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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物帶路
三分鐘快速了解關島
位於台灣東南方的關島從台灣出發到關島飛行時間只要約3.5小時，
如同從台北市開車到台南市。
關島最主要的觀光地區集中在杜夢灣 (Tumon Bay) 與亞加納灣
(Agana Bay），飯店幾乎也都圍繞著這兩個海灣建設。隸屬美國的
關島主要經濟來源主要是以觀光業為主，一年約一百萬左右旅客，
以亞洲人為主，日本人約占80%，其次是韓國人與台灣人，冬天則
有不少俄羅斯人到此避冬。

面積 約兩個台北市大，549平方英里，環島一圈約3.5個小時
人口 跟台北市中正區人口數相近，約16萬人
氣候 四季如夏，最冷晚上只要穿上一件薄外套
飛行時間 從台北市開車到台南市的時間，約3.5小時
什麼時候適合去 3∼5月（天氣最好）12∼1月（來去避冬）
去關島要多少錢 5天4夜機+酒自由行約25000起跳

杜夢灣
Tumon Bay
亞加納灣
Agana Bay

1

十個出發關島前的提問
去關島需要簽證嘛？
持中華民國護照，自台灣境內搭乘台北直飛關島班機者，可免簽證入境關島停留45天。
入境關島須備妥以下證明文件：
成人─攜帶護照正本，身分證正本
孩童─攜帶護照正本，戶口名簿正本或戶籍謄本
＊有美簽者請攜帶附美簽之護照
＊美國綠卡身分須持綠卡入境

飛到關島要多久?
台灣至關島直飛約3.5小時。

目前飛關島的航班有哪些？
航班以中華航空公司為主。華航目前有提供五天四夜，和六天五夜自由行。飛行時間如下：
中華航空 行程

起飛

抵達

去程 台北→關島 07:20 13:10
回程 關島→台北 14:40 16:45

關島有時差嗎？
關島(UTC+10)比台灣(UTC+8)快2小時，規畫旅遊或是購買機票時需多加留心。

關島使用何種貨幣？
關島通用的貨幣為美元(USD)，當地機場或是購物中心都有兌幣櫃台，不過匯率不划算，建議在台灣先兌
換。在關島信用卡使用很普遍，連便利商店也可以刷卡唷。另外，旅行支票在關島流通率也很高(尤其是美
國運通)，商店、超市、餐廳都可使用！不過還是建議您多準備一些小面額的現鈔，像搭乘公車時使用現鈔
會比較方便。

到關島小費要怎麼給？
關島與美國本地一樣，接受服務的人都需支付小費，搬運行李一件給USD$1；床頭小費一晚一人也是
USD$1；計程車或餐廳的小費則是消費金額的10〜15%。

關島的電壓跟台灣一樣嗎？
關島的電壓為110/120伏特，60赫茲，插座為兩雙腳扁平插座，與台灣(美國)一樣。

到關島託運行李限重多少？
飛關島的華航航空，每人的托運行李皆可兩件，每件行李重量不得超過23公斤。

關島可以漫遊嗎？
用手機國際漫遊需使用三頻手機(GSM1900或GSM850)，台灣大哥大及中華電信則不必辦漫遊便可以接通。

關島的天氣如何呢？
關島地處熱帶，雨季6〜10月、乾季11〜5月，氣候四季如夏，年平均溫度攝氏26至27度，氣溫很少高於
32度，最低也維持在21度，須多注意日夜溫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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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島必去六大景點
戀人岬 Two Lovers' Point
戀人岬是阿物認為關島最值得去造訪景點中排名前幾名的，有故事
性且整個景點周邊也都整理得很像樣，還有情人鎖跟情人鐘的好梗
，別錯過了呀！

怡寶沙灘公園 Ypao Beach
怡寶沙灘公園位於Hiliton希爾頓飯店旁邊，假日時會有很多當地人
到這烤肉野餐，十分熱鬧。相較於杜夢灣海灘，這裡的遊客比較少一
些，在怡寶沙灘有更舒適的感覺。

迪迪多早市 Dededo Flea Market
若要體驗關島當地的生活，阿物認為除了查莫洛夜市之外，就是迪
迪多早市了！老話一句，想要了解當地生活，那就走一趟他們的市
場就對了。

瑞提迪恩岬沙灘 Ritidian Point & Beach
這沙灘是阿物認為關島最美的，沙質綿密顏色接近珊瑚白，海水的清
澈度保證讓人尖叫到不行，杜夢灣已經很清澈了，但根本比不上瑞提
迪恩海灘！

伊納拉漢天然池 Inarajan Natural Pool
由珊瑚礁環繞阻隔外海海浪形成一個非常特別的海水游泳池，再搭配
一個跳水台，就成了當地人吃完BBQ後最佳運動囉。戲水烤肉加上
音樂與嘻笑聲，是關島人最棒的周末呀！

T. Stell Newman 遊客中心
T. Stell Newman Visitor Center
T. Stell Newman 不僅是一個遊客中心，更是戰爭歷史博物館。想要
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經歷美日雙方統治的關島血淚史來這就對了！

3

關島必吃七間餐廳
阿物碎碎念：要選七間餐廳出來真的超級難的啦，阿物的排序是越下面的餐廳留給越挑嘴的唷！

桃李中餐廳 Toh-Lee
主打精緻口味的港粵式料理，菜色樣式不多但比起關島其他的吃到
飽口味算是很精緻，食材用料與補充速度都在水準之上。雖然阿物
不提倡吃到飽，但桃李的景觀與口味完全說服我！

卡布里喬莎 Capricciosa
最經典莫過於又黑又香的墨魚麵(Squid Ink Spaghetti)， 吃過台灣
也吃過關島的朋友都一致推薦關島版道地又好吃！

牙買加燒烤 Jamaican Grill
結合了牙買加口味與關島當地食材特色，獨門醃製配方與特調醬料
創造出讓當地人與觀光客都垂涎三尺的地中海風味！

PROA 帆船餐廳
主打查莫洛風味，燒烤是餐廳重要賣點，獨門芬拿鼎汁(Finadene)
，將白洋蔥、紅辣椒切碎拌入醬油、醋或檸檬汁，與外皮帶點焦入
口多汁的烤肉搭配就是經典的查莫洛風味，重口味但不膩！

Meskla Dos
最精彩的莫過於結合了美式漢堡與道地的查莫洛烤肉為一體的BBQ
三明治，別看他像個速食店就小看，Meskla Dos 可是勇奪2013
Guam BBQ Block Party Competition 冠軍喔。

Pika's Cafe
餐廳老闆絕對稱得上是關島在地食材運動的帶頭者，採用新鮮的在
地食材，餐廳更有濃濃的在地特色，獨特的查莫洛傳統口味交融在
美式餐點中，等你來體驗。

湯尼羅瑪斯美式餐廳 Tony Roma's
充滿美式風格的裝潢配上經典BBQ口味的烤肋排，就為了讓你感受
道地美國風！除了豬肋排之外，牛排、烤雞、海鮮等炭烤美食，香
烤馬鈴薯皮、洋蔥磚也很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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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下海關島必玩六大活動
到關島旅遊總會看到滿滿的行程清單，但什麼好玩什麼值得玩總是讓人苦惱！阿物替
大家挑選了六個如果這輩子只去一次關島，一定要體驗的行程呀！

體驗潛水
關島海底景致實在很棒，在關島你可以不用執照就可以背上氧氣瓶
下水一覽海底世界，而且關島體驗潛水可達七米深，所以記得要帶
可以承受深度十米的相機喔！

PIC 水上樂園
如果你想要一個完全不用動頭腦的關島假期，來PIC 就對了，園內有
豐富水上設施、多樣化的運動課程、風帆、多家餐廳、查莫洛晚餐秀
，SPA 中心、兒童俱樂部，還有世界唯二的人魚共游池！

高空跳傘
關島最刺激的活動就是高空跳傘啦！絕對讓你腎上腺素激增外加腋
下冒汗，體驗穿越雲層的快感，從高空看關島自己彷彿進入鳥的視
野，一輩子可能只有一次的體驗，衝吧！

體驗飛行
體驗飛行就是讓你開飛機啦！用自己雙手操作拉桿控制飛機方向與高
低，同行的教練會用手勢引導你方向與轉向角度，運氣好的話，教練
還會特地帶你穿過雲朵，那感覺真的很夢幻呀！

實彈射擊
實彈射擊場對許多軍事迷來說是個必來朝聖的地方，各式槍枝任你選
用，開槍的剎那，子彈瞬間從槍管迸出充滿了震撼力！甚至可以提前
預約到戶外去體驗大型機槍喔！

包船出海開Party
只要你預算夠，我建議就把船包下來吧，擁有一艘專屬自己遊艇的感
覺真的很棒！搭著遊艇出海在海上看煙火，是最極致浪漫的體驗，完
全超越了地點的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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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吧，一起關島野餐趣
關島每到周末當地人總會聚集在他們喜愛的沙灘來場BBQ Party，一個下午就在音樂聲 嬉鬧聲與啤酒開
瓶聲度過，這不就是台灣人野餐最High境界嗎?
關島的政府為了因應民情，還在許多沙灘旁設立了涼亭與烤肉亭，你說去關島怎麼能不來場野餐啦啦啦~
再者，關島四周沿海處處可以看到沙灘，海面(西半部)大多平靜無浪，簡直是一個野餐戲水勝地，你只要準備
好野餐配備，到關島就準備好一個下午，來場海灘野餐Party吧！以下是阿物推薦的三個野餐沙灘，各有各的
好呀，只怕你時間不夠。

海水最清澈！

瑞提迪恩岬沙灘
Ritidian Point & Beach

關島最美前三名的沙灘瑞提迪恩岬海灘，觀光客
極少，在海灘上嬉戲玩耍的多半都是當地人。朋
友們若有打算過來，可以帶個沙灘排球跟一些簡
單的食物，在這邊待上一陣子，好好親近這關島
之最！

地點最方便！

怡寶沙灘
Ypao Beach

沙灘縱深夠加上有草地區塊，阿物認為這是杜夢
灣上非常適合野餐的區段。通常我會到K-Mart先
買野餐小品(如草蓆)，再到K-Mart隔壁的Meskla
外帶漢堡薯條，接著一整個下午就在怡寶沙灘優
閒度過，大滿足呀！

日落最燦爛！

聖塔菲飯店
Santa Fe Hotel

亞加納灣上適合野餐的地點非聖塔菲莫屬，腹地
廣大的沙灘，不僅適合散步吹風，也是個適合野
餐的好地點，耳邊還能聆聽浪濤聲與Live

Band(

假日會有現場演唱)協奏出無比悅耳的歌曲。

野餐推薦 必吃餐廳

Meskla Dos -- 漢堡薯條
迪迪多早市 -- BBQ
藤一番拉麵 -- 炸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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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物私房
環島路線

早上6點出門

1

迪迪多早市購物吃早餐
7

20分

2

瑞提迪恩岬海灘戲水

30分

3

12分

5分

8

戀人岬與哈卡博物館

10 伊納拉漢天然池
看人跳水

西班牙古橋
緬懷歷史

麥哲倫登陸紀念碑拍照

11 傑夫海盜餐廳吃漢堡
看老闆的小小博物館

7分
45分

25分

9
4

查莫洛村吃牙買加燒烤
買紀念品

索來戴堡欣賞
南部村庄風情

回到市中心
2

20分

20分

5

3

Fish Eye拍照

1

7分

6

15分

5

4

6

T. Stell Newman
遊客中心回顧歷史

11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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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島租車趴趴走
到關島自由行，租車環島是很棒的選擇，可以愜意想到哪就到哪，想在哪停久一點就在哪停，完全
享受關島式的慢活，尤其是不少好餐廳與好玩的都需要開車才會到呀。在關島租車，不用換國際駕照，
持新版駕照( 無標註有效期限版)就可以直接使用喔；若你手上的是舊版駕照，請注意有效期限須在一個
月內，有效期限如果少於一個月，或駕照已過期的朋友快去換新版駕照吧！不然就無法在關島租車囉。
阿物去關島一定要租車的理由是”省時間”，如果你去關島大部分的行程都自己安排，建議可以租
兩天車，因為比起使用大眾運輸工具( 如: 噹噹車) 換算下來的交通時間，租車至少快2~3 倍，等於多出
了將近半天的時間，度假不該把最珍貴的時間浪費在交通上啊！
租車公司會附基本保險，一般小車( 如:TOYOTA YARIS)最
基本的租金+ 保險與油錢約60~70 美金∕天。租車公司會先要求
提供信用卡抄卡號，還車時確認車輛沒有事故狀況就會只刷租金
費用，所以要記得帶信用卡。阿物有次忘記帶信用卡，可是付了
500 美金押金才能用車哦！除了一般房車、休旅車與九人座的車
子之外，許多租車公司也提供經典美國敞篷跑車”野馬
Mustang”，一天租金含保險不過120美金左右，想要拉風一下
的朋友不容錯過哇！熱血之餘特別提醒在關島開車遇到紅燈只要沒車的話是可以右轉的唷！

【超人性化的關島紅綠燈】在關島開車時台灣的朋友會發現紅綠燈怎麼那麼多？在台灣不就是一個
紅綠燈多種號誌變化嗎（如：可左右轉）。關島為了能夠讓你開車更專心更簡單，每個車道都有自己專
屬的紅綠燈！是的，你只要專心看你的車道指示，就那麼簡單。另外關島絕大多數的路段是可以紅燈右
轉的，只要看沒有來車就可以右轉。少數不能紅燈右轉的路段也會有特別標示，朋友們多注意囉。
【迴轉怎麼做】在關島開車若要迴轉，首先要看到"U TURN OK " 的標示，接著將車子先開到迴轉
車道暫停( 如下圖)，等待沒車即可迴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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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島開車注意事項
1 校車
當路上遇到校車燈號閃爍停靠於路邊，且車側「STOP」號誌
升出時，所有車輛皆須停止前進，包含對向車道，待「STOP
」號誌收回，校車前進時，所有車輛才能繼續前進。違規者，
司機有權舉發並將收到罰單。

2 停車格（專屬車位）
關島停車格皆可免費停車，但有兩種車位須特別注意：
殘障車位：須擁有證件才能使用殘障車位。
店家專屬車位：除非是要進入用餐，否則還是停放於其他免費
車位為佳。

3 左轉、迴轉、右轉
左轉、迴轉規則：
依照左轉燈號左轉，綠色左轉燈才能左轉。
無燈號處，須至中間停等區等候，待左側前方無車才可左轉。
迴轉同樣須至中間停等區等候，右後方無車才可切換道前進。
右轉規則：
原則上紅燈皆可右轉(請注意來車)。
若有標示「No Turn on Red」則綠燈時才可右轉。

4 加油
關島的加油站採自助式，只要告知店員「幾號加油亭」以及
「加多少油」即可開始加油。加油4步驟如下：
1, 將車停妥於加油亭前，一般加Extra Unleaded(水藍色)即可。
2, 告知店員加油亭號碼，並告知加多少錢汽油或加滿。
3, 提起油槍並板起加油槍底座，即可開始加油。
4, 完成加油後，進入店內支付費用(建議支付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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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人甜蜜版 行程
Day 1

Day 2

05:00

08:00

抵達關島

起床吃早餐摟！

飯店Check-In，市區觀光
，稍做休息

ht體驗潛水
tp:/ www.guam.com.tw/info/19

最受台灣歡迎餐廳三選一
牙買加燒烤，卡布里喬莎，

http:Tony
//www.guam.Roma's
com.tw/info/110

12:00
關島料理鐵人炒飯

麵喰亭
http:Menkui
//www.guam.com.
tw/info/109

甜蜜逛街兒

最有靈魂的有機餐廳

http:Pika's
//www.guam.com.Cafe
tw/info/205 吃早餐
09:00
關島最美的遊艇

http:美人魚公主號
//www.guam.com.tw/info/18 (建議車子可
先開到 ht pPROA門口停，減少
:/ www.guam.com.tw/info/64
交通往返時間)

13:30
租車公司取車

預約租車
http:
//car.guam.com.tw/

最精緻的查莫洛料理

http://www.guam.com.tw/info/64
關島帆船餐廳 PROA 亞加
h納店
tp:/w .guam.com.tw/info/64

18:00
融入當地就要逛夜市

http:查莫洛夜市
//www.guam.com.tw/info/54

14:30

14:00

女王朝貢時間

出發環島!

Micronesia Mall 逛街
補充未來幾天的水與乾糧

17:30

手牽手沙灘散步 或

08:30
關島最棒海景早餐店吃飯

http:TuRe'
//www.guam.Café
com.tw/info/204
10:00

I Love Guam圖騰，時間允
http://www.guam.com.tw/info/175
ht p:/ www.guam.com.tw/info/120
許可以再去逛戀人岬
11:00

htt自由拉提，魚眼，西班牙古
p://www.guam.com.tw/info/189 ht p:/ w w.guam.com.tw/info/17
htp:/橋，索來戴堡，熊岩，伊納
w .guam.com.tw/info/140
http:拉漢天然池
//www.guam.com.tw/info/128

12:00
讓壯闊的關島海景陪伴你我
吃午餐

http:桃李中餐廳
//www.guam.com.tw/info/191

在海邊看日落吃晚餐

http:Santa
//www.guam.Fe
com.tw/iGrill
nfo/167(日落最棒)

22:30

http:The
//www.Top
guam.com.oftw/iReef
nfo/196 天空酒吧

早起鳥兒有蟲吃

http:迪迪多跳蚤市場
//www.guam.com.tw/info/98

租車公司還車

21:00

http:K-mart
//www.guam.com.tw/info/139

06:00

拍照

12:00

13:30

http://www.guam.com.tw/info/138
關島Outlet賣場GPO

08:00

Day 4

09:00
跟關島的魚兒說Hello

12:00

Day 3

20:00

刺激提案

13:30

嘗試位於南部的野外

慢活提案

ht實彈射擊
tp://www.guam.com.tw/info/34

就享受吧！

Mandara
http:
//www.guam.com.tw/iSpa
nfo/23

享受泳池設施與杜夢灣戲水
（Ypao Beach Park靠近

18:00

希爾頓飯店一帶魚最多）

看著南部日落享受最美味的
22:00
去沙灘看星星好不好

漢堡

http:傑夫海盜餐廳
//www.guam.com.tw/info/115

杜夢灣沙灘漫步

刺激提案
讓女王帶著你飛上天吧

http:飛行體驗
//www.guam.com.tw/info/202

20:00
微醺聽歌之夜

棕櫚咖啡 Palm Café
http://www.guam.com.tw/info/197
關島最棒的Live House

http://www.guam.com.tw/info/102
布魯特斯之屋

18:00
看Show大吃BBQ

悅泰飯店晚
httCore
p://www.guam.com.BBQ
tw/info/168 或
http://www.
guam.com.tw/info/44
ht p:/餐秀
w w.guam.com.tw/info/4

21:30

20:00

有點兒失控的狂歡

讓魚兒穿梭你身邊

http://www.guam.com.tw/info/53
Tree Bar

http:Sea
//www.guam.
com.tw/iBar
nfo/41
Grill

找回熟悉的感覺

http://www.guam.com.tw/info/67
Raku KTV

21:30
最後一晚就在海邊開心的結

23:00
迪斯可了啦

http://www.guam.com.tw/info/180
Globe Disco

束吧

http:The
//www.gBeach
uam.com.tw/inBar
fo/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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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同樂版 行程
Day 1
05:00
抵達關島
飯店提早入住與補眠休息
11:30
租車公司取車

預約租車
http:
//car.guam.com.tw/
12:30

融入環境第一餐挑Buffet
最合適

http:桃李中餐廳
//www.guam.com.tw/info/191

Day 2
09:00
關島海景早餐店吃飯

Cafe
http:TuRe'
//www.guam.
com.tw/info/204
10:00
回憶陳昇看魚趣

http:魚眼海洋公園
//www.guam.com.tw/info/17
11:00

Day 3
09:00
最有靈魂的有機餐廳

http:Pika's
//www.guam.com.Cafe
tw/info/205 吃早餐
跟著小鴨上山下海

慢活親子

http:水陸兩棲小鴨車
//www.guam.com.tw/info/225

到Ypao Beach Park靠近

兒童票

希爾頓飯店一帶魚最多

12:30

11:30

關島料理鐵人炒飯

前往租車公司還車
12:00

看二戰潛水艇 親子歷史之

旅
http://www.guam.com.tw/info/190
T. Stell Newman遊客中心

http:Menkui麵喰亭
//www.guam.com.tw/info/109

關島式日本料理與超豐富兒

關島好吃越南菜與冰70

童特餐

Inn on the bay 飯店對面

14:00
就那麼親子啦！

13:30

慢活提案

走走方案

14:00

採購零嘴與飲料

熊岩，伊納拉漢天然池
16:00

回家睡覺覺,不累就到沙灘散

http://www.guam.com.tw/info/110
Tony Roma's

(招牌寫Aqualicious)

20:00

21:30

最受台灣歡迎餐廳三選一
http:
//www.guam.com.tw/info/39 http://www.guam.com.tw/info/42
牙買加燒烤，卡布里喬莎，

FROSTY BOY冰70店

ht慢活環島之旅
tp://www.guam.com.tw/info/140http:/ www.guam.com.tw/info/188 htp:/w .guam.com.tw/info/143
htp:/w西班牙古橋，索來戴堡，
.guam.com.tw/info/143

http:K-Mart
//www.guam.com.tw/info/139

http:味一日本料理
//www.guam.com.tw/info/107

的HOA MAI越南菜與

融入當地就要去夜市

http:查莫洛夜市
//www.guam.com.tw/info/54

飯店設施與沙灘戲水，可以

*1歲以下免費，2-11歲須買

12:30

17:30

早起鳥兒有蟲吃

迪迪多跳蚤市場
http:
//www.guam.com.tw/info/98
09:00

不去市區觀光就要小孩＆
女王萬歲

06:00

10:00

14:00

Micronesia Mall
http://www.guam.com.tw/info/131

Day 4

http:餐廳吃飯，戲水，看博物館
//www.guam.com.tw/info/115

Onward水上樂園
http:
//www.guam.com.tw/info/15玩耍
歡笑提案

://www.guam.com.tw/info/18
出海揚帆追海豚的http美人魚號

17:00

http:看看關島東海岸最美的日落
//www.guam.com.tw/info/123
貝果眺望台

激活提案
全家一起享受翱遊天際的快

，但12歲以下參加潛水，須

感吧 體驗飛行

視身高及父母同意書

*4歲以上即可開飛機，如果
是在後座當乘客，未滿13歲

17:30

需1名大人陪同，小北鼻有

隱藏版小吃提案

大人抱一樣可以上飛機

海邊日落餐廳提案

18:00

http:藤一番拉麵
//www.guam.com.tw/info/105

http:Santa
//www.guam.Fe
com.tw/iGrill
nfo/167(日落最棒)

18:00

最精緻的查莫洛料理
http://www.guam.com.tw/info/64
PROA 亞加
ht p關島帆船餐廳
:/ w w.guam.com.tw/info/64
納店

http:關島最好吃的烏龍麵
//www.guam.com.tw/info/203

還沒逛夠的Mall吧

*搭乘出海行程無年齡限制

傑夫海盜餐廳

步看夜景

朝貢女王時間-就逛那覺得

看Show好食當結尾
http://www.guam.com.tw/info/168
Core BBQ

18:30
小孩＆女王萬歲

http:GPO購物中心
//www.guam.com.tw/info/138 GPO內還有
一個很熱鬧的Kid's Club哦

20:00
散步回飯店
打包行李摟！

Doraku居酒屋
21:00
19:30

http:朝貢女王時間
//www.guam.com.tw/info/126 http:/ www.guam.com.tw/info/130

回家睡覺細數戰利品，不累
就到飯店泳池或沙灘吧！

DFS購物中心 或 JP Store
21:30
回家睡覺細數戰利品，不累
就到飯店泳池或沙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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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限瘋狂版 行程
Day 1

Day 2

05:00

09:00

抵達關島

睡飽起床吃早餐啦

飯店Check-In，市區觀光

Day 3
08:30

08:30

起床吃早餐啦

起床吃早餐啦

http:Pika's
//www.guam.com.Cafe
tw/info/205 吃早餐

10:00
11:00

前往租車公司

稍作休息養精蓄銳

領取野馬Mustang跑車
http://car.guam.com.tw/detail/2

13:00

11:00

吃午餐、買零嘴與酒精

飛天首航

http:K-Mart
//www.guam.com.tw/info/139

http://www.guam.com.tw/info/13
ABC海灘俱樂部拖曳傘

Day 4

09:00
09:30
斯巴達競速

httpGo
:/ www.guam.Kart
com.tw/info/124 賽車

一萬英呎的跳躍

http:Skydive高空跳傘
//www.guam.com.tw/info/35
12:30

10:30
前往租車公司還車

無敵墨魚麵

ht卡布里喬莎
tp://www.guam.com.tw/info/42
Pacific Place店

14:30

12:30

11:00

與關島小丑魚擊掌吧

養情緒

朝貢女王時間

http體驗潛水
:/ www.guam.com.tw/info/19

TuRe'
http://www.guam.cCafe
om.tw/info/204 看海吃午餐

http:GPO購物中心
//www.guam.com.tw/info/138

18:00

13:30

14:00

大吃BBQ看看免費舞蹈

打開敞篷盡情拉風環島去！

用自己的雙手飛上天吧

Show

http:查莫洛夜市
//www.guam.com.tw/info/54

青春跳水之約

21:00

體驗飛行
http:
//sky.guam.com.tw/

14:30

http:伊納拉漢天然池
//www.guam.com.tw/info/128
16:00
拿起你的沙漠之鷹

23:00

G.O.D.R野外實彈射擊
http://www.guam.com.tw/i
nfo/34

小歇一會散步杜夢灣看日落
18:30

17:30

20:30

宵夜

跟海盜大口吃飯看日落

海邊Live Band暖場

Bar
http:The
//www.gBeach
uam.com.tw/info/229

戶外沙灘排球夜間賽
22:30
20:30
吹著海風唱著歌回市區

ht極限提案
tp:/ www.guam.com.tw/info/226
17:30

http:無敵日落配壓驚好食
//www.guam.com.tw/info/191
桃李中餐廳

不停吃肉看Show是王道
http://www.guam.com.tw/info/168
Core BBQ

htG-Spot
tp://www.guam.com.tw/info/56

http:傑夫海盜餐廳
//www.guam.com.tw/info/115也可來場

Tarza水上樂園

17:30

體驗美式全空秀

http:藤一番拉麵
//www.guam.com.tw/info/105

刺激提案

http:挑戰急速衝浪Flow
//www.guam.com.tw/info/195 Rider

租腳踏車就衝刺吧！

入關暖身操

htRaku
tp://www.guam.com.KTV
tw/info/67 唱歌

14:00

迪斯可之夜

http:Globe
//www.guam.cDisco
om.tw/info/180

20:00

海邊酒吧暖場
http:
//www.guam.com.tw/info/53
希爾頓Tree Bar
21:30

http:夜店玩到底
//www.guam.com.tw/info/235
新銳四兄弟

http:宵夜
//www.guam.com.tw/info/106
海居酒屋

宵夜

21:30

笑WARA居酒屋
http:
//www.guam.com.tw/info/55

彈到高空看夜景

Sling Shot火速飛天
http://www.guam.com.tw/info/144
22:00
深入理解美式全空秀
杜夢灣隨機
宵夜
關島最好吃的烏龍麵

http://www.guam.com.tw/info/203
Doraku居酒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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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關島版 行程
Day 1
05:00
抵達關島

Day 2
08:30
跟著大海吃早餐

飯店Check-In，市區觀光

htTuRe'
tp://www.guam.com.Cafe
tw/info/204

博物館)，小歇片刻

10:00

(到戀人岬記得要去KAHA
ht p:/ www.guam.com.tw/info/120

12:00
最受台灣歡迎餐廳三選一

Day 3
08:30
最有靈魂的有機餐廳
Cafe
http:Pika's
//www.guam.com.
tw/info/205吃早餐

Day 4
06:30
深入當地市場
迪迪多跳蚤市場
(早餐吃Kris BBQ)

htt查莫洛村，外帶正宗關島
p://www.guam.com.tw/info/96
小吃島嶼味Island
Cuisine
http://www.guam.com.tw/info/227

10:00
查莫洛文化探訪

拉提石公園，自由拉提，關
htp:/w .guam.com.tw/info/79

09:00
拍照

BBQ便當

ht島博物館
tp:/ www.guam.com.tw/info/79

I Love Guam 圖騰
http://www.guam.com.tw/info/175

10:30

13:30

10:00

戰爭歷史之旅

關島折扣賣場

關島冠軍漢堡

街

ht系列餐廳
p:/ w w.guam.com.tw/info/2 8

18:00

htt櫻花廚房
p:/ www.guam.com.tw/info/108

http:牙買加燒烤，卡布里喬莎，
//www.guam.com.tw/info/39
http://www.guam.com.tw/info/110
Tony Roma's

14:00
去海底跟魚兒擊掌Say Hi

htt體驗潛水
p:/ www.guam.com.tw/info/19

亞森灣瞭望台，太平洋戰爭

ht博物館，太平洋戰爭國家歷
p:/ www.guam.com.tw/info/2 2
ht p史公園(可在此野餐)，T.
:/ www.guam.com.tw/info/141
Stell Newman遊客中心
http://www.guam.com.tw/info/190

慢活提案
就賴在沙灘與飯店的泳池吧

租車公司取車

預約租車
http:
//car.guam.com.tw/

外帶便當

理

http:味一日本料理
//www.guam.com.tw/info/107

西班牙古橋，關島猶瑪特克

ht村的麥哲倫登陸紀念碑＆
p:/w .guam.co tw/info194
San Dionisio教堂，索來戴
ht p:/ w w.guam.com.tw/info/18
h堡，馬利索鐘塔
tp:/w .guam.co tw/info18

融入當地就要逛夜市

httpK-Mart
:/ www.guam.com.tw/info/139 採購補給品，看看
美式商品（玩具，文具...等

最美的沙灘

19:30

Ritidian Point戲水野餐

小酌聽歌

httpTable
://www.guam.com.t35
w/info/220

14:00
必逛賣場

16:30

21:00

了解戰爭傳奇人物橫井

看夜景聊關島

http:傑夫海盜餐廳
//www.guam.com.tw/info/115

21:00
採購補給品

10:30
瑞提迪恩岬沙灘

18:00

http:查莫洛夜市
//www.guam.com.tw/info/54

Meskla Dos關島料理鐵人

嚐嚐關島人怎麼做出日本料
14:30
西班牙文化之旅

17:00

ht pGPO午餐可吃賣場中的美食
:/ w w.guam.com.tw/info/138

Top of Reef天空酒吧
http://www.guam.com.tw/info/196

http:Micronesia
//www.guam.com.tw/iMall，午餐可
nfo/131
在Mall裡吃全美最大美式中
餐連鎖Panda，體驗美式中
國菜

18:00
海邊看日落的晚餐

http:Santa
//www.guam.Fe
com.tw/iGrill
nfo/167 (日落最棒)

17:00
租車公司還車

等）
22:30
沙灘散步看星星

20:00

18:00

關島最棒Live House

看Show大吃BBQ

http:布魯特斯之屋聽歌
//www.guam.com.tw/info/102

http:Core
//www.guam.com.BBQ
tw/info/168 或
http:悅泰飯店晚
//www.guam.com.tw/info/44

h餐秀
tp:/w .guam.com.tw/info/4

22:00
沙灘散步看星星

20:00
奢華提案

http:Mandara
//www.guam.com.tw/iSpa
nfo/23
搖滾提案

http://www.guam.com.tw/info/178
Hard Rock Cafe 聽歌小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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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人私房行程大公開
到關島自主遊，想住哪裡、想玩什麼、想吃什麼，由你做主！
出發關島前，你可以在關島之家預訂好以下行程與服務，
到關島不浪費寶貴假期，只要盡情地用力地玩就對了！

優惠租車
關島機加酒

WiFi租借

水肺潛水

開飛機

高空跳傘
關島PIC

關島旅遊書

美人魚公主號出海行程

小鴨車
優惠餐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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