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口

  关岛人口约 173,456 人（据 2007 年 7 月人口普查

结果），主要族群是查莫洛人 (37%) 、菲律宾人（26%）、

太平洋岛国人（7%）、高加索白种人（6%），及其它亚洲

人包括日本人、韩国人及中国人（2%）。岛上 85% 的居

民信奉天主教，其余 15% 的居民信仰长老会、佛教、耶

和华见证人及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气候

  关岛拥有热带海洋性气候，全年酷热而潮湿、温度

变化不明显。年平均气温为华氏 85 度（摄氏 29 度），平

均最低温华氏 76 度、最高温华氏 86 度。海水的平均温

度也是华氏 85 度，非常适合进行各种水上运动。关岛分

为两季，12 月到 6 月是旱季，7 月到 11 月是雨季。9 月

与 10 月这两个月最为多雨，平均降雨量约 14 英寸。

  语言

  关岛的官方语言为英语与查莫洛语。

  关岛简介

  关岛是美国领土，位于西太平洋赤道以北 900 英里

处，岛宽 4 至 8 英里，长 32 英里，总面积约 220 平方

英里（550 平方公里），是密克罗尼西亚地区的最大岛屿，

充满独特的文化色彩。关岛丛林茂密，是马里亚纳群岛

中最南端的岛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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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关岛也被称作是“美国一天开

始的地方”。关岛首都是亚加纳（Hågatña，旧拼法为 
Agana）。

  数百万年前，两座火山沉入海底后连结在一起，这

两座古代火山的山峰便形成了今日的关岛。关岛位于北

纬 13°及东经 144°，大约在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

沟东南处 210 英里。关岛与塞班岛（Saipan）、罗塔岛

（Rota）、天宁岛（Tinian）等邻近岛屿有着相同的文化

和气候。

  关岛距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约 6,000 英里，位于

夏威夷的檀香山以西 3,800 英里，日本以南 1,500 英里，

与菲律宾相距 1,596 英里，香港以东 2,026 英里及上海

以东 1,922 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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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状态与政府形式

  关岛为美国的未合并领土，关岛政府实行行政、立

法及司法三权分立。在关岛出生人士，根据 1949 年关岛

组织法（Organic Act）的规定，拥有美国公民权。 

  关岛基本信息

• 时区：关岛时间比太平洋标准时间快 18 小时，比格林

威治标准时间快 10 小时。

• 电力：120 伏特／ 60 赫兹，与美国本土相同。

• 法定货币：美元。

• 信用卡：美国运通卡、Visa 卡、万事达卡（MasterCard）、
大来卡（Diners Club）、JCB 卡以及其它主要信用卡，

都可在关岛使用。

• 主要银行：关岛银行（Bank of Guam）、夏威夷银行

（Bank of Hawaii）、花旗银行 (Citibank)、夏威夷第

一银行（First Hawaiian Bank）、ANZ 关岛、360 海岸

联邦信贷 (Coast 360 Federal Credit Union)、关岛

第一社团联邦信贷 (Community First Guam Federal 
Credit Union) 及太平洋银行（Bank Pacific）。

• 网络服务 / 媒体：电话拨号上网、宽带网络、Wi-Fi、电

子有线电视、本地与全国性报纸及杂志。

  历史

  关岛最早的居民是查莫洛人，为当地土著，查莫洛

人是出色的渔民，善于建造一种称为“proas”的坚固

双尾木制、外加支架的快速独木舟作为交通工具，在群

岛中驰骋，亦方便进行买卖活动。查莫洛人依靠星象及

海洋中遇到的动、植物辨认航海路线，相传他们就是以

这种方法在 3,500 多年前飘洋过海，长途跋涉从东南亚

来到关岛。除了精湛的航海技术，查莫洛人亦擅长编织

及制造陶瓷，这些文化特色在今日的关岛建筑及文物中，

仍然可见端倪。

  1521 年 3 月 6 日，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应西班牙国王授权环绕地球航行时，发现

并登陆了关岛。大概过了一个世纪后，西班牙人 Padre 
Diego Luis de San Vitores 带领耶稣会传教士，将欧洲

的文化生活方式包括天主教与贸易传入关岛。自此，关

岛深受西班牙文化影响，且由于邻近菲律宾，所以西班

牙的风俗及语言渐渐融入查莫洛文化之中。

  1898 年，美西战争爆发，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

关岛。美国政府为关岛带来了很多转变和改善，包括农业、

公众健康及卫生、教育、土地管理、税收及公共建设。

  日军于 1941 年入侵并统治关岛三年，直至 1944 年

7 月 21 日，美军重新夺回这块领土的管治权。三年之后，

杜鲁门总统（Harry S. Truman）签署关岛组织法，宣布

关岛成为美国的未合并领土，关岛地方政府享有自治权

力。

  如何到关岛

  关岛距离许多亚洲国家并不远，包括日本、韩国、

菲律宾、香港、中国及台湾。从亚洲主要城市飞往关岛

的平均飞行时间为 3.5 至 4.5 小时，夏威夷为 7 小时。许

多航空公司都有飞往关岛的路线，包括美国大陆航空、

美国西北航空、日本航空、中华航空、菲律宾航空及大

韩航空；当中有许多直航服务，前往亚洲、美国及太平

洋其他岛屿。



  住宿

  关岛有各种住宿设施，由汽车旅馆到高级度假村不

等，有规模较小的旅馆，亦有大型连锁式酒店集团如希

尔顿（Hilton）、万豪（Marriott）、喜来登（Sheraton）、
凯悦（Hyatt）、奥瑞格（Outrigger）及威斯汀（Westin），
且主要集中在关岛的旅游区 – 杜梦湾区。关岛南部则为

游客提供安静怡人的乡郊式住所。

  关岛文化特色

  关岛是一个富有查莫洛文化特色的美丽小岛，除了

有热带的气候及原始的海滩之外，历史及文化背景也非

常独特。游客可登上杜梦湾北部的恋人岬、坐落于亚加

纳最高点的阿布根堡，或关岛南部的色堤湾景观台，尽

览关岛迷人景致。游客亦可以选择沿南部漫步，并参观

岛上多达 32 个的瀑布。

  想要了解与探索关岛文化历史的游客，可以参观遍

布全岛的多个文化历史景点，如桑托斯参议员天使纪念

公园（the Senator Angel L.G. Santos Latte Memorial 
Park）、西班牙广场（Plaza de Espana）、杰夫帕哥

查莫洛文化村（Guam's Historical Village Gef Pa'go 
Park in Inarajan）、太平洋战争国立历史公园（War 
in the Pacific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 及 圣 母 玛

丽亚教堂（the Dulce Nombre de Maria Cathedral 
Basilica），大部份景点都坐落于首都亚加纳。

  关岛人有热情欢迎并邀请来访客人共度佳节的传统，

关岛传统节日庆典“fiestas”是全村的重要活动，由西

班牙人在 1668 年引进，是查莫洛人每年将本土美食文化

向外界展示的庆典。查莫洛家庭喜欢在布置得色彩缤纷

的餐桌上，摆满各种特色美食，如辣椰汁茄子、红米饭、

辣鸡、炭烤礁鱼、虾饼、鸡肉沙拉 ( 由炭烤鸡肉、柠檬汁、

椰子肉及小辣椒混合而成 ) 等。亚加纳区每逢星期三晚的

查莫洛村观光夜市及星期五晚上的海洋夜市都能尽显关

岛在食物、音乐、艺术及舞蹈的文化色彩。

  从伊戈 (Yigo) 到马利索 (Merizo)，关岛的 19 个乡村

都各有特色，又组合成岛上的独有文化，令游客乐而忘返。

  出入境手续

  入境关岛的规定与入境美国各地相同，但美国公民

须持美国护照，依个别状况携带附照片的身份证件与公

民证明文件，或被接纳。大部分其它国家的公民则须出

示有效护照与美国签证。

  自2009年11月28日起，综合自然资源法（Consolidated 
Natural Resources Act）开始生效，令入境关岛的免签证

计划有所改变。根据联邦纪事 (Federal Register) 目前的规

定，可参与计划的国家，是按照与关岛在地理位置上的距离

远近及是否有往来决定。地理上距离关岛很远的国家，如果

常有大量游客到访关岛，则仍可参与该计划。

  12 个国家的公民，可以免签证入境关岛，且停留

不超过 45 天；到访的游客不可以转往美国其它口岸，

且须搭乘签约国交通运输业者的交通工具（signatory 
carrier）。使用入境关岛免签证计划的国家包括：澳大利

亚、文莱、香港、日本、马来西亚、瑙鲁、新西兰、巴

布亚新几内亚、韩国、新加坡、台湾和英国。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浏览美国国土安全部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网站：

www.dhs.gov/files/programs/gc_1233261948672.shtm

  所有非移民签证的申请者可在所属的美国大使馆或

领事馆的网站上获取有关申请程序的信息。自 2010 年 3
月 1 日起，美国大使馆或领事馆要求所有申请者使用新

的 DS-160 网上申请表。如需了解详细的说明，请访问

https://ceac.state.gov/genniv。



  其它好去处

  来到关岛，当然要试试关岛风情的 SPA，舒畅身

心，也可在岛上的名店逛一逛，如 DFS 免税商店（DFS 
Galleria）、杜梦沙滩广场（Tumon Sands Plaza）及

Outrigger 酒店内的广场购物中心（The Plaza）；岛上

除了有全世界最大的 K-Mart 之外，也有关岛畅货中心

（the Guam Premier Outlets）、密克罗尼西亚购物中心

（Micronesia Mall）、阿肯塔购物中心（Acanta Mall）
及亚加纳购物中心（Agana Shopping Center），方便

游客购买衣服、鞋、饰物、纪念品、食物、饮品、个人

护理用品等。

  关岛沿岸多处美丽的沙滩上有很多可以提供婚礼服务

的教堂，让情侣有一个难忘的婚礼。岛上有许多提供婚礼

服务的公司，令计划结婚的情侣有一个毕生难忘的旅程。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关岛多姿多彩的夜生活。位于杜

梦湾区的沙堡秀，足可媲美拉斯韦加斯的晚餐秀。在杜

梦湾区的酒店，游客均可享受充满关岛特色的晚餐秀，

而且杜梦湾区有各色酒吧，包括沙堡秀内的 Globe、
Hard Rock Café及Club Pash。在杜梦湾区及关岛中部，

美式及国际性餐厅、酒吧林立，游客可以尽情吃喝玩乐，

享受特色的关岛之夜。

  关岛冒险之旅

  热爱运动的游客，可在关岛尽情享受水上及陆上活

动的乐趣。关岛的海洋无疑是水上活动爱好者的乐园。

游泳、风帆冲浪、独木舟、浮潜、水上摩托车、滑翔、

拖曳伞及跳水等活动一应俱全。杜梦湾海洋保护区、皮

提炮弹洞以及南部的马利索村都是最佳的浮潜地点，适

合初学与经验老到的浮潜玩家。

  此外，游客亦可以搭乘岛上唯一的亚特兰提斯潜水

艇出海，观赏海豚、乘船游览南部风光、或参观位于欢

乐岛特区的海底世界水族馆，对海洋生物多些了解。

  关岛是全世界最佳的潜水地点之一，且由于与马里

亚纳海沟相近，所以关岛拥有全美面积最大、种类最

多的珊瑚礁区。这里有超过 300 种珊瑚、200 种海藻、

950 种珊瑚礁鱼类。关岛在第一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是太平洋的主要战场，当时船舰的遗骸沉于海底，至今

已成为长满美丽珊瑚礁的潜水天堂，如关岛三个最受欢

迎的潜水区 - the SMS Cormoran、东海丸（the Tokai 
Maru）、木津川丸（the Kitsugawa Maru）。其它受

欢迎的潜水区包括蓝洞（the Blue Hole）、嘉伯嘉伯礁

（Gab Gab II）、大裂口（Crevice）、珊瑚花园（Coral 
Gardens）、海普斯礁（Haps Reef）。

  关岛有许多专业的潜水店铺，所有店铺均拥有具备

PADI（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of Dive Instructors）
五星资质的潜水教练，相对世界其它地方，在关岛学习

潜水比较便宜。关岛属热带气候，海水气温全年平均为

82-86 度，而平静的海水能见度高达 150 英尺，非常适

合潜水初学者。

  大部份潜水店铺都有网站，除了详细列出关岛热门

潜水区的资料外，亦有不少水底世界的美丽照片。

  关岛同样是高尔夫球爱好者的乐园，拥有 7 座风光

如画的高尔夫球场，如里奥皇宫俱乐部度假村、安华泰

拉佛佛高尔夫俱乐部、STARTS 关岛高尔夫度假村、安华

曼吉罗高尔夫俱乐部、关岛国际乡村俱乐部、风谷乡村

俱乐部及太平洋乡村俱乐部。每座球场的环境与难度都

不尽相同，而且都座落于全岛风景最怡人的地点。

  对于喜欢寻求刺激的游客，如果喜欢从高处一览关

岛全貌，则可以尝试双人跳伞。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络：

关岛观光局上海办事处
上海市南京西路 1515 号
嘉里中心 707 室
Tel: (8621) 62897733 ext. 107
Fax: (8621) 62897722
www.visitguam.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