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計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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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業仍舊是關島的主要產
業。我們必須以最有效的方式推
動旅遊業的發展。為了達到這個
目標，我們不光會把關島改造成
一個對遊客極具吸引力的旅遊勝
地，還要讓她成為關島居民更美
好的家園。”
總督卡佛，2020 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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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佛
關島總督

旅遊業是關島的第一號產業，
為關島帶來了15億美元的經濟收益以
及18,000個工作機會。
這數字相當於我們島上60%的年度商業營收以及30%的非聯邦職位。旅
遊業的成功與所有人的關係密不可分。對於關島觀光局過去50年的出色
表現，還有現時領導層帶領我們更上一層樓的努力，我們感到十分驕傲。

“…一個精心雕琢的計畫，
讓我們實現我們的
希望和夢想…”

“2020旅遊計畫” 是一個精心雕琢的計畫。這計畫讓我們實現我們的希望
和夢想，成為一個美麗的熱帶度假勝地，在吸引遊客的同時，還能為所有
關島居民締造一個更美好的家園。另外，這計畫也代表著一個能夠讓我們
所有人懷著共同願景，凝聚起來的好機會。

卡佛
關島總督

Snorkeling in Tumon Bay Marine Pre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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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島觀光局管理層
馬克•包迪加
委員會主席

蒂娜
第三十二屆關島立法會議員

“… 一個有潛力讓我們的
天堂島提升到另一個全新
層次的強勢戰略計畫 …”

喬恩•南森•迪奈特
副總經理

卡爾•潘傑利南
總經理

除了為關島作市場推廣以及宣傳我們島上的文化以外，關島觀光局也肩負起發展和實踐
關島長遠旅遊戰略計畫的責任。

關島觀光局是一個非營利會員
企業，也是美國關島地區的官
方旅遊專門機構。

旅遊業所帶來的影響，對所有關島人而言都是舉足輕重的。為此，我們竭盡所能，共同
努力。“2020旅遊計畫”由關島觀光局聯同私人持份者、政府領袖和社會大眾一起策
劃。
在一群經驗豐富的企業領袖的帶領下，我們嘗試挑戰自我，策劃出一個具行動力、目標
導向，並有具體成果的計畫。這成果就是一個有潛力讓我們的天堂島提升到另一個全新
層次的強勢戰略計畫。讓我們同心協力，實現我們的願景。

布魯斯•克洛彭堡
副主席

德蕾莎•阿裡奧拉
秘書

奧斯卡•宮下
司庫

安瑪麗•穆納

巴特利•傑克遜

羅伯特•霍夫曼市長

阿德華多•卡沃爾

珍妮花•卡馬喬

關島觀光局肩負著許多責任，包括制訂旅遊政
策和方向、建立以及執行關島的旅遊戰略和市
場推廣計畫、管理可以提升和宣揚關島景點、
人們和文化特色的項目和活動，為旅客帶來無
可比擬的旅遊體驗，以及統籌與旅遊相關的研
究、計畫、大型活動和外展活動。關島觀光局
是聯繫政府和私人企業、旅遊業、旅客和本地
社區大眾的重要橋樑，並以透過旅遊業為居民
帶來優質生活為目標。

馬克•包迪加
關島旅遊觀光局委員會主席

特別鳴謝：
關島餐旅協會
日本關島旅遊協會
日本關島旅遊委員會
韓國關島旅遊委員會
裘蒂絲•古塞德

密爾頓•森永

南森•泰明魯

中島•德夫

旅遊教育委員會
關島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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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世界一流的度假最佳選擇，在美國這個擁有遼闊迷人的
海洋的天堂島上，為來自世界各地的二百萬名商務及休閒旅
客提供住宿和活動。不論是要經濟實惠的，還是五星級般豪
華的，在這個擁有四千年獨特而悠久的文化的島嶼上，全都
以安全、潔淨和適合家庭歡聚的面貌呈現在大家眼前。

• 訂立願景及戰略方向，發展關島旅遊業。
• 確定核心目標，專注改善關島在世界旅遊業市場的競爭力。
• 教育所有持份者有關旅遊業的影響，以及旅遊業對關島現今
和未來經濟繁榮發展的重要性。
• 激勵擁抱共同願景，鼓勵所有民間持份者、公共政策制定者
以及社會大眾共同參與

Sunset, Agat B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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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綱要
願景
讓關島成為世界級的度假最佳選擇。

使命
為所有關島人帶來經濟機會以及提升關島人的生活品質。

引言
一份引領關島走向未來的路線圖。一個關島的最領先行業的共同願景。

我們的過去
一個自1962年以來，以“就近又廉宜”的形象逐步發展起來的國際目的地。

我們的現在
一個熟悉的、地點方便的旅遊目的地，並且擁有在競爭越趨激烈的區域裡，透過宣傳她的獨特性和優質產品去改善收益和經濟狀
況的機會。

我們是誰
我們是一群以傳統和查莫洛價值觀為指導原則而前進的熱情好客的人。

我們的目標
締造一個獨一無二的“藍海”旅遊產物。拒絕商品化和僅靠價格競爭。

我們如何達到目標
達到徹底改變的八個核心目標：
1. 改善品質和產量。
把公共場所及現有的度假區升級。鼓勵私人再次投資。增加五星級設施。改善培訓及服務。改善餐飲品質。根據共有、條件和
限制及強制性的規範設立企業改善區。不斷改善關島的形象。
2. 增加旅客人數及類別。
增添持有或並未持有豁免簽證的中國旅客。達到二百萬名到訪旅客的目標。在市場組合中保持最少55-60%的日本旅客市場，
並且做到增長小市場，增加新市場。以市場作為投資回報率的考慮。
3. 增設高端酒店房間數目，鼓勵再投資。
在2020年前增加1,600間房間以應對目標旅客數目。專注發展高端酒店。鼓勵對現有物業的再投資。
4. 專注發展會議、獎勵、大會和展覽。
積極把握商業會議、學校團體及其他目標團體的機會，以填補增長緩慢時期的空檔。
5. 宣揚查莫洛文化以及其獨特的多元文化。
以查莫洛文化作為獨一無二的競爭優勢。讓查莫洛的音樂、舞蹈、藝術、語言、文化及價值觀永遠流傳。宣揚關島獨有的多元
文化，以及西班牙和美國文化在關島影響力。
6. 延長旅客的平均停留時間。
宣傳關島的活動以及鼓勵旅行社設計停留時間較長的旅遊組合產品。透過把平均停留時間從三天增至四天，達到33%的消費
增長。
7. 宣揚我們的獨特魅力。
為我們的眾多的旅遊景點和項目進行專業的市場推廣。鼓勵開發新的旅遊景點及活動。
8. 把旅遊業擴展至杜夢灣以外的地方。
把遊客區擴展至哈加特納。在關島的村落發展旅遊業。支援本地農夫、漁民及本地製造的產品。鼓勵每條村落發掘自己的獨特
個性和產物。
Two Lovers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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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旅遊業是關島最大的產業，每年帶來14億美元收入，占
關島每年業務收入的百分之六十（60%）。有關產業雇用
了逾18,000名島民，占非聯邦就業數目的31%。旅遊業
的影響以及其伴隨而來的稅收，對每位島民而言都是至關
重要的。
對於許多像關島一樣，資源和陸地供應有限的小島而言，旅遊業是一項優越、潔淨、可
以持續發展的領導行業。但是，在我們預料日本遊客市場會有停止發展甚至是倒退的可
能的同時，各旅遊目的地之間的相互競爭也越來越激烈。這讓關島在旅客數目上的領先
地位受到威脅。令人刮目相看的是，關島的旅遊業有自己一套有條不紊的完善的戰略計
畫，好讓我們領先的旅遊業能夠得到保護並能持續增長。在這形勢下，這個“2020旅遊
計畫”，以路線圖的形式，引領關島繼續向前發展潛力，成為多元化的一級旅遊度假選
擇。
關島觀光局背負著宣揚關島，讓關島成為遊客目的地的責任，同時也負責設訂旅遊業的
願景和戰略計畫。2012年年中，關島觀光局展開了更新關島的五年戰略計畫的過程。
在這過程中，觀光局越來越清楚為了要達到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和方針，她需要有一個更
詳盡和廣泛的長遠計畫。
2013年年初，在關島觀光局主席馬克•包迪加的領導下，觀光局的各位董事、管理層
和員工一起草擬了“關島2020旅遊計畫”的草案。計畫設訂了關島旅遊業的願景和方
向。觀光局深切明白想要旅遊業成功，不能夠光自己的力量，於是跟政府以及私營企業
分享了有關計畫。計畫的最終版本，綜合了各持份者的意見。就是這樣，“關島2020旅
遊計畫”便成為了把關島領向旅遊業界共同願景的路線圖。
“2020旅遊計畫”是幫助塑造關島的未來的發展計畫。這計畫包含八個核心目標，好讓
目的地關島能在全球的競爭環境下茁壯成長。“2020旅遊計畫”是一個以行動為導向，
以目標為動力的計畫，並且每個項目都具有明確的成果。完成這個計畫，能夠推動關島
向前邁進。但是，跟所有的計畫一樣，只有在廣泛的接受和義無反顧的執行下，我們才
能達到讓所有關島旅遊業的持份者都能得益的成果。

Shopping in Pleasure Island

“ 2020 旅遊計畫是引
領關島走向未來的路線
圖。這路線圖設定了所
需要的願景和方針 …”

© 2014 GVB

12

13

我們的過去
自從4,000年前，第一批查莫洛人移居到關島，關島就開
始了她漫長的接待遊客的歷史。謝謝早期旅遊業先鋒的先
知先覺，關島的現代旅遊業得以在1960年代開始發展起
來，其後更漸漸發展成為關島的第一行業。
泛美酒店是關島的第一家酒店，1930年代在蘇美區的一條村落建成。1959年，位於阿
迦納高地的克裡夫大飯店也建成了，成為關島旅客的第一個住處。
1962年，在總統約翰甘乃迪收回了戰時海軍可以因安全理由拒絕民間探訪的權力的時
候，關島的國際旅遊業開始發展了起來。1967年，泛美航空首次推出了關島至東京的
直航來回路線，開創了現今旅遊業的先河。關島的第一批國際旅客來自日本，而日本至
今仍然是關島最主要的客源市場。
關島的來訪人數和住宿設施在1970年代開始有所增長。到了1980年，關島有2,345套
酒店房間和300,763名旅客來訪。直到1990年，關島的酒店房間數目上升到4,955
間，迎來了780,404名旅客。
自從1990年以來，儘管經歷了作為關島主要客源的日本的經濟衰退，以及一連串世界
大事和天災，包括多場超級颱風、非典型肺炎、911事件、8.1級地震、中東衝突，以及
不幸的墜機事件等等，到訪旅客的人數在2012年的時候仍持續增長至135萬人。
面對著以上所說的眾多挑戰，雖然關島在過去二十年間的旅客人數仍能持續增長，但當
中的原因卻不太值得高興：關島建立了一個鄰近和廉價的目的地的形象。由於旅遊業以
“就近又廉價”來為關島作市場推廣，故此，關島慢慢變成了一個高度商品化的目的地，
並透過以批發商主導的廉價銷售方法進行銷售。
當關島還是在追求數量多於品質的初步發展階段時，以“就近又廉價”的方法作招徠的確
為關島帶來了不錯的成績。來關島的旅客多了，縱使只是一些低開支預算的旅客，還是
讓關島在短期內受益。不過，隨著時間的過去，這方法為關島的名聲造成了負面的傷
害。
在客源地市場眼中，關島漸漸成為第二線的低品質的廉價旅遊目的地。廉價的機票及酒
店組成的旅遊產品能為服務者帶來的利潤極少，包括整理及售賣這些旅遊產品的旅行
社。航空公司代理商的大量訂位元以及缺乏直接預訂的方法，都妨礙了高消費、不經代
理商預訂的旅遊散客的增長。關島繼續是世上少有的完全以批發商作主導的目的地。
最近，業界領導者開始意識到需要改變關島作為目的地的形象、宣揚針對旅遊散客的業
務、延長停留時間，以及開拓多元市場。

Tumon Bay, 1970

關島觀光局已經開始努力
開展工作，朝著改善關島
作為旅遊目的地的形象的
方向進發，但我們需要做
的還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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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島的旅客：1967-2012

杜夢灣 1970

杜夢灣 2013

總督卡爾頓史金納
簽定公共法第67條，
承認關島有潛力成為國際旅遊目的地

歡樂島玩樂特區及
奧特瑞格渡假酒店
開幕

日本經濟不景氣

總統約翰甘乃迪收回了
戰時海軍可以因安全理由
拒絕民間探訪的權力

12月5日
日本獲得簽證豁免

日航飯店及
關島水世界渡假
飯店開幕

關島觀光局獲
公共法律第17至32條，
承認為零庫存的
非營利會員企業，
受限於關島的
普通企業法
希爾頓酒店
動土儀式、
1972年
希爾頓酒店落成，
提供260間酒店房間

中華航空開辦由
台灣出發之直航
服務

5月21日
超級颱風
潘蜜拉登錄

美國聯合航空與美國大陸航空合併，
成為聯合大陸控股有限公司、
真航空開辦由首爾出發之直航服務

關島第一酒店重新開幕，
命為悅泰酒店
LOUIS VUITTON
全球概念店隆重開幕
Ken Corp. 取得君悅飯店，
聖達菲飯店，皇宮渡假村及
太平洋島渡假村擁有權

美國大陸航空
開辦直航服務
岡山及新潟縣、
Lam Lam Tours
開始提供關島
紅色接送
巴士服務

巨型噴氣式客機首航
泛美航空載著109名日本遊客
由東京出發，並於關島著陸

旅客數目

9月11日
恐怖襲擊

3月11日
日本發生三重悲劇

8月6日
大韓航空空難
12月6日
超強颱風柏加

泛美航空航班
載著109位日本遊客
降落於關島、
關島國際機場
客運大樓開幕

7月5日
颱風查特安
1月15日
俄羅斯加入關島豁免簽證計劃、
第一位俄羅斯遊客
以免簽證計劃抵達關島、
濟洲航空從首爾首航、
大韓航空開辦從斧山出發之直航服務

12月8日
颱風鳳仙
10月1日
臺灣獲得
簽證豁免

關西機場投入服務、
關島第一次在一年間
接待了100萬名旅客

非典型肺炎

美國大陸航空
密克羅尼西亞成立

10月1日
韓國獲得
簽證豁免、
波斯灣戰爭

太平洋克羅尼西亞旅遊
(JTB GROUP) 成立

關島國際機場慶祝
第一期新航空大樓啟用 關島威斯汀渡假酒店開幕

關島觀光局慶祝成立
50周年並展開
“2020 旅遊計畫”

關島酒店及餐飲協會成立，
成員包括希爾頓酒店，
第一酒店，大倉酒店

年份
© 2014 G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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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今天
作為關島的最大經濟領域，旅遊業被視為能夠達至可持續經濟增長及以減低對美國聯邦
補貼依賴的優先行業。
縱使關島的旅遊業能在東亞的主要大城市如東京、大阪、首爾及
臺北當中享有短途國際旅遊勝地的美譽，關島仍然需要面臨新的
挑戰。在日本這個主要客源市場上發生的事件，如經濟滯後及人
口老化，會繼續為關島的旅遊業帶來影響。而島上因為開始了軍
事建設而帶來的社區人口、社會∕文化結構的改變，無疑會使關
島的旅遊事業感受到更多的阻礙。

• 鄰近亞洲主要城市

以下將列出在這大環境下，關島旅遊業的優勢、劣勢、機會和威
脅。這態勢分析讓政策制定者對旅遊業有更清晰的瞭解，從而有
助他們為行業的未來發展制訂合適的政策。這些建議需要有進一
步的考慮。

• 雖然形象“廉價”，但由於勞動成本的關係，比其他亞洲的旅遊選擇
昂貴

• 良好氣候及原始的度假區形象

• 缺乏文化的呈現

• 國際化的購物體驗

• 沒有五星級酒店

• 美國領土

• 缺乏服務品質

• 國際化的酒店

• 有限的旅遊業人才庫

• 高品質的體育設施

• 缺乏高品質的餐館及餐飲

• 與主要亞洲市場的時差少

• 缺乏方便停留更長時間的陸地∕地方

• 免簽證計畫

• 缺乏公共及私營基建

• 是前往區內其他島嶼的樞紐

• 旅客和居民間互動不足

• 在主要客源市場的品牌知名度

• 開放新的醫療設施

• 未能刺激酒店庫存增長

脅

• 中國資金選擇其他密克羅尼西亞島嶼作為關島
以外的投資
• 區域性的目的地競爭
• 恐怖活動∕本地激進主義者反對旅遊業發展∕影響安全信心的罪
案
• 高度流動的人口帶來疾病
• 老化的公共及私營基建
• 擾亂性的世界事件
• 全球競爭越趨激烈
• 航空公司的燃料成本及可用性

Tumon Bay, 2013

• 缺乏準確的“到達前”及“到達後”的資訊
• 公共設施的維護

• 改善產品品質。增加高品質酒店的酒店
數目和餐飲選擇。
• 爭取中國簽證豁免

威

• 日本的海外旅遊人數持續下降

勢

態勢
分析

• 天災∕颱風
• 壓倒性的資本投資需求超越了關島的潛在
增長

• 缺乏“新”的體驗∕有限的認知

弱

勢

• 高等教育的地區中心，如關島大學及關島
社區學院

優

• 友善的、具多元文化的社區及“Hafa Adai”精
神

• 讓關島的主要市場更多元化

機

會

• 發展俄羅斯市場
• 發展會議、獎勵、大會和展覽市場
• 將關島的文化和旅遊宣傳∕美食旅遊聯繫起來

• 將大型活動及運動旅遊的潛能極大化
• 發展地區旅遊（郵輪）
• 發展教育旅遊（備試、英語等）
• 瞄準白銀市場、婚宴市場等市場缺口
• 宣揚生態旅遊，如關島的珊瑚礁和海洋生物
• 改善公共及私營基建
• 增加持份者對旅遊業的參與

© 2014 G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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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
一項有關影響旅遊業的外在因素的分析，加上持份者的意見，有助於做出有關旅遊業需求
及組織能力的內在評估。這項分析辨別出以下的需求及機會。
• 關島旅遊業所不能控制的因素將繼續影響關島的發展。故此，
我們需要執行有效的計畫和政策。無論是天災、全球疫症、經
濟倒退還是地理政治的紛爭，旅遊需求將持續受到關島所不能
控制的外在因素影響。最近，不論是在處理日本的3.11災難的危
機時，還是在處理俄羅斯旅客獲特別簽證許可的機會時，關島
旅遊觀光局均展現了迅速的反應能力。此外，獲得中國簽證豁
免或特別許可的可能性，仍會是關島最大的經濟機會。

• 關島現時在高峰期要面對酒店房間短缺的問題，而關島欠缺五星
級的酒店物業。許多關島的亞洲客源市場的假期相若，引致高峰
期的酒店房間嚴重短缺。這也造成了瓶頸效應，阻礙了沒有訂房
障礙的新市場的發展。關島觀光局必須跟關島經濟發展局以及業
界一起充分利用現時的設施，以及積極吸引新的酒店投資，尤其
是高端發展專案以改善情況。

• 關島不能再依賴單一的客源市場。日本遊客占了關島旅客人數
的71%，這意味著把關島的經濟和日本的經濟緊密地聯繫在一
起。日本的經濟不適，已經對關島的經濟造成重大的影響。雖
然日本仍舊是關島最重要的客源市場，但是關島也要嘗試將市
場多元化，以確保旅遊業能成功持續增長。韓國及臺灣的旅客
人數上升，舒緩了日本旅客數目在3.11後下跌所帶來的影響。而
新進的俄羅斯旅客，則增加了旅客的島上消費及停留時間。中
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及澳洲，都是尚未開發的潛在客源市
場。而郵輪市場的出現也展示了一個新的機會。

• 查莫洛文化是關島唯一不同於其他一樣擁有陽光、沙灘、大海和
購物體驗的旅遊目的地的地方。為了能更突顯這島嶼的獨特之
處，關於關島、關島人們、關島歷史的故事將會很具說服力，而
我們有需要把這些故事給宣揚開來。關島必須在世界的舞臺上與
一些聞名於世的旅遊勝地競爭。競爭者如夏威夷、印度及泰國，
都是透過利用自己獨特的文化為旅客帶來高品質的旅遊體驗，從
而打造出強勢品牌的。雖然我們已經展開了前進的步伐，但關島
觀光局的市場推廣情報仍然顯示關島的旅客希望多體驗關島的獨
特文化和美食，而觀光局必須透過她的行動方案和活動，好好把
握這個機會。
• 隨著科技進步，工業的發展需求正在演變，而關島的旅遊業也不
例外。利用互聯網服務搜集旅遊資訊和訂購旅遊服務的旅客數目
不斷增加。除此以外，旅客還會透過流動裝置，利用社交媒體立
刻分享旅遊體驗。旅遊業必須利用嶄新的科技，高效地宣傳關
島，並為關島建立正面的品牌形象。
• 關島必須改善她的旅遊產物以吸引高消費和停留得較久的旅客。
為了擺脫“就近又廉宜”的形象，關島必須建造更多奢華的酒店，
提供新的景點，更好地宣傳現有的高品質景點，提升餐飲品質，
改善服務水準，增加購物選擇，還有改善機場設施。除此以外，
我們更需要多注重於美化關島和進行公共設施的維護，如道路、
公園和海灘。另外，我們還需要盡力鼓勵私營企業再投資以及改
善商品品質。
• 商務及團體旅遊能填補關島在增長緩慢時期的房間空檔。會議、
獎勵、大會和展覽產業是旅遊業中發展最快的區域。關島地點鄰
近主要的亞洲城市，這正代表著一個能吸引商務旅遊的真正機
會，尤其是在旅遊淡季。新的投資，比如都喜天闕島般的會議設
施，能讓關島容納人數更多的團體。除此以外，社區、軍事、教
育、宗教及兄弟會組織如日本學校，我們也應該積極爭取。策劃
和執行具標誌性的大型活動如馬拉松和音樂節等，均有助於填補
淡季的空檔。.
• 要讓旅遊業繁榮和持續發展，整個社區都需要投入其中，並要讓
所有人都在旅遊業的發展過程中有所得，以及分享到當中的成
果。只有在得到整個社區、政府、私營企業和居民的支援下，關
島才能夠儘量展現她作為旅遊勝地的潛力。從政策制定者向關島
觀光局提供資金，以至於市民拾起地上的垃圾，關島的社區大眾
必須團結一致，支持關島這項第一號產業。

Snorkeling in Tumon Bay Marine Pre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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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誰？
指導原則
由於資源有限而旅遊業的興趣多元化，
關島觀光局必須創造一個清晰的戰略方
向以達到長遠的成功。
以下的指導原則從關島觀光局的使命發展而來，闡釋了相關的
水準要求，將觀光局的工作導向願景。

合作
鼓勵和支持持份者之間的持續互動、參與和溝通。

建立可持續發展的旅遊業，在創造經濟機會
的同時，提高所有居民的生活品質，保育島
上的獨有遺產、文化和天然環境，並且把關
島變成一個更好的居住、工作和旅遊的地
方。

可持續性
替關島居民和企業把旅遊業的經濟及社會利益極大化的同時，
尊重、保護和提升關島的自然、文化、歷史和人文資源。

領導
為旅遊業設立方向以及支援有助於實現共同目標的行動方案。

品質
呈現最佳的旅遊產品和服務，同時確保關島的獨特個性及地方
感能得以保留及宣揚。

責任
整合出一套能有效地計畫、測量及評估結果的系統，以保持高
透明度的方式來善用資源。

Påtgon (child) with ma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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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morrita in traditional dress
Photo courtesy of Island Time 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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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查莫洛價值觀
關島觀光局受到關島好客的“Håfa Adai”精神啟發，利用
活動來加冕和延續關島當地的查莫洛文化。關島觀光局持
續把查莫洛文化融入決策中，並相信認可和融入傳統的查
莫洛價值觀十分重要，因為查莫洛價值觀能充分展現出關
島作為一個獨特的生活和旅遊地點的特色。即使在今天這
個現代社會，這些傳統的查莫洛價值觀仍然能和關島觀光
局的指導原則互相補足。
Inåfa’maolek (和諧共容)
所有查莫洛價值觀都是建基於通力合作的精神。努力追尋恢復和諧協調，是馬利安納群
島人們的指導原則，就像黃金定律一樣。inåfa’maolek的實踐建立在以下六種價值觀之
上：

Respetu (尊重)
永遠尊重他人、大地和海洋。

Ma’nginge’ (親吻手部或面頰)
向長輩還有你在家庭和社會中的重要他者表達你的尊重。傳統上，這是當我們遇到長輩
的時候會做的，表達對長輩的敬意和展示他們的重要性。

Mamåhlao (廉恥)
永遠不會做讓家人感到羞恥的事情。羞恥感這個概念在查莫洛文化裡，能確保每一個人
都有責任通過留意自身的言行舉止來創造和諧。

Chenchule’ (饋贈)
社會上一個互相回饋的制度。家人在有需要的時候互相幫忙，以表達他們對大家的關心
和責任。當一方做出饋贈，接收的人會放在心上，然後以同樣價值或更高價值的禮物，
在適當的時候給予回饋，繼而把這行為持續下去。

Che’lu (手足之情)
不光是你的親兄弟姊妹，對待你的朋友、工作夥伴還有朋輩都要像對待兄弟姊妹一樣。
這適用於工作間、社交場合和組織，以展現友愛。

Patgon (孩子)
我們社區所有的孩子都很寶貴。每個人都有責任以愛來養育這些孩子成長，並且讓他們
認識這些文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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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目標
關島和藍海戰略
國際旅遊業競爭非常激烈，而業界正面臨著複雜而巨大的挑戰。業界的運作環境需要旅遊
業的持份者以徹底改變戰略方向的方式做出改變，這不光是為了解決一些長期以來的問
題，更重要的是要更有效地解決當下的挑戰以把握的新機會。
在金偉燦和勒尼漠博尼的藍海戰略（哈佛企管評論）中，作者們
指出在已經飽和的行業裡很難保持表現，真正的機會是要創造藍
海般沒有市場競爭的空間。藍海策略能幫助關島面對當下的挑
戰，讓關島的旅遊業持續增長。

如何做到？

與其在現有的市場（所謂的“紅海”由割喉式的價格競爭造成）和傳
統的業界中競爭，關島所擁有的是可以在沒有競爭的未知的市場
裡，創造需求的機會（所謂的“藍海”）。當競爭者正在努力嘗試打
敗對手，希望在現有的需求裡獲得更多的時候，這紅海的空間只
會越來約窄，而利潤的增長前景也會變得越來越少。

2. 宣揚關島的獨特之處。讓查莫洛文化在旅客到訪的一刻便無處
不在。

最終，這情況造成了產品和服務的商品化，價格的競爭和邊際利
潤的下降。這些都是關島所經歷過的，而如今關島仍然面對著這
樣的情況。在只用價格來競爭而不推銷獨特的價值的時候，關島
的旅遊產品和利潤開始漸漸惡化，以致沒有能力加價，也沒有資
金投資在資本增值上：一個典型的惡性循環。

4. 透過把關島定位為獨特的市場，培育尚未發展的市場如中國，
並且吸引新的尚未到過關島的海外旅客。

藍海策略的目標是讓競爭變得無關。這要把市場界線重新定位，
把注意力放在大環境上，跨越現時的需求，以及編排正確的戰略
次序－這一切都是為了通過價值革新來開發新的顧客市場。換言
而之，關島要透過獨特的旅遊產品來吸引新的顧客，而這些獨特
之處是別的地方不會有的：比如說是一個美國的一線旅遊勝地，
距離主要客源市場不過三個小時的航程，而且還具有獨特的查莫
洛文化。

Outrigger paddlers in Tumon Bay

1. 把關島重新定位為一線旅遊目的地選擇。在品質認知方面達到
徹底的改變。

3. 以棄關島而選夏威夷的高消費旅客為新的市場目標。他們不選
擇關島的部分原因是因為關島缺乏五星級的設施。

這些是業界可以用作創造藍海的一些方法。為關島作為目的地而
創造藍海，可以為關島建立品牌，幫助關島的擺脫“就近又廉價”的
形象，成為獨特的旅遊目的地，並且能避免被其他目的地模仿。
創造藍海必須要從精神上開始，相信可以達到一個徹底的改變。
那些不相信可以做到這樣的改變的人，可以看看過往的一些例
子。就像在數十年前，“日本製造”代表著品質粗劣，而現在卻代表
著品質保證。如果各利益相關者都深信這樣的改變是可能的，並
且能全力以赴，關島絕對能徹底地改變。現時，關島已經擁有所
有最基本的條件，包括世界級的環境、蔚藍的天空、清澈的海
洋，以及高品質的海洋活動，如釣魚、浮潛、還有高爾夫球等
等。剩下的就要靠負責的領導人，以及各持份者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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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世界一流的度假最佳選擇，在美國這個擁有遼闊迷人的
海洋的天堂島上，為來自世界各地的二百萬名商務及休閒旅
客提供住宿和活動。不論是要經濟實惠的，還是五星級般豪
華的，在這個擁有四千年獨特而悠久的文化的島嶼上，全都
以安全、潔淨和適合家庭歡聚的面貌呈現在大家眼前。

1. 改善品質和產量
2. 增加旅客人數及類別
3. 增設高端酒店房間數目，鼓勵再投資
4. 專注發展會議、獎勵、大會和展覽
5. 宣揚查莫洛文化
6. 延長平均停留時間
7. 宣揚我們的獨特魅力
8. 把旅遊業擴展至杜夢灣以外的地方
Sunrise, Tamuning cliff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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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一
改善品質和產量
為了吸引高消費的旅客和增加收益和利
潤，我們需要改善關島的品質。過往，關
島給予人廉價旅遊目的地的印象，吸引了
低消費的旅客。因此，為了吸引高消費的
旅客，我們必須先改善產品的品質，這樣
關島的聲譽才會漸漸得到改善。

成功的指標
• 所有主要客源市場的島
上消費增加
• 關島酒店的日均房價及
平均客房收入增加
• 旅客滿意度調查的評分
上升
• 關島的品牌形象被重新
定位

批發商把關島的旅遊組合產品以低至每人
500美元的價錢出售，產品中包括來回機
票以及三晚的酒店住宿。以單邊走廊式的
海景住宿為例，關島酒店的平均每晚收費
約125美元。事實上，有關收費應該要高
50%才合理。過度壓抑的價錢當然不能夠
追上通脹。結果，大部份酒店老闆都沒有
足夠的利潤去再投資他們的資產。在這經
紀主導的紅海經營模式下，關島酒店業只
能年復一年地繼續壓抑價格。
關島的自選團及自選景點上的消費由十年
前的人均150美元下跌至今天的少於75美
元。加上成本上漲，難怪經營者難以再投
資在他們的商品上。另外，購物方面的消
費也同樣有所下降。
透過改善品質及在現時的遊客外吸引更多
高消費的遊客，島上的旅客人均消費便會
上升。這樣也會讓所有直接、間接，以及
隨之而來的消費都增加。關島各界均會因
此受益。

我們並非預期整個旅遊業會在一夜之間有
翻天覆地的改變，也不期望所有的商品都
能奇跡似地突然都變成最優質的。我們必
須有意義而又實際地去改善現有的產品和
服務，並且同時增加新的五星級物業。這
能讓基本服務慢慢改善，達到一個體面的
水準，從而慢慢把關島的形象，利用七到
十年的時間，從“廉價”變為“有價”，再從
“有價”變為“有品質”。
為了改善聲譽和提高價格，我們必須先把
品質改善。關島可以通過改善產品，吸引
高消費的旅客，以及通過以下的措施，大
幅提高稅基：
• 維護和提升公共場所設施，改善品質。
禁止在杜夢灣塗鴉、減少汽車排放廢
氣、防止杜夢灣的街道水浸、清拆違法
的招牌、禁止違法的兜售、改善粗糙的
地貌、改善機場及公眾地方的缺乏維修
的公共洗手間。改善旅客安全、提升保
安、設立多語言指示牌、保持機場整
潔、縮短入境等候時間、加快處理選項
等等。關島需要改善的實在很多，而這
些改變需要我們做出很大的努力。除此
以外，還需要有合理而適度的經費和執
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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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需要的資金。旅遊發展基金必須用
於維修及提升產品和服務品質上。在過
去超過十五年，旅遊業方面並沒有顯著
的投資。政府必須增加旅遊發展基金，
以確保公園、海灘、道路和人行道都能
一致性地得到高品質的保養。所有與關
島觀光局的旅遊目標或直接有助於旅遊
發展的文化目標無關的投資，都必須避
免。而投資的新焦點必需放在支援產品
和設備的保養和改善上。必要時，這些
活動可以由關島觀光局管理，由合約服
務供應商執行。關島觀光局已開始小心
翼翼地、有效地肩負起中央旅遊區的保
養責任。
• 建立像威基基促進會一樣的企業改善中
心。我們建議公營機構專注於改善旅遊
設施（見31頁的敘述）。我們必須小心
確保私營企業在稅務上不會有額外的負
擔。所以，與其在稅務上掙扎，倒不如
建立共有、條件和限制，以確保維修等
要求能得到良好的執行。

• 增添五星級的奢侈品。這能改善關島的
產品，並能吸引新的高消費旅客。在高
端酒店的投資下，每間房間能創造平均
1.5份到3份工作，並對本地經濟有重要的
放大作用。由於在最基本的酒店服務以
外，高端酒店還提供了更好品質的服務
和設施，所以奢華的酒店大多比其他種
類的旅遊住宿聘請更多的人手。這可以
為關島帶來更多的稅收，還有為企業帶
來更高的收入。雖然可能需要一段較長
的時間才能真正地吸引五星級酒店的投
資，但是，只要先有四星半的酒店，慢
慢就可以吸引五星級的酒店。除此以
外，也可以在杜夢灣外，以別墅形式興
建像山妍四季度假村般的五星級的物
業。我們需要努力爭取這樣的物業投
資，包括直接接觸阿曼、四季和其他類
似的地產商和發展商。我們需要考慮鼓
勵投資。
• 透過為線上員工及督導員設立招待培訓
項目來保持優質的旅客服務和提高關島
的勞動力。這是確保關島能保持競爭力
和吸引旅客再光臨的重要的一環。由於
預料不同市場的旅客數目會有所上升，
服務提供者必須對旅客的認知轉變保持
敏感度。同時，要確保提服務水準的穩
定，以滿足大部分市場的需求。這將包
括爭取獲得H-2簽證豁免。至少，給予實
習生和培訓人員有關的豁免。

• 將現有的私人度假區升級。改善收益。
方法包括提升酒店和旅遊產品及服務的
水準、訂立與競爭目的地相若的收費、
創造能支援旅遊散客的銷售架構以及停
止提供因大量訂位引致的過度的機票優
惠。透過如夏威夷酒店改造及建設稅收
抵免般的鼓勵措施，增加公共資金項目
及推動私營企業再投資。
• 把關島重新定位為一流的度假選擇，慢
慢把關島的目的地形象從“就近又廉
價”改變為“有價”，再從“有價”改
變為“有品質”。為了達到這個改變，
私營和公共企業都需要做出有效的投資
以改善關島的產物。所有持份者都必須
不辭勞苦地向著提升和改變關島的形象
而努力，為關島進行早應完成的維修及
顯著的資本投資。當整個關島都需要被
努力地改造，面對杜夢灣這個關島的經
濟動力來源，我們需要以優先處理的方
式去保養她，讓她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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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形象定位

勞動力發展計畫

旅遊勝地

泰國

澳洲

菲律賓

關島

中國

關島

韓國

沖繩島

異國風情

夏威夷

熟悉程度

巴厘島

勞動力發展是所有旅遊目的地可以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
而對於缺乏技術工人的許多小島目的地而言，這問題更為
關鍵。

塞班島

地理位置

目的地形象圖
企業改善區
關島的主要旅遊區杜夢灣，距離大部份的客源市場只是幾個小時
的航程和一個時區之隔。位元處美麗的熱帶地區，杜夢灣擁有絕
佳的天氣、未被污染的晴空，還有美麗的海洋，吸引了許多來關
島的旅客。可是，杜夢灣的酒店非常需要一番改造，包括美化和
維修區內開始退化的公共及私營基建。其中一個解決這個問題的
方法是像威基基促進會般，建立企業改善區。
企業改善區提供了機會，讓許多私營企業能有聚在一起，就最低
的要求水準和地區所需改善達到共識。企業改善區將由一群致力
把杜夢灣打造成一個潔淨、安全和充滿活力的適合投資、工作和
耍樂的好地方的物業持有人和租戶組成。企業改善區可以就杜夢
灣需要改善的地方一同向政府發聲。
企業改善區也可以透過訂立讓關島觀光局及企業改善區組織可以
自行執行的共有、條件和限制來制訂最低的維修指標和政策，如
成立像民警般的旅客安全巡邏隊等等。

巴厘島、菲律賓、泰國
雖然沒有太多適合習慣高生活水準的家庭和長者的娛樂設施，
但卻充滿異國風情，十分有趣。

夏威夷及澳洲

隨著關島的旅客數目越來越多，以及關島計畫在2020年前建立額外的酒店房間貨存，關
島將需要大量的旅遊業員工。在旅遊業35%的流失率的影響下，關島必須要培養出一班具
潛力的員工來填補空缺。如果業界在處理這項問題上不夠主動，那麼旅遊業最先要面對的
挑戰將會是如何填補這些空缺。
在關島約170,000的人口中，平民勞動力占63,678人，另外有5,006人在部隊。剩下的
38,667人正靠收取援助金過活，沒有參與勞動市場。關島的許多人都沒有完成他們的正
規教育或職業培訓，包括上了高中但卻未能獲得文憑的11,429人。這為旅遊業帶來了第二
個挑戰，就是難以確保業界的員工都受過良好的培訓和教育，有能力提供雇主和顧客所期
待的服務水準。
為了解決以上所說的問題和其他有關服務水準的疑問，業界領袖必須共同向大眾加強溝通
和宣傳旅遊業可以為社會經濟帶來的好處。此外，為了旅遊業短期和長遠的穩定發展和增
長，關島必須培養技術性員工，創造職業的可持續性。
雖然許多組織已經開始關注勞動力發展的問題，但是仍然有要面對的挑戰，就是並非所有
的課程都能很好地整合在一起，讓旅遊業可以有更大的得益。要有真正的改變，就需要有
系統的組織。其中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法是建立專為線上員工而提供的待客培訓課程。課程
可以包括建立一個線上的培訓課程，完成指定課程可以提高學分。
瑪莉•羅茲
關島餐旅協會主席

適合長途旅遊，也被認為是值得多花金錢和停留較久的頂尖的
度假勝地（具吸引力）。

中國及韓國
非常容易到達，適合短途旅行。吸引力主要來自購物的體驗、
具異國風情的食物、相對地新穎，而且價格便宜。

關島，塞班島及沖繩島
非常容易到達、市場成熟但不浮誇、地點方便、適合家庭旅
遊、熟悉、有安全感。地理位置是比形象更重要的資產。

關島期望可以透過重新定義和開發新的
工藝品牌把她的目的地形象提升至接近
夏威夷和澳洲的水準，以吸引停留更長
時間和消費更多的旅客。

成功的指標
• 旅遊業的雇用人數和工
資的提升
• 旅客滿意度調查的評分
上升

© 2014 GVB

32

如何做到？

33

目標二

2020年訪客預測

增加旅客人數及類別
把關島推廣為旅遊目的地繼續是關島觀光
局的首要任務。觀光局利用旅客資料及市
場情報建立創新的項目以增加客源市場的
旅客數目及收益。為了實踐長遠的戰略計
畫，關島觀光局專注於主要的市場領域，
與國際的市場推廣夥伴及業界的持份者合
作，創造可以改善及強化島上旅遊業的有
效的市場推廣方案。
隨著未開發的旅客市場的出現以及中國出
境旅客數目的增長，我們必須持續努力發
掘好好把握這些新機會的方法。過去十年
間，中國是世界上增長速度最快的主要旅
遊市場，現在也一樣。根據聯合國世界旅
遊組織最近的報告，2012年中國的出境遊
消費達到1020億美元，讓中國成為了世界
上消費最多的主要旅遊市場。關島距離中
國最人口密集的城市只有五小時的航程，
故此，關島有條件在中國這個出境遊市場
上分一杯羹。

• 在2015年達到150萬的到訪旅客人數，
並期望在2020至2023年間達到200萬
的旅客人數。達到目標的方法，是在現
有的日本旅客市場以外增添新的旅客市
場，但同時小心保護現有的旅客市場免
受傷害。

成功的指標
• 在2020至2023前，旅
客人數增加至200萬
• 客源市場組合更多元
化，對主要市場的依賴
降低

年份
旅客

2012

市場
組合

2020

日本

929,229

71.0%

1,050,000

60.0%

52.5%

韓國

182,829

14.0%

350,000

20.0%

17.5%

臺灣

49,144

3.8%

70,000

4.0%

3.5%

香港

8,609

0.7%

12,000

0.7%

0.6%

菲律賓

10,483

0.8%

15,000

0.9%

0.8%

俄羅斯

4,040

0.3%

20,000

1.1%

1.0%

• 保護關島現有的可靠、低影響的日本家
庭市場。考慮市場組合的敏感性。小心
融合市場，不把現有的日本家庭旅客嚇
跑 。 長 遠 要 在 市 場 組 合 中 保 持 55%至
65%的日本市場，因為日本旅客仍然會
是關島旅遊業的主要收入來源，而且日
本旅客是有利生態持續發展的旅客類
別。

美國及夏威夷

62,618

4.8%

70,000

4.0%

3.5%

澳洲

3,763

0.3%

5,000

0.3%

0.3%

安納群島

16,717

1.3%

20,000

1.1%

1.0%

密克羅尼西亞

14,640

1.1%

18,000

1.0%

0.9%

其他

17,024

1.3%

20,000

1.1%

1.0%

8,939

0.7%

100,000

5.7%

• 讓中國市場強勢增長的主要計畫。在本
章的圖表中，我們預料在現時及將來的
市場組合中會增加350,000名中國旅
客。然而，這並非代表中國旅客的數目
不可能超過50萬或甚至達到100萬。為
了保護現有的旅客市場，我們需要為建
立新的旅遊中心區域（一個新的杜夢
灣）做出審慎的考慮，以面對中國旅客
數目超越50萬的可能性。

免簽證的中國地區

• 開拓多元市場，積極瞄準中國市場（有
簽證豁免∕沒有簽證豁免）。夏威夷有
100,000名中國旅客沒有簽證豁免，這
表示關島觀光局必須努力爭取中國旅
客，不論他們是有簽證豁免還是沒有簽
證豁免。這努力絕對是會有成果的，尤
其是非移民簽證的等候時間，已由三年
前的超過一百天，減少到2013年年底的
七天。

沒有免簽證的中國地區

總數（不包括免簽證的中國地區）*

市場組合

（不包括免簽證的中國地區）* （包括免簽證的中國地區）*

350,000

1,308,035

總數（包括免簽證的中國地區除外）*

市場組合

17.5%

1,750,000
2,000,000

* China Visa Waiver (CVW)

• 發展俄羅斯、韓國及其他旅客市場。增
加關口城市，讓來到關島變得更方便。
儘量利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以最合
適、最具成本效益的工具對待目標市
場。爭取和實現中國及俄羅斯的直飛航
班。將現有市場分類（銀髮老人、婚宴
等等）以便做出更有效的市場推廣。評
估經濟影響及關島觀光局的計畫成果，
把重點放在市場的滲透度、市場佔有率
及旅客消費上，而非只限于旅客人數。
開發如地區遊輪業等新市場（見35
頁）。

• 透過創造需求，與航空業和機場一起增
加到關島的機位和新路線。維持現有航
空載量，同時增加新市場如臺灣、俄羅
斯、澳洲、新加坡及中國的市場佔有
率。吸引新的航空公司，包括到關島的
廉價航空公司，同時繼續支持現有的航
空公司。

• 在增加關島旅客的同時，小心關注環境
的可持續發展性。跟從世界旅遊組織的
旅遊可持續發展的準則來管理所有資
源，在滿足經濟、社會及美學的同時，
也能保持文化的完整性，生態和生物的
多樣性。

• 以單一市場為基礎，檢視投資回報率。
當中包括每名旅客的市場推銷成本、平
均每名訪客的本地消費額，以及每個市
場的每名訪客帶來的投資淨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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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輪業的區域性機遇
關島很適合作為小型的密克羅尼西亞區域郵
輪的大本營，以及可以容納到訪船隻。
全球遊輪工業是世界旅遊業其中一個增長最快的環節，年度旅客增長
率達7%至8%。遊輪業在1980年服務了兩百萬名乘客，直至2011
年，該數目上升至1600萬名乘客。國際郵輪協會的資料顯示遊輪市
場的人口結構特徵對希望吸引高消費旅客的目的地而言十分有吸引
力。
為了讓關島和密克羅西尼亞成為遊輪目的地，關島港務局的代表、關
島觀光局以及亞太旅遊協會密克羅西尼亞代表在2010年宣佈成為合
作夥伴，建立密克羅西尼亞遊輪協會。作為非牟利、零庫存的成員組
織，密克羅西尼亞遊輪協會正努力建立可持續發展的新興旅客市場，
以及增加能服務密克羅尼西亞區域郵輪的經濟活動。
關島在遊輪業上有發展的空間，而這不需要額外的酒店房間。不光是
關島，還有其他密克羅西尼亞的島嶼都能從遊輪業上獲益。游輪業可
以帶來大量的收入，但不會帶來大型基建專案的負擔，以及為市場帶
來負面傷害。其他好處還包括可以透過為下一代創造新的經濟機會來
鼓勵密克羅西尼亞的一些小島居民遷出小島。此外，郵輪觀光客的增
加，也製造了更好的機會去進一步推行文化和古跡保育。未來亞洲郵
輪業的發展地區與密克羅西尼亞地區距離相近，加上獨特的文化、生
物多樣性和其他因素等，都開發了關島及鄰近地區作為具吸引力的遊
輪目的地的條件。
必須採取措施，確保在碼頭設施上的基建投資不會超越現有的由有限
的郵輪旅客的島上消費帶來的直接投資回報。然而，我們需要考慮建
立一個小地區的遊輪航線，還有為到訪游輪建立低成本、高格調的遊
輪到訪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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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三

2020年酒店房間發展策略

增設高端酒店房間數目，鼓勵再投資

• 增加足夠的酒店房間以應對2020年達到
兩百萬名旅客的目標。推行所需的鼓勵
措施，以吸引五星級的旗號如麗思卡爾
頓、四季酒店及精品別墅酒店發展商如
阿曼和或第六感集團等。
• 關島將需要在2020年前把她的房間庫存
由8,451間增加至10,091間具競爭力的房
間。只有這樣才能有足夠的空間容納額
外的到訪旅客。
• 建立吸引及幫助發展商和投資者的計
畫。建立合理的部門申請程式及門檻，
包括最長的處理時間以及合理的審批要
求。

• 鼓勵發展宴會產物，如精品別墅、延長
停留時間、分時度假及提供住宿和早
餐。這些專案有固定的目標市場，只會
吸引一些不會在關島現有的酒店留宿的
旅客的到來，從而提升關島的旅客量。
隨著新市場的發展，迎合特定訪客的發
展可以歸入有關類別。例如若杜夢灣發
展別墅的話，也會帶來俄羅斯的航運增
長。
• 向現有的酒店持有人提供稅務優惠，以
鼓勵他們翻新、維修和改善設施。夏威
夷的108動議就是其中一個例子。這動議
為相關工程提供了百分之四的稅收抵
免。雖然有評論反對這樣的稅務優惠，
但資料明顯反映如果沒有了這些稅務優
惠，夏威夷的這些工程就不會進行。而
大部分的持有人把這些資金重新投資在
酒店上的翻新工程上。有關酒店持有人
和投資者的訪問進一步支持指酒店業的
稅收抵免在持有人作資本投資決定時擔
當著策略性的角色。在關島實行類似的
稅收抵免，可以幫助補貼持有人，讓他
們更樂意翻新他們那些已變得殘舊的物
業。

高檔次
3,265間
32.3%

8,000
高檔次
2,625間
31.1%

7,000

現時*

2020年

13,284/1.65

16,549/1.64

佔有率

77%

85.1%

房間收費

$134

$225

房均收入

$103

$191

6,000
5,000

中檔次
2,825間
33.4%

4,000

中檔次
2,825間
28.0%

3,000
2,000

經濟∕實惠
3,001間
35.5%

經濟∕實惠
3,001間
29.7%

現時房間組合

2020 年房間組合

1,000
0

雇員∕
房間比例

* Source: Guam Hotel and Restaurant Association Report,
September 2013

房間貨存∕預計酒店表現
2014
關島酒店貨存
29間酒店∕8,451間房間

成功的指標
• 增加房間貨存
• 增加豪華大房的百分比
組合
• 增加房間收費及房均收
入

超豪華
1,000間
10.0%

9,000

房間數目

提升關島的形象是讓關島能發揮作為目的
地的潛能的重要一環。為此，持份者必須
專注於提高品質、開發市場、增加到訪旅
客人數，以及經濟及高端的酒店房間數
目。關島不會在一夜之間成為五星級的目
的地，而關島的酒店也不能單憑把房間改
善就能變成五星級的酒店。然而，透過調
整稅務方案來重新裝修現有的酒店，一定
能幫助提升關島的房間貨存。改善我們現
有的，以及持續努力把一切做到最好的思
想，將會讓關島的形象有所改善。

10,000

2020
關島酒店貨存
35間酒店∕10,091間房間

年份1

房間數目

每晚占房量

訪客人數2

訪客
停留晚數3

2014

8,451

3,084,615

1,400,000

4,165,000

2,192,105

71.1%

2015

8,705

3,177,325

1,486,100

4,421,148

2,326,920

73.2%

2016

8,966

3,272,590

1,577,495

4,693,048

2,470,025

75.5%

2017

9,235

3,370,775

1,674,511

4,981,671

2,621,932

77.8%

2018

9,512

3,471,880

1,777,494

5,288,043

2,783,181

80.2%

2019

9,797

3,575,905

1,886,809

5,613,258

2,954,346

82.6%

2020

10,091

3,683,215

2,002,848

5,958,473

3,136,039

85.1%

每晚占房量4

1

房間 – 假設在2014年有 8,451間具競爭力的房間，那麼每年大概就要增加250間新的具競爭力的房間，直到
2020年達到10,091間。

2

訪客人數 – 可能的訪客人數

3

訪客停留晚數 – 假設平均逗留晚數為3.5晚

4

每晚占房量 – 假設平均每1.9名旅客占一房間

佔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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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四
專注發展會議、獎勵、大型會議及展覽

為了提高淡季的酒店入住率，關島可嘗試
積極專注發展會議、獎勵、大型會議及展
覽相關業務及大型活動，這可以為關島帶
來很大的利益。

• 利用會議、獎勵、大型會議及展覽的團
體人數，幫助帶動到訪旅客人數達標。
這是一個容易控制及有利可圖的方法。
平均的鼓勵旅遊團體人數大概有50至
150人，既容易控制，亦有利可圖。會
議、獎勵、大型會議及展覽旅遊參與者
是高消費、高質素的旅客，並擁有大量
可支配收入。

由於關島的航空載貨量及酒店供應有限，
加上缺乏基建，以及主要地區的競爭激
烈，關島並不太適合舉辦需要在大型展覽
館裡舉行的傳統的大型會議。然而，關島
擁有適合舉辦2,500人或以上的會議及大
型會議的設施。

• 積極開發社區、軍事、教育、宗教及兄
弟會市場。隨著關島的軍事建設和軍事
訓練的需求增加，軍事及政府範疇的增
長潛力也有所提升。這興趣市場尚待開
發，而其他會議（教育、宗教及兄弟
會）市場，在全球化之下也有所增長。

• 積極發展會議、獎勵、大型會議及展覽
及非休閒旅客市場。由員工全心全意執
行目標範圍內的策略，包括貿易展覽、
遊學團及旅遊獎勵市場。當中，透過目
標清晰的銷售策略，針對特定市場開發
多元產物是首要的目標。

• 以傳統上會定期作海外旅遊的東亞地區
的學校團體為目標。關島的其中一個競
爭者沖繩島，每年都有接近200,000名
學童參與學校旅遊。關島對這些團體其
實甚具吸引力。我們應該把關島以亞洲
大都會以外的旅遊目的地的形象作市場
推廣。宣揚關島能向教育團體提供的體
驗，如英語、環境研究，及備試（註冊
會計師考試、學業能力傾向測驗、醫學
院入學考試等等)。

由於關島的旅客市場的多元化發展，可以
在淡季時為酒店業帶來正面的影響，我們
可以採取更多的行動去把這效益擴大。

• 利用會議、獎勵、大型會議及展覽填補
發展緩慢階段（尤其是近年）的空檔。
會議、獎勵、大型會議及展覽旅客，特
別是獎勵旅遊參加者，有助關島達到增
長高消費、具大量可支配收入的旅客的
目標。

成功的指標

• 投資教育及培訓專案，以及在需要時補
充勞動力，如培訓人員及實習。這非常
重要，因為獎勵旅遊對服務的要求很
高，逼使本地的供應商提高他們的商品
和服務品質。

• 非休閒旅客數目（外部
調查資料）增加
• 關島淡季的酒店入住率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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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五
宣揚查莫洛文化

成功的指標

單憑具品質的酒店跟景點，並不能保證關
島能成為旅客的目的地。關島在有太陽、
沙灘、海洋和購物體驗這些條件外，需要
有更具說服力的原因，才能令旅客選擇關
島為目的地。這四項體驗在許多其他目的
地可以用更低的價錢獲得。為了讓關島能
在別的島嶼目的地中脫穎而出，我們需要
宣傳關島四千年的獨有的查莫洛文化，而
這要依賴全方位的市場推廣。

• 讓查莫洛的音樂、舞蹈、藝術、語言及
文化從抵步機場一刻便無所不在。在我
們努力之下，有關情況已有所進展，提
倡如Hafa Adai精神及提高對查莫洛美食
的認知。但是，我們仍然需要讓旅客更
強烈地感受到關島的文化歷史，而關島
人們亦要為面對遊客而作好準備。鼓勵
酒店在島上表演環節加入查莫洛文化，
而不僅限於薩摩亞及大溪地文化。

• 把查莫洛文化放在最前和最中心，宣揚
查莫洛文化為關島的唯一的、獨特的、
有別於其他地方的競爭條件。查莫洛文
化的發源地、西班牙首都阿加尼亞、以
及豐富的中西文化歷史及其影響力只能
在關島找得到。

• 修復及改善主要的歷史、人類及文化景
點，以滿足旅客希望有獨特旅遊體驗的
期望。努力修復歷史遺跡及設立文化長
廊，如可考慮擴建阿加尼亞最近建成的
文化長廊。

Guam and Chamorro Educational Facility

• 加深對查莫洛文化的認
識（外部調查資料）
• Håfa Adai 運動的參與
程度
• 高水準的文化體驗
• 在酒店及整個旅遊業中
展現音樂、藝術及文化

Chamorro cultural dancers at Plaza de España, Hagåtñ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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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六
延長平均停留時間
延長旅客在關島的平均停留時間有很明顯
的好處。其中一個好處是可以讓旅客的島
上消費增加。延長平均停留時間能顯著地
增加售出酒店房間的數目，即使旅客數目
不變，最終仍能增加經濟收入。市場趨向
更具體驗性的假期－更生動，有更多個人
參與，而非單純享受的假期。這驅使關島
的旅遊產品更多樣化、更豐富。有特別興
趣的旅客通常在旅遊時花費更多，逗留更
長，不論那些興趣是跟自然、歷史文物，
還是跟歷險和極限運動有關。
• 延長日本旅客的停留時間達33%，從現
在的三晚到四晚。這有潛力為島上帶來
相應的消費增長，而不需要額外的航
班，也不會對基建造成影響。跟旅行社
合作，鼓勵他們向各市場售賣逗留較長
時間的套票。

• 透過宣傳比較少人知道，但能延長旅客
停留時間的活動和景點，清楚讓旅客知
道關島所擁有的不只是水上和購物活
動。旅客印象調查顯示獨特的活動獲得
的分數最高。關島能透過改善溝通獲
益，讓大眾清楚知道關島能賦予旅客多
元化的獨特體驗，並且不用趕行程。
• 改善溝通，讓潛在顧客在選定旅遊目的
地前，已能清晰知道各項的活動和景點
選擇。許多遊客在他們選定目的地前已
經知道自己希望做些甚麼。重新組合行
程以及提高旅客對關島更多景點和活動
的認知，可以令旅客逗留較長時間，並
且能讓旅客在旅遊前準備更高的消費預
算。

• 鼓勵所有市場延長停留時間並鼓勵銷售
一星期或以上的停留時間較長的組合產
品。我們需要積極宣傳這些新建立的停
留時間較長的行程及專案，以實現這個
目標。

成功的指標
• 所有核心市場的停留時
間延長

Two Lovers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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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七
宣揚我們的魅力
關島現時有超過一百個對關島旅客具有吸
引力的旅行團和景點。當中包括晚餐遊
輪、高爾夫球、冒險運動、跳傘、飛機遊
覽、島上表演、喜劇及拉斯維加斯式的表
演。另外，關島還有海洋活動如深海垂
釣、水上摩托、滑翔傘、香蕉船、浮潛、
海底漫步，以及水族館等等。有效地向目
標市場推廣這些吸引之處，有助關島建立
品牌形象，以及提高旅客的滿意度。

成功的指標
• 島上消費增加
• 旅遊認知及參與程度的
提升
• 增加新的主要景點

• 專業地推廣及宣傳能夠實踐提供產品品
質的景點。這包括推銷現有的景點以及
支持增加更多的景點。關島觀光局必須
透過廣告、海報、宣傳單張、媒體和網
頁，大力宣傳關島的公共和私營景點。
旅客是根據他們想要做的事情來選擇旅
遊目的地的。

• 宣傳關島的大型活動。關島有許多運
動、文化、藝術、教育及其他類型的具
品質的大型活動由於缺乏資訊而未被旅
客認識。關島必須宣傳這些活動。尤其
是宣傳一些主要專案，以及在可哥鳥馬
拉松賽以外，舉辦更多大型活動，例如
可以在電視播出的大型高爾夫球賽。.
• 善用具備整合客戶關係管理系統的統一
性的全球性網站。這有助關島旅遊業優
化結果及善用資源。此外，這亦有助標
準化所有市場的現有的關島品牌。成果
將會是旅客對關島的魅力的認知提高、
目標市場根據需要得以配對。這最終能
讓關島旅客獲得更好的體驗。

• 鼓勵和創造能吸引有特定興趣的旅客的
新活動及新項目，吸引旅客再光臨關
島。管理完善的專案能在增長緩慢期帶
來額外的旅客，對關島的經濟有潛在的
重要貢獻。這些項目也能給沒到過關島
的旅客留下印象，有潛力透過媒體宣傳
得到他們的注意。

Skyd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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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八

19條村落，19種體驗

把旅遊業擴展至杜夢灣以外的地方

由於旅遊業是關島的主要商業部分，帶動著關島
的經濟發展， “一村一品”模型適用于作為關島發
展旅遊業的策略。

關島居民長久以來受惠於旅遊業。關島鄰
近的亞洲國家所帶來的旅遊收益，將繼續
是關島的重要經濟來源。雖然說杜夢灣旅
遊區是關島旅遊業的重要支柱，整個關島
社區，不光是居住或是在關島工作的人
們，都需要在旅遊業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
色。
關島土地少、人口少，村落及其居民可以
透過在關島的旅遊業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而從中獲益。將旅遊業從杜夢灣擴展開
來，可以為所有關島人帶來最大的經濟效
益和最多的工作機會。
根據公共法律第30至228條建立的旅館住
宿稅務債劵，其焦點主要集中在杜夢灣外
的基建項目，如關島博物館、農舍及漁
棚、關島國會大樓及島上許多其他的歷史
文化景點。這些項目將為關島成為更好的
居住、工作及旅遊地點建立基礎。
• 把遊客區擴展至阿加尼亞。跟大眾和私
人企業夥伴一起把遊客區從杜夢灣擴展
至復興了的阿加尼亞，把握宣傳查莫洛
村落的機會，以及建造新的關島博物
館。

成功的指標

• 鼓勵旅遊業夥伴支持本地農夫和漁民。
支助村落的農業和漁業可以幫助開拓新
的增長機會。鼓勵投資在能創造具吸引
力、健康和有活力的農業和水產業商業
中心的基建。鼓勵酒店和餐廳購買本地
農作物和魚類。

• 與眾持份者攜手創造更乾淨的環境及高
品質的社區。美化島嶼和舉辦世界級的
活動，不但有助關島的產業發展，也能
讓關島人有更強烈的自豪感和社區參與
感。
• 支援文化商品和服務。跟本地商業機
構、關島經濟發展局以及關島太平洋中
心經濟發展大學攜手支援關島製造的商
品。幫助發展和宣傳文化產業，如美
術、工藝、音樂和舞蹈。

由於旅遊業是關島的主要商業部分，帶動著關島的經濟發展，“一村一品”
模型適用于作為關島發展旅遊業的策略。事實上，在農業、文化、歷史和
自然美方面，關島的旅遊業跟各村落的商品都有著相對較強的聯繫。這正
是適合在關島的19條村落採用“一村一品”策略獨有的優越條件。雖然各村
落的人口數目不同（由烏馬塔克村的782人到德德多的44,943人），這策
略仍舊是實際可行的。
“一村一品”的理念包含了一個專門化的策略，為吸引旅客和投資，每一條
村落都需要辨別出一到兩種特有形象及產物（貨品或服務）。這目的是要
展現每條村落的歷史、文化、農業、自然美和設施上的獨特之處。直到今
天，我們已經向“一村一品”這個概念邁向了一些。各村落在過去七年成功
舉辦了融合了特定產物的節目，如阿加特芒果節、塔羅福福香蕉節以及馬
里索螃蟹節。但是，並非所有村落都能找到自己的特有形象。培訓及“一村
一品”尚未被全面推行。
要減少關島對進口農作物的依賴，“一村一品”的策略可以創造入口替代
品，達致經濟規模效益。故此，“一村一品”是關島可以採用的良好策略，
有助鄉郊和旅遊業的發展。而“一村一品”也可以減少旅客流失海外，有助
居民直接獲益于旅遊業。
在關島實行“一村一品”，是關島的居民能控制的（不像增強軍備），而且
有能力維持的。除此之外，它將會增加村民的就業機會，讓村民學懂生產
本地出產的技能，以及為村落和小島的出品建立信心。最重要的是，它將
會增加居民跟島上旅客的直接互動，通過買賣特產，能使居民與旅客間的
聯繫更緊密，減少旅客流失。

• 在杜夢灣以外增加新的
旅遊景點
• 加深居民對旅遊業的感
情
•在關島村落發展出多元貨
品及服務（一村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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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作為我們島上最領先的行業，旅遊業影響著關島上的每一
個人。
“2020旅遊計畫”為關島的未來設定了具前瞻性的理想及戰略計畫。這計畫提供了戰略方
向及設定了行動的框架。其次，有關策略和執行的細節，需要由持份者跟關島觀光局管理
層一同建立。這需要持份者、法律制訂者和社會大眾的廣泛接受和義無反顧的執行。
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我們有很好的機會去改善關島作為旅遊目的地的品質，並藉此改善每一位關島居民的生活
水準。如果我們能夠完成計畫中的所有目標，關島將會成為我們和我們下一代的更安全、
潔淨、繁榮和更美好的居住和工作的地方。
我們會團結起來，實踐我們的共同理想。

Targets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1

2013

2020

1.34 Million

2 Million

AVG ON-ISLAND SPEND

$1,100

$1,3202

TOURISM-RELATED JOBS

20,436

32,000

GOV TAX REVENUES

$167 Million

$300 Million

TOURISM ECONOMY SALES

$1.47 Billion

$2.64 Billion

VISITOR ARRIVALS

1

Based on 2010 Guam Tourism Satellite Account Economic Report

2

20% increase in average on-island spend per person based on achieving Tourism 2020
objectives: diversifying by attracting higher spending markets (China, Russia) and market
segments (MICE), adding high-end hotel offerings and more quality dining, shopping, optional
tours and attractions, extending the average length of stay and improving our destination
product and service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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