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岛 2018 活动日历
日期

2018关岛KO’KO’儿童趣味跑

活动

位置

12月1日 | 约瑟夫弗洛雷斯总督纪念海滩公园
关岛KO’KO’儿童趣味跑是一个充满趣味的家庭活
动。趣味跑适合年龄在4-12岁的儿童，并设置了三个
距离，包括0.6公里，1.6公里以及3.3公里。所有跑者
都可以收到T恤，完赛者奖牌以及赢取精美大奖的机
会！大奖包括授予男孩和女孩前三名的金牌，银牌和铜牌。

2017

2017年11月10日-2018年2月28日

关岛购物节

杜梦

12月31日

除夕烟花庆典

杜梦湾

2月24日

战斗展示

关岛国际赛道公园

联系人：Kraig Camacho
邮箱：kraig.camacho@visitguam.org
邮箱：info@guankokoroadrace.com | 网站：guankokoroadrace.com

二月

Battle Showcase

关 岛 活 动 日 历
2018关岛KO’KO’半程马拉松

三月

3月31日

Trench儿童赛车比赛

关岛国际赛道公园

4月8日

第6届美联航关岛马拉松

约瑟夫弗洛雷斯总督纪念海滩公园

4月13-15日

第40届Smokin’ Wheels赛车周末

关岛国际赛道公园

4月20-22日

塔洛福福香蕉节

伊保海滩公园

4月28日

马里亚纳open eleven

待定

12月2日 | 查莫洛村，哈加尼亚

关岛KO’KO’半程马拉松是关岛标志性的半马、10公
里和5公里比赛。名字来源于关岛的岛鸟KO’KO’。
来自亚洲、美国和关岛的成千上万跑者将享受沿着如
画般西海岸设置的赛程的绝美风景。

四月

联系人：Kraig Camacho
邮箱：kraig.camacho@visitguam.org
邮箱：info@guankokoroadrace.com | 网站：guankokoroadrace.com

第25届Junko橡胶棒球友谊锦标赛
12月1-2日 | 里奥宫殿度假区棒球场

友谊赛将在日本东京的Junko大学和关岛主要顶尖联队
之间展开。公开赛为所有运动员都提供了一场特别的体
验，因为比赛用的橡胶棒球在受到击打或着陆时会产生
更大的弹力和更好的轨迹。友谊赛是一项年度庆典，凸
显了运动精神、友爱之谊和不间断的乐趣！
电话：+1（671）646-5278/9 | 邮箱：info@visitguam.org

五月

5月4-6日

关岛密克罗尼西亚群岛联欢

查莫洛村，哈加尼亚

5月25-27日

第12届阿加特芒果节

阿加特社区中心

5月

2018年可可斯岛海上横渡赛

梅里佐码头

5月29日-6月3日

国王关岛未来网球锦标赛

希尔顿关岛度假酒店

7月7日

关岛BBQ烤肉狂欢节

欢乐岛，杜梦

7月21日

第74届独立日游巡

哈加尼亚

待定

第74届独立日狂欢

待定

9月30日

Trench赛车挑战赛

关岛国际赛道公园

9月

关岛国际电影节

关岛博物馆

十月

10月27-28日

马里亚纳群岛联赛

待定

十一月

2018年11月10日-2019年2月28日

关岛购物节

杜梦

12月1日

关岛KO’KO’儿童趣味跑

查莫洛村，哈加尼亚

12月2日

关岛KO’KO’半程马拉松

阿加特社区中心

12月1-2日

第25届Junko橡胶棒球友谊锦标赛

里奥宫殿度假区棒球场

12月9日

关岛之行自行车赛

关岛中部和南部

七月
九月

关岛之行自行车赛

12月9日 | 关岛中部和南部
关岛自行车赛是关岛最知名的自行车赛事，参与者来
自于国家锦标赛的自行车运动员，以及关岛和CNMI的
不同年龄组别选手。赛事提供105公里和42公里两种
路线。

十二月

联系人：Ben Ferguson
电话：+1（671）646-9171 | 邮箱：BFerguson@picguam.com
网站：tourofguam.com

401 Pale San Vitores Road
Tumon, Guam 96913 | (671) 646-5278

www.visitguam.com

GVB SIGNATURE EVENT

第16届关岛总督杯女子高尔夫锦标赛

艺术、文化与节日

2月15-16日 / 利奥宫殿度假酒店高尔夫俱乐部

锦标赛是由100名日本女子高尔夫巡回赛成员参加的一个常规赛加上职
业对业余的JTB Koncha高尔夫球赛组成。
联系人：Hiroyuki Miyata
电话：300-7792 / 邮箱：miyata@leopalaceguam.com /
官方网站：guamgolf.jp

关岛购物节

关岛BBQ烤肉狂欢节

2018年11月10-2019年2月28日 | 杜梦

关岛烤肉派对是对纯正的关岛美食传统的赞颂，是对友好热情的Hafa Adai（你好）关岛精神的最好体现。无需任何入场费
用，关岛顶级的烧烤大师将为您带来最美味的BBQ，您还可以欣赏到本地艺术家们带来的现场表演、在小摊上买到正宗关岛
制造的商品、观赏舞蹈和文化表演。到时候，杜梦湾欢乐岛两头的道路会进行封路，让大家一起畅快尽享这个充满乐趣的、
老少咸宜的活动！

2017年11月10-2018年2月28日 | 杜梦
关岛购物节从2012年就开始举办，并成为了关岛观光局
（GVB）举办的全球性社交媒体狂欢，旨在打造互动的
购物体验，并将关岛打造成现代、时尚以及多样的话的
购物目的地。此次关岛购物节已经全面升级为智能的e购物节，拥抱“智慧旅
游”的概念。全新的关岛购物节APP植入了地点感应的功能，能够根据使用者
的地点信息，智能推送相应的购物优惠，让游客们通过新鲜的掌上模式即可体
验到丰富的购物体验。今年，关岛观光局首次摒弃了传统的纸质版优惠券，而
是为游客们提供了轻薄的“省钱护照”折页，指导并鼓励APP的下载，通过
APP还可获得更多每月发放的优惠购物福利。关岛购物节APP支持6种语言。
联系人：Catherine Bungabong
电话：678-2696 |邮箱：shopguam@visitguam.org

7月7日 | 杜梦湾欢乐岛

联系人：Dee Hernandez
电话：646-5278/9 | 邮箱：dee.hernandez@visitguam.org

关岛国际电影节

9月| 亚加纳中心体育场剧院

传奇的摩托车竞赛将于周五晚上拉开序幕，并在第二天继续赛车竞
技，包括嘉年华车展和直线加速赛决赛。周日是公路越野车耐力
赛，烧烤BBQ比赛和泥拖拽。动感十足的活动、美味的食物和惊
心动魄的竞争，没有人想错过这个一年一次的赛车节日。
联系人：Henry Simpson
官方网站：guamraceway.com
官方网站：guamgolf.jp

关岛国际电影节（GIFF）是关岛每年举办的电影盛会，汇集全世界独立影片。关岛国际电影节旨在通过电影促进文化身份的
成长和认同。GIFF希望能够通过电影这一全球性的艺术形式，团结、发扬并展示不同的文化体验。

电话：488-2468 | 官方网站：guanfilmfestival.org

除夕烟花庆典

12月31日 | 杜梦湾

电话：646-5278/9 | 邮箱：info@visitguam.org

4月13-15 / 关岛国际赛道公园

电话：727-5382 / 邮箱：track@guam.net /

联系人：Don Muna

除夕夜的烟花庆典在倒数时刻开始，吸引关岛当地居民
和游客们一同仰望天空，观看杜梦湾上空绚丽的烟花。
每年关岛的烟花表演都是美国新年第一个烟花表演。

第40届年度摩托车竞赛狂欢周末

电子音乐节

时间待定 / 关岛国际赛道公园
最初源于地下，逐渐发展到今天流行音乐文化前沿的电子音乐，在过去的10年里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是时候关岛也在全
球电子音乐之中占有一席之地了。在4年前，关岛电子音乐节还仅仅是一个构想，现在，它是关岛近年来最受瞩目的活动之
一。电子音乐节是思想开放着的舞台，是聚集各类音乐人的优质平台。

第6届美联航关岛马拉松

4月8日 / 约瑟夫弗洛雷斯总督纪念海滩公园
关岛观光局携手太平洋岛屿俱乐部、美国联合航空
公司，共同主办的第6届关岛国际马拉松。马拉松
赛包括半程马拉松、10公里以及5公里赛。系紧你
的鞋带，带上你的家人和朋友，准备好一起跑起来
吧！所有类型的马拉松赛的起点和终点都在杜梦湾
约瑟夫弗洛雷斯总督纪念海滩公园前面的Pale San
Vitores路。
3:00am 马拉松赛开始
4:30am 半程马拉松赛开始

联系人：Andrew Hong

5:30am 10公里赛开始 / 5:15am 5公里赛开始

邮箱：andrew@6amgroup.com / 官方网站：electricislandfestival.com

联系人：Ben Ferguson

关岛密克罗尼西亚群岛联欢

电话：646-9171 / 官方网站：guammarathon.com

5月4-6日 |亚加纳 查莫洛村

关岛密克罗尼西亚海岛展览会是关岛观光局每年举办的
标志性文化活动，已经在30年的时间里，集中展示密克
罗尼西亚群岛丰富的文化。在短短一周的时间内，您将
可以体验到雕刻、铁艺、传统航海技术、珠宝、编织、
舞蹈、音乐和美食，亲身感受穿越时光的手工艺技术。

关岛艺术展

2018年可可斯岛海上横渡赛

GAX是在杜梦湾心脏地带举办的艺术展览，一年举办两次，汇集关岛最具才华的新兴艺术家。

联系人：Dee Hernandez

联系人：Josh Agerstrand

可可斯岛海上横渡活动在南部美丽村庄Merizo码头举办，参赛者从可可斯岛横渡海
峡，游至Merizo码头。游泳线路长度有2.5英里和5英里。

电话 : 646-5278/9 | 邮箱: dee.hernandez@visitguam.org

电话：486-8550 / 邮箱：josh.dizzyinc@gmail.com

时间待定 / The Plaza购物中心

五月 / Merizo码头

联系人：Catherine Gayle
电话：898-8466 / 邮箱：info@guamcocoscrossing.com

2018关岛未来杯网球公开赛
阿加特芒果节

5月25-27日 | 阿加特社区中心
阿加特芒果街将为所有参与者，特别是游客们，提供丰富的芒果相关活动、比赛、
展示、娱乐项目、食品和各种有趣的活动。游客们还可以感受到南部阿加特地区人
民的热情好客和娱乐精神。丰富多彩的展示都值得用心体会。
联系人：阿加特市长办公室
电话：565-4335 | 邮箱：webmaster@mangofestialgu.com | 网站：mangofesivalgu.com

5月29 - 6月3日 / 关岛希尔顿酒店度假村
“关岛未来杯”是一个年度国际国际网球联合会专业巡回公开赛，通过日本网球
协会的大力支持而得以实现。夏季公开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网球选手来到关
岛争取世界排名的积分。大多数的专业选手来自日本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同样也
有来自澳大利亚和美国的选手。公开赛形式氛围单打和双打，正式比赛之前会有
一轮预赛。
联系人：Torgun Smith
电话：687-5483 / 邮箱：torgun@tennisacademyguam.com
官方网站：guamtennisfederation.com

体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