太平

洋西部，菲律宾海与太平洋之间，西南面临菲律宾海，东北面临太平洋。

   

2、签证

　　近年来去塞班岛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那里正逐渐成为中国游客新的热门旅游目的地。这

与塞班岛所在的北马里亚纳群岛对中国部分公民施行的免签政策分不开。虽然说是部分中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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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要求也是很容易达到的，具体要求如下：

　　1）拥有有效期为180天或以上的中国护照（由回程日期计起）。

　　2）持有已确定座位的往返机票，且返程日期必须是入境日期起45天之内。

　　3）需是个人前往北马里亚纳群岛从事商务活动和旅游的，且停留时间不得超过45天。

　　同时达到以上三条并决定去塞班岛的游客，还需要准备两张表格填好，在塞班岛入关的时候

交给当地海关人员。这两张表格分别是I-736和I-94表格。

　　I-736表格也被称为“关岛和塞班岛（CNMI)免签申请表”，可以在美国海关和边境保卫局的

网站下载，简体版下载网址链接是：　http://forms.cbp.gov/pdf/CBP_Form_I736_simp_chine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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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736表格截图

　　I-94 表格就是“美国出入境申报表”但它只能是航空公司在飞机上为乘客提供或者到达美国

塞班岛后在入境大厅取得（此表格网上无法下载）。 

Ｉ－９４表格截图

　　如果听了以上介绍还有什么不明白，可以直接联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进行咨询：

　　美国驻北京大使馆

　　电话：（86-10）6532-3431（总机）

　　地址：北京朝阳区秀水北街3号

　　邮编：100600

　　网址：http://www.usembassy-china.org.cn/chinese/

　　领区：北京，新疆，青海，甘肃，陕西，山西，内蒙古，河北，河南，山东，湖北，湖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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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美国驻广州大使馆

　　电话：86-20-8188-8911

　　传真：86-20-8186-4001

　　地址：广州市流花路中国大酒店14层

　　邮编：510015

　　电子邮件：OGuangzh@doc.gov

　　领区：福建，广东，海南，广西。

　　美国驻上海大使馆

　　电话：（86-21）6433-1681（直线）；（86-21）6433-6880（总机）；传真：（86-21）6433-157

6

　　地址：上海淮海中路1469号

　　邮编：200031

　　网址：http://www.usembassy-china.org.cn/consulates/shanghai/index.html

　　领区：浙江，江苏，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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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关入境卡

　　美国驻沈阳大使馆

　　电话：（86-24）2322-1198

　　传真：（86-24）2322-2374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四纬路52号

　　邮编：110003

　　网址：http://www.usembassy-china.org.cn/consulates/shenyang/index.html

　　领区：辽宁，吉林，黑龙江。

　　美国驻成都大使馆

　　电话：（86-28）558-3992

　　传真：（86-28）558-9221

　　地址：成都领事馆路4号

　　邮编：61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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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http://www.usembassy-china.org.cn/consulates/chengdu/index.html

　　领区：贵州，四川，云南，西藏，重庆。

　　美国驻香港大使馆

　　电话：（852）2523-9011

　　传真：（852）2845-1598

　　地址：香港花园道二十六号

　　网址：http://www.usconsulate.org.hk/

　　旅人提示：在塞班岛入境时，当地的海关会在护照上钉上一张白卡，当离开时会被撕下来。

   

3、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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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通用货币为美元。出国前，最好提前在国内的银行兑换，也可以以在当地的银行以及机

场兑换所、酒店、免税店内兑换。大部分游客经常去的消费场所和商店都可以使用信用卡和带有

银联标志的中国银行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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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班岛银行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四10:00-15:00,周五10:00-17:00，周六周日都休息。

   

4、通讯

　　塞班岛的电话系统已并入美国电话系统网中，所使用国家区号和美国相同，而当地的地区编

号是670。游客可以使用酒店里的电话或者公用电话进行岛内通话，每次按35美分计算，通话时间

不受限制。

　　游客如果需要和国内联系，也可以在当地买一种叫Verizon的电话卡（相当于国内的IP卡）。

这种电话卡5美元可以往国内打180分钟电话。

　　如果中国手机开通了全球漫游业务，在塞班岛上是可以接打电话的，但有时候信号不是很稳

定。在塞班岛用中国移动手机拨打国内的费用为8.99元/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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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着装建议

　　塞班岛常年为亚热带海洋气候，气候比较炎热，穿着舒适的短袖衫以及短裤、便鞋或者凉鞋

即可，夜间加件薄外套。遮阳帽、太阳眼镜，防晒物品为必备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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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塞班岛不可不做的N件事

   

1、潜入海底—找寻那不一样的宁静和自由

　　塞班岛和天宁岛是潜水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潜水爱好者可以在“蓝洞”、西海岸的珊瑚内

海、东海岸的Laolaobay 海滩玩的非常开心。 

　　塞班岛和天宁岛那清澈透明的海水，因为阳光的反射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颜色变得绚丽多彩，

时不时的还会有各种形状不一样的热带鱼在潜水者的身边穿行，它们有时旁若无人地从你身边直

行而过，有时如同被催眠了一般，整齐地停在“半空”。再加上各种美丽的珊瑚作为点缀，这一

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而又充满自由。

　　旅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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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初级体验70-75美元/人

       2）有牌照的话可以选择潜水套餐，选择2-3个不同的潜水点，并提供2-3瓶氧气，

只需要100美元。

   

2、开着敞篷越野吉普车进行环岛探险

　　在塞班岛开着敞篷越野吉普车进行环岛观光、丛林探险，实在是一件彰显自由个性的事情。

塞班岛的天是透彻的蓝、云似棉花糖、海是翡翠一样的绿，这里没有塞车、没有限速、没有烦恼

，一路果实累累的椰林、一路火红的凤凰树、一路上看不到警察，只有欣喜和无限遐想。 

　　旅人提示：

　　1）如果想体验这样的旅行，请记得带上中国驾照。（中国驾照在塞班岛可以使用）

　　2）小车 70美元/天，美国JEEP 105-110美元/天。摩托车45美元/天。

　　3）如果是在天宁岛，半天租车足够，35美元/半天。

   

3、我的小飞机，我的天空—圆梦在塞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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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你看过哈里森�福特主演的那部《六天六夜》吗？是不是对篇中主角可以驾驶自己的

飞机羡慕不已？在天宁岛只需90美元即可实现你驾驶飞机的梦想，有专门教练的培训和全程陪伴

，飞机就能在你的操控下上升、转弯、下降，在空中自由驾驶15分钟。除了在空中鸟瞰塞班岛、

天宁岛风光，还将得到教练亲笔签发的驾驶证书。这种体验会让很多人终身难忘的，因为这种天

空任我飞的机会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碰到的。

   

4、做一次成龙—从2400米的飞机上一跃而下

　　中国电影中，成龙经常玩惊险的演技，在塞班岛我们普通人也可以做一回成龙，玩一次高空

特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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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世界上少有的娱乐项目—双人跳伞。游人在接受简单的训练课程后，将乘坐小型飞机

在空中盘旋浏览空中美景，飞上8000英尺（约2400米）的高空，一跃而下，并以200公里/小时的速

度自由降落，总共用时大概５分钟。这5分钟在蓝天中翱翔的新奇体验，会让每一个人兴奋不已，

随行的专员还会拍下完整的精彩过程，同时颁发一份跳伞证书作为永久的纪念。

　　旅人提示：

　　1）游客必须年满18周岁，体重不能超过95公斤。

　　2）此项目的价格为259美元/人

   

5、世界五大自然奇迹之一喷水海岸

　　被誉为世界五大自然奇迹之一的喷水海岸，绚丽多彩，非常的雄伟，是天宁岛上最为壮观的

奇景。这个喷水海岸是千百万年海浪对岸边岩石的不断冲击，使岩石形成一个具大的洞，在海水

强烈的冲击之下，海水由岩石顶部的小洞口喷出，尤如虎啸般之振憾，鲸吞着太平洋中的海水，

直冲云霄，喷水洞澎湃的气势，堪称世界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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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位于天宁岛东南部

　　旅人提示：

海滩上的礁石异常锋利，千万别穿底太软的鞋。也不要太靠近，小心喷出的潮水会溅湿身上。

   

6、蓝色的云，白色的沙—感受人与动物之间那份和谐

　　鸟岛位于塞班岛的北部，由石灰岩构成，因栖息众多的鸟类而得名。岛屿虽然不大，但给鸟

类提供了充分的生存空间，岛上密密麻麻地聚集着上百种的鸟类，这些鸟有的在玩耍，有的在展

翅，有的在打盹，小鸟在学步，“咿咿啊啊”的鸟叫声与海浪拍打悬崖的声音演奏着交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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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潮时，鸟岛就像是一座海上孤岛，退潮时和本岛相连，阳光照射下整座岛闪闪发亮。旅客

可以在退潮时来这里赏鸟，近距离观看海鸟们的可爱模样。

　　岛上也有望远镜可供赏鸟，0.5美元可以使用2分钟，鸟岛宛如一块与世隔绝的绿翡翠，是每

个来塞班岛游客的必游之地。

   

7、拖着鱼竿疯跑的鲨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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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马里亚纳群岛，垂钓是件刺激而惊险的运动，各种海鱼争先恐后地以生命为代价锤炼你

的技术、考验你的体能，也许上一分钟你还在为刚刚钓到的石斑鱼兴奋不已，而下一分钟就会为

那条拖着鱼竿疯跑的鲨鱼而大声尖叫了。这里一年四季都适合垂钓，有蓝色马林鱼、西班牙鲭鱼

、金枪鱼、飞鱼和鲶鱼等等。在天宁岛和罗塔岛还盛行悬崖垂钓，坐在高高的悬崖之上，单是景

色就足以宜人，更何况还有未知而充满刺激的快乐频频上钩呢？

　　旅人提示：海上垂钓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深海垂钓，4人2个小时250美元；另一种是深海托钓

，4人2个小时495美元。而悬崖垂钓 65美元/人，也是限定2小时。

   

8、寻各国美食，逛查莫洛夜市

　　在塞班岛有一项必不可少的夜生活活动，就是逛位于市中心繁华区的悦泰酒店和凯悦酒店前

的查莫洛夜市。这里每到傍晚便会红灯高悬，那香气四溢的美食引得各国食客们如扑灯飞蛾般聚

来，在这里游客可以吃到几乎所有太平洋区域的风味美食：菲律宾的、日式的、泰国的、韩国的

、中国的⋯就连五星级酒店看到这些也不甘寂寞，来到街上摆摊。除此之外还有当地各种奇形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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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的传统料理，像烤乳猪、生鱼刺身、椰汁虾等。游人在街市的小广场上还会看到一大帮身姿曼

妙的女郎表演颇具密克罗尼西亚风格的草裙舞。

   

9、“炸不沉”的“军舰”—找寻属于自己的快乐

　　游人在塞班岛码头搭乘快艇，大概需要10分钟的功夫就到达位于塞班岛西海岸最优美的海滩

—军舰岛，那里的海滩又被成为全世界最美丽的海滩之一，有小马尔代夫之称。这个美丽的小岛

周长不足两公里。说起小岛名字的由来，还有一段不得不提的故事。在二战时，有一次美军的轰

炸机分队执行夜间任务，误把这个小岛当作一艘日本军舰，为了炸毁这所谓的“军舰”，美军的

轰炸机扔了无数的炸弹，直到天亮，他们才发现这“炸不沉”的“军舰”原来是一个小岛。从此

这个小岛有了新的名字—军舰岛。 

远观军舰岛

　　整个军舰岛被银白色的沙滩所围绕，外围布满珊瑚礁的海水经过阳光折射，变换着7种美妙的

色彩。海水中浪漫的情侣在嬉戏、温馨的一家三口与鱼共舞，还时常有最性感的比基尼美女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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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肩而过。香蕉船、摩托艇、快艇、浮潜、深潜、高空拖拽伞等等活动应有尽有。每年有无数的

人登陆军舰岛，找寻那属于自己的快乐。

　　旅人提示：

　　1）军舰岛的高空拖拽伞非常刺激，大概65美元

　　2）不管男士、女士都需要抹防晒霜，以免晒伤。

　　3）可以带点小香肠，撵碎喂小鱼。

   

10、享受浪漫而惬意的夕阳巡航晚宴

　　在塞班岛可以登上当地夕阳号游船，享受一次浪漫而充满惬意的船上晚餐。这艘游船每天下

午6点从塞班岛码头起航，游人一边追着彩霞赶着日落，一边在太平洋辽阔的海面上享用查莫洛料

理及烧烤大餐，并欣赏乐队演唱的经典英文歌曲、中文歌曲、日文歌曲、韩文歌曲。 

　　同时游人还可以尽情的在游船甲板上拍照，当晚霞、大海和镶了金边的云朵同时出现的时候

，那是何等幸福的一件事情。在船上另外一件重要的活动就是晚饭后的夕阳舞会派对，在落日的

余晖中，在欢乐的乐曲里、在宽阔的太平洋上，一切都显得那么诗情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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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人提示：

　　1）成人：55美元/人 儿童40美元/人

　　2）当天过生日的朋友，会收到船长亲自送来的生日蛋糕，并接受全船人的祝福和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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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塞班岛上重要的景点

塞班岛上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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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马里亚纳群岛历史文化博物馆（CNMI Museum History and Culture）

　　北马博物馆是1926年把日本医院的建筑物改建而成的迷你博物馆，位于砂糖王公园的正对面

。这里展示着从史前时代到西班牙统治时代、德国统治时代、日本统治时代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到

现在的生动及丰富多样的历史遗物。 

北马里亚纳群岛历史文化博物馆

　　按照年代顺序展示，可以一目了然北马里亚纳群岛的过去和现在。最有代表性的收集是从163

8年开始的西班牙大型帆船的残骸征收品及1819年开始的到北马里亚纳群岛探险的法国远征队的历

史，像真实的说明图一样摆在游客的面前。

   

2、卡梅尔山天主教大教堂（Mt . Camel C athedral）

　　大教堂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在多年历史发展中成了塞班岛居民们精神上的支

柱。西班牙风格的建筑与塞班岛美丽的自然环境相融合给游客非常深刻的印象。大教堂由郊区共

同体来管理，现在建筑物保存的非常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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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海滩路

   

3、日军最后司令部遗址(Last Command Post)

　　日军最后司令部位于塞班岛北端，朝鲜和平纪念馆旁，是1944年6月15日日本军与关岛登陆的

美军做对抗的最后司令部。这是个像被刀切开而形成的天然洞穴，因外部的样子很有特色，所以

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认出来。周围满是当时战争时使用过的枪支、坦克、地雷等战争遗物，还有

自然石灰岩所形成的要塞。

　　另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投放到日本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就是在这里被装载

到B29轰炸机上的。

　　地址：位于塞班岛北端，朝鲜和平纪念馆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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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塞班岛美国纪念公园（American Memorial Park）

　　美国纪念公园是1994年建成的，是一个位于加拉班地区的大型公园，为了纪念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中牺牲的塞班岛军人而修建。这个公园还为游客提供游泳、风帆冲浪、汽艇、散步、网球场

等各种娱乐及运动设施。在公园中央以蔚蓝的天空为背景竖立着国旗及纪念塔。公园里还有25种

不同的低湿地及红树林。

   

5、踏破潮山（Mountain Tapoch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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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山海拔为473米，位于塞班岛中央处的踏破潮山是塞班岛的最高峰，站在山顶，游人可以看

到360度的海岛全景。从山上不但可以一览整个塞班岛，还能看到在山上竖立着用木头做的大十字

架，以及俯瞰这个塞班岛的巨大耶稣像。

   

6、塞班岛圣母庙(Our Lady of Lourdes Shrine)

　　塞班岛上的圣母玛利亚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由As Teo地区的Borja家族为了感谢在1944

年6月15日到7月9日发生的塞班战争中的遇难者和幸存者而建立的。每年2月11日在这里举行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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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在这个反映了定居和融和的文化活动中有很多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参加。在圣母玛利亚

像旁边有传说喝了便可治疗百病的自然泉水，这个泉水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和安置圣母玛利亚像

的法国卢尔德地区的洞穴很相似。因这里是圣地，所以游客来参观这里不能破坏和污染周围的环

境。

   

7、鸟岛(Bird Island)

　　鸟岛是塞班岛最著名的风景名胜之一，坐落在塞班岛东北海岸。因其受海风的侵蚀，岛屿的

岩石行成了独特的缺口。这个饱受海风侵蚀的小岛被散落在海里的暗礁、珊瑚礁及白色的沙滩同

塞班岛分隔开。在远古时代，查莫洛人在这个地区组建了几个村落，毫无疑问这些村落是有效的

利用了鸟岛周围的礁湖及暗礁。现在在此类村落地区还时有发现残留的石器及破碎的陶器。

　　鸟岛虽然不大，但它上面却有上百种鸟类歇息，涨潮时鸟岛就像一座海上的孤岛，退潮的时

候又和本岛相连，游人可在退潮的时候来这里观赏鸟岛的美景。

　　旅人提示：鸟岛已被纳入了保护区，严紧狩猎、钓鱼及任何植被破坏。

   

8、军舰岛(Managaha Island)

　　这是一座周长不到2公里的无人岛，原名叫马纳加哈岛，由于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在岛上大

举兴修炮台、碉堡等军事要塞，美军在空中观察这个小岛犹如一艘日军军舰，但是又久炸不沉，

因而得名军舰岛。这座小岛环岛一周不到30分钟，大多数的游客到此除了放松休闲外，就是泡在

水中嬉戏，或是从事各种各样的水上活动；当地人至此，则通常以野餐、聚会为主要活动。

在军舰岛周围，海水清澈，珊瑚及热带鱼景致亮丽，是浮潜以及深海潜水的天堂。 

                                               31 / 57



�������

塞班岛：度假天堂

　　旅人提示：

由于军舰岛被日本人以每年500万美金的价格租了下来，所以上岛每人需要缴纳35美元（包括了船

费和保险等）。

   

9、万岁崖(Banzai Cliff)

　　万岁崖位于塞班岛最北端的峭壁，当1944年美军攻击马里亚那诸岛上的日军基地时，塞班岛

上的日军退到岛的北端，为了避免被俘虏的命运而由此跳崖。这里经常可以见到一些难得一见的

回游鱼类，如梭鱼、鲨鱼、龙王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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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塞班岛最北边

　　交通：可在塞班岛码头乘船前往，船程约45分钟。

　　最佳游玩时间：5-7月前往最佳。

   

10、蓝洞（Grotto）

                                               33 / 57



�������

塞班岛：度假天堂

　　蓝洞是一个与太平洋相连的天然洞穴，位于塞班岛的东北角，外观看起来像海豚张开嘴的样

子，内部是一个巨大的钟乳洞。这个天然洞穴是因为海水的侵蚀作用而形成的，在洞中可以看到

墨蓝如猫眼般的海水，震人心魄。在这个天然的蓝洞里有两个天然的游泳场，两个游泳场一直通

向大海。海里丰富多样的珊瑚草及形形色色的热带鱼，吸引了很多潜水爱好者前来。

   

11、自杀崖（Suicide Cliff）

　　自杀崖是位于海拔249米的马尔他正山上的垂直的悬崖。当年被美军追赶的日军及一般民众，

为了逃避被俘虏的命运，都由此跳崖自杀。现在在此建立了和平纪念公园，还为当时死去的人建

立了纪念碑。

   

12、麦克海滩（Micro B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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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克海滩位于塞班岛的中心位置，在海面上经常呈现出不可思议的七种颜色变化，沙滩细白

而柔软，是塞班最具代表性的海滩，，绵延1公里，无风无浪，海滩周围坐落着许多著名酒店，是

悠闲漫步，欣赏夕阳海景的好地方，也是戏水的最佳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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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塞班岛周边的景点—天宁岛

　　天宁岛位于塞班岛南面6公里处，是北马里亚纳群岛里的第二大岛，面积比塞班岛略小，但人

口只有塞班岛的七分之一。如果您不太喜欢塞班岛有时候略显喧闹和商业化的感觉，那么天宁岛

是您正确的选择。当游人走在岛上，可以轻易拥有一个人独占整个蓝天、整片海洋的感觉。从塞

班岛出发前往天宁岛可以搭乘游船或者飞机。

   

1、喷水海岸(Blow Hole)

　　这是天宁岛“二宝”之一，位于天宁岛的东南端，它是火山熔岩形成的的一个洞，礁石下面

是中空的，当海浪拍打礁石时，水就会从礁石中的小洞中喷出，就像鲸鱼喷水一样，风浪大时潮

水喷气的高度可达20英尺，非常壮观，被誉为世界五大自然奇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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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塔家屋(Taga House)

　　塔加屋遗址位于天宁岛南部，是塔加族的石屋遗迹，有3500年的历史。据说当时是酋长的王

宫，当时建造房子用的石头称为拉提石，又高又打，据说有的要高达6公尺，而当时的人到底如何

搬运这些重量不小的石头并建造好屋子的，到现在仍然是一个谜团。

　　塔加屋原是由十二根柱子所撑起，可现在仅存一根。每年来到这里的游客，都为这巨大的石

柱及顶在上面的巨石而赞叹，更为古代查莫洛人的坚韧的意志及他们的手艺而大大感慨。

   

3、丘鲁海滩(Chulu B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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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处海滩位于天宁岛南端的西北部，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星沙海滩”，“星沙”是一种

极其微小的颗粒比一般的沙子要小的多，这种沙子的大小就如同一颗尘埃，形状犹如一颗颗小星

星。这种又特别又美丽的星沙在这里随处可寻，引得很多游客专程来这个海滩看星沙。

　　旅人提示：星沙虽然美丽，但不能私自带出岛，如被发现，将处于最高5000美元赔偿。

   

4、塔家海滩（Techonga Beach)

　　天宁岛上最热门的海滩，也是最大的沙滩，喜欢水上运动的人千万不要错过这里。这里的海

水清澈透底，水中还有一群群的热带鱼在珊瑚群中穿梭，据说如果去深浅还可以看到海龟。这个

海滩上的娱乐项目包括了香蕉船、水上摩托车、沙滩排球等。

　　交通：从天宁皇朝酒店可乘摆渡车前往，只需要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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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塞班岛的美食

　　岛上最具特色的美食要属查莫洛风味菜，查莫洛料理的特色是利用当地的原料，如辣的酱料

、酱油、柠檬汁、洋葱等，加入食物烹调而成，风味融合了西班牙、菲律宾及东南亚国家的口味

，色香味具全，令人垂延三尺。最具代表性的料理有：椰子蟹、腌木瓜、烤乳猪、生鱼片、红米

饭、椰汁虾、B.B.Q.等（这些都是低卡路里食物，爱美的女生也可以放心的吃）。 

　　除了当地特色菜外，现在塞班岛比较流行中国菜和日本菜，其中中国菜的川菜做得很正宗，

海鲜也非常不错。此外，游客还可以享用到美式、法式、韩式、意式、墨西哥等各种美食，可以

说应有尽有。

　　当地水果可以直接在树上摘取（只要是在公共场地，不能进入当地住户院内），其中椰子和

芒果很容易摘到，口感相当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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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吃金枪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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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塞班岛上的购物

　　塞班是热爱血拼者的快乐天堂，由于塞班岛是自由港，所以在欧美等地价格昂贵的名牌商品

，在这里都能以较便宜的价格买到，除了便宜的高档货，岛上的传统民服附有特殊的热带岛屿风

情，也是相当热门的抢手货。 

　　塞班岛的特色的纪念品是一种叫“BO JO BO”（许愿娃娃），是用当地树的种子和相思豆手

工制作成的，可以放在家里、车里，也可以作为项链、钥匙链，在日本很受欢迎。可以根据自己

的心情将“BO JO BO”男孩和女孩的手、脚的线，任意组合绑在一起，就会代表爱情、幸福、财

富、力量、幸运等５种祝福。

　　旅人提示：

银联卡可以在塞班岛使用，而且在塞班岛使用银联卡还不收取手续费，直接按实际所花费美元扣

除，汇率按当天中国人民银行的汇率进行计算。

   

1、塞班岛免税店(D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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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免税集团是全球最大的免税店运营商，在北美和亚太地区有15间市内大型精品商城(DFS 

Galleria)，包括香港(2家)，澳门，新加坡，台湾，悉尼，凯恩斯，黄金海岸，奥克兰，塞班岛，

巴厘岛，冲绳岛，檀香山及关岛等地,分别设立在国际大都市市区和著名观光景点。

　　塞班岛的免税店囊括了来自世界的名牌应有尽有，例如：Chanel 、Ferragamo、Gucci、Herme

s、Cartier、Versace、Tiffany等都可以找到，从最新流行的服饰、化妆品、皮件、香水到休闲服装

及塞班本地出产的土特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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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01-670-234-6645

　　传真：001-670-233-6969

　　电子邮件：mail@dfssaipan.com

　　网址：http://www.dfssaipan.com

　　地址：塞班岛加拉潘区，在硬石咖啡餐厅的隔壁。

　　旅人提示：

塞班岛免税店的东西不如其它地区的东西全，但该店的倩碧黄油很便宜，24美金一瓶，消费满100

美金后还可以再减10美金。

   

2、哈发代大超市

　　塞班岛免税店对面是哈发代大酒店，在酒店前有一个哈代发大超市。这个超市里面卖的立顿

果茶在国内是买不到的，还有当地的一种特色饮料叫7D芒果汁。总之在这家超市里买水和果汁还

是很便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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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塞班岛哈发代大酒店前，ＤＦＳ免税店对面。

   

3、ABC商店（ABC Store）

　　ABC商店在岛内有不少分店，商场里商品比较齐全，包括服饰、珠宝首饰、特色礼物以及纪

念品、书籍、零食等，但是价格相对比较昂贵。 

　　电话：001-670-233-8921

　　传真：001-670-233-8925

　　电子邮件：dreyes@abcstores.com

　　网址：http://www.abcstores.com

   

4、9922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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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开的商店，里面卖的Zippo打火机很不错，价格比国内便宜很多。除此之外商店的主打

产品是保健品：美国鱼油、大蒜油等，种类很多。这里纪念品的价格也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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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塞班岛酒店住宿

   

1、格兰酒店(Grand Hotel)

　　这家酒店拥有224间客房而且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在这里娱乐和休息被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

。每间房间都有如画般的美景，使游客可以尽赏美丽的塞班岛日落。 

　　酒店拥有各色咖啡厅，酒吧，烧烤餐厅和一家日式餐厅。

　　酒店还专为在这里举行婚礼的新人准备了一个美丽的小礼堂，婚礼庆典后还为新人准备了场

地举办鸡尾酒酒会或者晚餐聚会。

　　价格：标准间 110美元/间 （旺季）

　　电话：001-670-234-6601

　　传真：001-670-234-8007

　　地址：Beach Road Susupe ,PO BOX 500369 ,Saipan MP 96950

　　Email: reservations@saipan-grandhot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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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http://www.saipan-grandhotel.com/

   

2、悦泰酒店（Fiesta Resort and Spa)

　　酒店坐落在塞班岛的麦克海滩，这里是塞班旅游区的中心位置，酒店还靠近塞班岛的购物中

心和夜生活活动中心，游人住在这里会感到非常方便。 

　　酒店拥有各式各样新装修的客房416间以及六个不同风味的餐厅，这些餐厅都可以向住客提供

令人兴奋的精湛厨艺。除此之外还拥有宽敞明亮的宴会厅，两个大型的游泳池，一个专业的网球

场和一个儿童游乐场所。

　　价格：海景标准间 140美元/间

　　电话：001-234-6412 转 6414

　　地址：P.O. Box 501029, Saipan, MP 96950

　　Email: info@fiestasaipan.com

　　网址：http://www.fiestasaip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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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人提示：酒店7楼有专为女性游客提供的房间。

   

3、凯悦酒店(Hyatt Hotel)

　　塞班岛凯悦酒店坐落于传奇的麦克海滩 ，环抱 14

英亩的热带花园和礁湖。酒店距水上运动场所、高尔夫球场、钓鱼场所和 Elan

俱乐部健身中心仅几步之遥，前往主要的购物中心只需步行 5

分钟，距商业区和机场也只需短暂车程。 

　　酒店内所有318 间客房均带有可观赏景观花园或太平洋全景的阳台，并融现代化便利体验和

豪华设施于一体，其中包括办公桌、有线电视和带语音信箱的直拨电话。

　　价格：双人间 185美元/人

　　电话：001-670-234-1234

　　传真：001-670-234-7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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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P.O. Box 5087, Capitol Hill Rural Branch，Saipan,Mariana Island,Micronesia，96950

　　网址：http://saipan.regency.hyatt.com/hyatt/hotels/index.jsp

   

4、世界酒店（World Resort）

　　塞班岛世界酒店为一家韩国公司经营的酒店，有各式房间上百套，全部都是无敌海景房。酒

店还为客人提供种类繁多的餐饮服务，让客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除此之外这里还向喜欢打高尔

夫的客人提供各种高尔夫课程和高尔夫球场租赁服务。

　　订房电话：82-2-729-5927

　　Email:swrkor@hanwha.co.kr

　　网址：http://www.saipanworldresort.com

   

5、清泉度假村(AQUA RESORT CLUB SAIPAN)

　　塞班清泉度假村俱乐部是一个位于塞班岛的高档度假村，该度假村为日本肯集团所拥拥有并

管理。度假村拥有86间客房和5套豪华套房。酒店紧邻Achugao海滩，是一个集休闲，娱乐于一身

的高档度假村。

　　电话：001-670-322-1234

　　传真：001-670-322-1220

　　地址:P.O.BOX 500009 ，Achugao, Saipan，MP   96950

　　Email:info@aquaresortsaipan.com

　　网址：www.aquaresortsaipan.com

   

6、天宁王朝大酒店和赌场（Tinian Dynasty Hotel and Cas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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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酒店矗立在天宁岛白色的沙滩上，是岛上唯一一家五星级酒店和豪华赌场。

　　天宁王朝大酒店和赌场，共有412间客房，包括22间行政套房和两间总统套房。酒店还拥有5

个餐厅可供客人选择，并向客人提供了日语，粤语，韩语的语言服务。

　　赌场是这家酒店的一大特色，很多来天宁岛旅游的人都要来此赌上一把。这里的赌博游戏包

括二十一点，百家乐，轮盘和国际上最先进的角子机（老虎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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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01-670-328-2233

　　传真：001-670-328-1133

　　地址：PO Box 468, One Broadway，Tinian MP 96952，Northern Mariana Islands

　　网址：http://www.tinian-dynasty.com/

　　旅人提示：此酒店为一家中国集团所拥有，所以在酒店里能感受到一些中国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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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塞班岛上的交通

　　租车

　　21岁以上拥有国际驾驶证的人可以租赁车辆（中国驾照在塞班岛通用）。这里有Budget、赫

兹(Hertz)等国际连锁汽车租赁公司，只需向其出示本国驾照即可(汽车靠右行驶，与中国相同)。

大多数的道路都很平整，而且路标明显。在汽车租赁公司，游客可以获得免费的汽车驾驶地图和

安全路标指示图。

　　巴士

　　穿梭巴士往返于酒店和市中心的购物场所，每20分钟一班，车费低廉，一天巴士乘车证成人

每位3美元，儿童每位2美元。

　　出租车

　　出租车起表3美元，以后每四分之一英里加0.7美元，多数出租车在酒店附近兜客。

　　徒步

　　如果有足够的时间，还可以试试徒步环游，沿路美丽的自然风光，加上这里人少、车少、植

被多、空气新鲜，闲庭信步则是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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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旅人行程推荐

   

1、三天简单行程推荐

　　第一天：环岛游：早上可自己去租车进行环岛自驾游，如果怕不识路也可在酒店报一个环岛

一日游的旅游团（当地很多这种一日游的旅游团，价格也不算贵）。上午参观二战遗迹万岁崖和

自杀崖，然后去看塞班岛著名的景点鸟岛，感受人与动物是如何和谐生活的。下午前往世界第二

驰名潜水点—蓝洞。

　　第二天：参加丛林探险，前往“世界最高峰”，参观侧脸海滩、鳄鱼石海滩，探访土著查莫

落的农家，看斗鸡表演，喝椰汁。

　　第三天：坐船前往军舰岛游玩，可以参加香蕉船、摩托艇、快艇、浮潜、深潜、高空拖拽伞

等等活动，晚上回到塞班岛，在市区的超市扫货。

   

2、塞班岛标准6日行程

　　第1天：北京—塞班：

　　北京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搭乘国际航空客机直航飞往塞班岛。

　　第2天：塞班岛：

　　通常是塞班岛凌晨抵达塞班岛国际机场，搭乘旅游巴士前往酒店休息。上午环岛观光，包括

：万岁崖、日军最后司令部、鸟岛(百鸟天堂)、蓝洞(世界第二驰名潜水点)。

　　如果时间准许可以进行丛林之旅的活动（59美元/人，约3小时）乘坐吉普车前往塞班最高峰

（世界第一高峰），360度的太平洋海景一览无遗；穿越丛林探索塞班原始之美；在鳄鱼头海滩上

静观海浪；参观斗鸡表演、见识稀有的椰子蟹，探访当地的土著查莫洛人。

　　第3天：军舰岛

　　坐船前往军舰岛游玩，可以参加香蕉船、摩托艇、快艇、浮潜、深潜、高空拖拽伞等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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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舰岛上岛费用为35美元/人，包括了往返船费和保险费用）。晚上回到塞班岛

　　第4天：天宁岛

　　早上搭乘飞机或者游船前往北马里亚纳群岛另外一个著名岛屿—天宁岛，这里因为更加的人

口稀少，就更显宁静了。上岛后可租车半天，自驾游游览全岛。主要景点：喷水海岸、塔家屋遗

址、丘鲁海滩和塔琼卡海滩。

　　第5天： 塞班岛

　　可以前往乘坐美人鱼号潜水艇 （89美元/人， 时间:约1小时），在潜艇里可以体验太平洋海底

的缤纷世界，彩色的珊瑚礁及热带鱼比目皆是，同时可看到二次大战时被击沉的战船及战机的残

骸，的确是一次令人兴奋的海底之旅。

　　下午前往塞班岛上的免税店和大小超市，进行扫货活动。

　　第6天：塞班—北京

　　在酒店办理退房手续后，搭乘旅游巴士前往机场，办理完出境手续和托运行李后，乘坐飞机

返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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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旅人特别提示

   

1、入境须知

　　1）严禁携带肉类、动物、植物、水果、蔬菜、或各类违禁品，例如：毒品、大麻及其它受禁

药物，爆炸品或纵火物品等危险物品入境，客人可携带少量自用药物，但药物的包装上包需有英

文说明，否则有可能会被当地海关没收。

　　2）每位客人只可携带200支装香烟及一瓶不超过770毫升含酒精成份之饮品入境。

　　3）每位客人只可携带两瓶矿泉水入境自用。

　　4）客人如携带超过10,000美元或等值外币出入境，都必需填妥申报表﹝表格2790﹞向当地海

关呈报，如不填报或填报不实，可能导致扣押货币并受民事处分或受刑事起诉。

   

2、生活须知

　　1）时差: 当地时间比北京、香港及台湾快两小时。

　　2）电压: 电压110伏，需自备变压器和插头转换器

　　3）酒店价格：国外酒店价格每天都在变化，请以酒店官网所列价格为准，本攻略所提供酒店

价格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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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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