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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费

菲律宾是小费国家，酒店里的行李员、餐厅里的乐师、

餐厅酒吧的服务员、客房服务员等都是要收小费的。小

费金额一般在 10-20 比索之间，旅游景点和精油按摩

师的小费高一些，大约 100-200 比索。

当面付小费时菲律宾人最忌讳付硬币，因为这可能被理

解为施舍。

穿衣指数

宿雾属于海洋性热带气候，全年四季如夏，温度高达

37℃。可穿夏季衣物，如短袖短裤。每年的 12 月至

次年 5 月气候比较干燥，要注意补水。此外，6-11 月

是雨季，也是台风季节，要小心午后的短暂雷阵雨。

雨季前往要携带御寒的薄外套和长裤，并携带雨具。

时差

菲律宾和中国不存在时差。

©北京蚂蜂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mafengwo.cn）独立拥有或与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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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雾（Cebu，也译成“宿务”），属于菲律宾中部的米莎鄢群岛，是全国的第二大城市，

由本岛及周边的一些小岛组成。而位于宿雾岛北岸的宿雾市，是首都马尼拉也比不上的历史

最悠久之城。1521 年，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由西班牙航行到中南美洲，途中惊喜地发现了

这个美丽静谧的小岛。也因此宿雾成为菲律宾最早开发的城市，被誉为“菲南皇后城”。

如今，在菲律宾的 7000 多个岛屿之中，诗情画意的宿雾岛已发展成为最受游客欢迎的观光

点，着实是一处适合度假的“伊甸园”。这里的旅游业发展相当成熟，不仅拥有全世界最白

的沙滩、完善的娱乐设施、一流的酒店，还有专业的潜水课程，甚至还拥有一座麦克坦 - 宿

雾国际机场，从中国或菲律宾其他城市就能直接飞到宿雾。同时，这里也是经济高度发达的

集中区，全菲律宾最为繁忙的港口就在这里。但实际上，宿雾也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距，换

句话说，这里像一个迷你版的马尼拉，在魅力四射的同时，也生活着另一部分来自社会底层

的人。不过这里的人民都很虔诚，即便不富有也都活得很开心，对游客也特别友好。

可能很多人觉得宿雾市又小又乱，看点不多，只是把这当作一个去其他海岛的中转点，但其

实这里有很棒的人文景观，不论是只在这里呆一天还是很长时间，你都能够发现它的魅力所

在。

宛风   宿雾：行程中两次进出这个城市，中途去 Oslob 时也经过这里，感觉这是个贫富差距

很大的地方，上城繁华现代，下城贫穷破旧，打车方便，但经常堵车，白色的出租车起价

40 比索，黄色的出租车起价 70 比索，各个地方都不算远，费用便宜，有 2 个大商场 SM 和

AYALA ，前者离机场近，后者在城市的中心，都是超级大的综合性商场，购物、买纪念品

和用餐都方便。菲律宾的消费总体来说比国内便宜

最佳旅行时间 宿雾最佳旅游时间在1-5月。因菲律宾有干季、雨季之分，1- 2月是凉爽的干季，

适合旅游。4-5 月是比较暖一点，最适合出海、浮潜等水上活动。6-10 月是雨季，尽量避开这

段时间出行。

消费指数 宿雾的消费位于整个菲律宾的中等水平，一顿简餐花费在 50-70 比索，普通酒店一

晚价格为 1500 比索左右。

参考汇率（2015 年 8 月）：1 菲律宾比索 =0.1373 人民币元；1 人民币元 =7.2839 菲律宾

比索

货币

比索 (Peso)( 简写 P) 是菲律宾货币的单位，1 比索等于 100 分。纸币的面值有 20P、50P、

100P、500P 和 1000P，最常见的硬币有 1P、5P 和 10P。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宿雾

更新时间：2015.09

目录 Catalogue

CEBU

宿雾速览 Introducing Cebu



 宛
风

  
 A

点
是

宿
雾

，
B

点
是

去
M

al
ap

as
cu

a
岛

的
码

头
，

C
点

是
M

al
ap

as
cu

a
岛

，
D

点
是

看
鲸

鲨
的

O
ls

o
b
，

E
点

是
薄

荷
岛

（
E

字
下

方
的

一
小

块
就

是
邦

劳
岛

，
与

大
岛

有
2

座
桥

连
接

）
，

F
点

是
长

滩
。

宿雾地图

http://www.mafengwo.cn/i/12814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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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雾必体验

1   斗鸡场上的惊心动魄

“你就像只斗鸡”这话在菲律宾可是表达对人的极高评价，在宿雾宏大

德黑罗斗鸡场（见 6 页）这个八角形斗鸡馆里，几乎全是两眼放光，无

比专注的男人，每场斗鸡前都可以下注，100 比索，压对的话可以拿回

170 比索。鸡爪子上绑着刀片，这个做法来源于罗马帝国，目的在于速

战速决，使赛程更激烈紧凑，却不免有些血腥。

2   躺在纯白沙滩上看星空

在中国的大城市里，由于城市化建设和空气污染严重，别说是星空了，

星星都见不到几个。虽然宿雾是菲律宾最早开发的城市，也是一个高度

发达的商业和工业中心，但这里环境还没有遭到破坏，很好地保存了大

自然所给予的一切。不论你是在妈妈拍丝瓜岛（见 7 页），或是薄荷岛

（见 7 页），夜幕降临时只要一抬头，就能把整片星空尽收眼底，这时

你是会想起梵高的《星空》呢，还是就静静地发呆呢。

3   飘荡在城市上空的音乐

宿雾人个个都是音乐家，你要是遇到有个人边走路边高声唱歌，不要惊讶，

这是他们的生活风格，不管是开心或悲伤，他们都可以用音乐来表达自

己的心境。圣佩特罗堡（见 6 页）这个“封闭式花园”里有很多拿着小

提琴的当地居民，他们若是知道你是从中国来，几乎都会为你献上一首《月

亮代表我的心》。当地学校或是教堂里，唱诗班的孩子的歌声像是能净

化人们心灵一样，让你不由自主的停下匆匆的脚步，忘记你是在旅行中。

4  与鲸鲨一同遨游

每年都有世界各地的潜客来宿雾著名的鲸鲨景区 (Oslob Whale Shark)

（见 6 页），只为一睹鲸鲨的真容。不论你是深潜还是浮潜，都可以近

距离接触鲸鲨，还能一起在海里亲密遨游！它是世界最大的鱼类，可能

从你身边游过时还会张开大口，让你的肾上腺素急速加倍，但其实它们

只是吓吓你，并没有把人吞下肚的企图，因为鲸鲨的牙是非常细小非常

平滑的，小到只能吃海藻和浮游生物以及很小的乌贼等软体动物。与这

温柔的海洋巨人一起共游，感受它带来的波涛汹涌，如此体验一定是终

身难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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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雾是当年麦哲伦最早登陆菲律宾的地点，也是麦哲伦葬身之地。因此，

在宿雾市区内遗留有浓郁的西班牙风情色彩，再加上菲律宾古老的大街、

最古老的大学和最古老的城堡使得这座小城更是风情万种。

Fuente Osmena 位于林荫大道的中心点，当地人将 Fuente Osmena

周边的新区称为“上城”，将 Colon St. 周边的老区成为“下城”，主

要景点例如圣婴教堂、麦哲伦十字架都在下城区。总体来说，下城比较

陈旧脏乱，治安也更差一些。宿雾的景点集中在市内，景点间的距离不远，

游完市内，周边还有很多美妙的小岛，充满阳光的清澈海水、洁白的沙滩，

值得一去。

宿雾下城区

麦哲伦的十字架

这个露天开放式的圣坛是一座圆形石头建筑，里面存着麦哲伦传教时的

遗物——一个硕大的木头十字架。为了保护这个十字架，政府特别用木

头造一个空心外框，把它包藏于内，否则很可能已被居民当作包治百病

的良药，削下来服用了吧。十字架上方的屋顶上有彩色壁画，描绘了麦

哲伦当时登上宿雾岛传扬天主教的情形。每逢星期日的早上，便有无数

的善男信女备香烛前来虔诚地祈求平安好运。如果你不想太过拥挤，建

议避开星期日。但如果想参观壮观的祷告场景，周日会是不错的选择。

地址：Santo Niño, Cebu City, Cebu

费用：免费

到达交通：乘出租车从上城区的阿亚拉中心 Ayala centre 出发到此处大

约 80 比索

用时参考：半小时

火星人哥哥  画在穹顶的壁画很美，是十字架的来历故事。外面有很多大

妈，统一穿黄色衣服，拿着一捆蜡烛，你只要付 50P，就可以让她来给你

许愿。关键是，他们边跳边念念有词，煞是好玩。

 zhang_xunan   麦哲伦十字架外观

圣婴教堂 Basilica Minore Del Santo Nino

这是一座位于宿雾市中心的 16 世纪教堂，这座教堂曾经三次被烧毁，但

其中唯有一幅圣婴像完好无损，成为一个传奇。圣殿内有一个小型博物

馆，展示了很多献给圣婴的礼物，比如圣婴念珠等。教堂内有一些神秘

又诡异的装饰，例如一个喷水池，嵌着四个黑发孩童的头，从他们的嘴

里吐出水来。屋顶是描绘天堂景象的壁画，充满了神圣感。这里也建了“幼

年耶稣基督像”，这座高约 40 厘米的木制“幼年耶稣基督像”被尊为菲

律宾最古老的圣像 , 至今仍旧受到市民热烈的崇拜。

地址：Osmeña Boulevard

费用：免费

到达交通：麦哲伦十字架和圣婴教堂挨着，可直接步行到达

用时参考：1.5 小时

 chiyuexin   圣婴教堂

Pourquoiru 教堂装修还是很棒的，破旧的墙壁诉说着它历经沧桑的历

史，但是走进去你会看见彩绘的玻璃，绚丽的壁画，出出彰显着神圣与

高贵。还有虔诚祷告的人们，你会觉得连大声喘气都是一种罪过。

宿雾大教堂 Cebu Metropolitan Cathedral

宿雾大教堂是比较新的教堂，虽然人气没有圣婴教堂那么高，但是这精

致的白教堂在这片嘈杂的地区还是相当惊艳的。现代、整洁、简单，却

又融合了古典教堂的风格，很明显能看出宿雾的政府是很用心很尽力地

建好这座教堂。

地址：Mabini Street, Cebu City, Cebu

费用：免费

联系方式：+63-32-2536422

到达交通：紧挨着圣婴教堂，步行即可到达

用时参考：1 小时

hingewang  很有特色的教堂，做礼拜的人很多，运气好的话能看到当

地新人在此举行婚礼。

 镜 king   宿雾大教堂

景点 Sights

http://www.mafengwo.cn/i/3347252.html
http://www.mafengwo.cn/i/877969.html
http://www.mafengwo.cn/i/8537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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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路 Colon Street

哥伦路（街）是菲律宾最古老的街道之一，是为了纪念航海家哥伦布而

命名的。宿雾遗产纪念碑就在哥伦街的帕瑞安广场 (Parian) 上，晚上有

很多小贩出来摆摊子，卖一些小饰品或衣服，车子少了，但人还是一样多。

不过这条路处于下城区，鱼龙混杂，感觉不太安全。

地址：Colon Street, Cebu City, Philippines

费用：免费

到达交通：距离麦哲伦十字架和圣婴圣殿约 0.5 公里，步行可到达

用时参考：3 小时

Dian  这条街适合压压马路，很当地特色。坐吉普尼来去很方便。

圣佩特罗堡 Fort San Pedro

圣佩特罗堡与马尼拉的圣地牙哥城堡并称为菲律宾最古老的城堡，是西

班牙人最初抵达菲律宾时所建造的，二战时，该城堡曾被用来抵御日军。

但随着历史的变迁，这变成了一座壮观的“废墟”，城堡里经常会有表

演者弹着吉他，传出西班牙风情的调调，隔壁还有学校的唱诗班传来孩

童的歌声。

地址：A. Pigafetta Street, Cebu City 6000Cebu

费用：成人 30 比索，学生 20 比索

联系方式： +63-32-256-2284

开放时间：8:00-20:00

到达交通：距离圣婴圣殿、麦哲伦十字架约 0.4 公里，步行就能抵达

用时参考：1.5 小时

evilangel 这个城堡是当时抗击外敌用的，一层现在只见一些郁郁葱葱

的大树，靠近大门口有个炮台，楼上二层炮台比较多，还有瞭望塔，一

层有个盲人老爷子在弹吉他，静静的宛若时光的流逝，悄然无息与时光

的对话。

 Ananair   圣佩特罗堡

哥罗多博物馆 Casa Gorordo Museum

哥罗多博物馆建于 19 世纪 50 年代。房子底层的墙是用麦克坦珊瑚石砌

成的，上层则是用菲律宾硬木打造，没有用半根钉子连接。这里融合了

西班牙、中国和菲律宾的风格，还参考了中国风水。除了古董价值之外，

还仿佛能看见 1860-1920 年菲律宾人生活的场景

地址：No 35 Lopez Jaena, Cebu City, 6000 Cebu

费用：成人 80 比索，儿童 60 比索（包含导游讲解）

联系方式：+63-32-255-5645

开放时间：10:00-18:00，周三闭馆

到达交通：吉普车或包车出行

用时参考：2 小时

Q ╭ ( ╯ 3 ╰ ) ╮ in  曾经是宿雾最富有的一个家庭的居所。哥罗多的住

宅已经被重建，是按照 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初期的格调布置的。

宿雾宏大德黑罗斗鸡场 Grand Tejero Cockpit Arena 

16 世纪初，西班牙殖民者将斗鸡带入菲律宾，直至今日，菲律宾仍是世

界上极少数承认斗鸡合法的国家之一，把斗鸡列为菲律宾的“国粹”亦

不为过。来宿雾的游客可以前往位于市中心的宏大德黑罗斗鸡场 (Grand 

Tejero Cockpit) 观看斗鸡。斗鸡场中央是公鸡搏杀的“战场”，以玻璃

围起，周围是一圈圈的看台，可容纳数百人一起观战。斗鸡比赛每天都有，

通常在星期天举行的规模最大。

地址：MJ Cuenco Avenue, Barangay Tejero, Cebu City 

费用 :50 比索

联系方式：+63-32-5203522

到达交通：位于下城区，从市中市搭出租车约 150 比索

宿雾上城区

中国道观 Taoist Temple

虽然在中国已经看过无数别致的庙宇，这个在菲律宾的中国道观简直不

值得一提，但是能够看看外国人眼中的“中国”，还是算是个特别的体验。

中国道观位于宿雾市区北方大约 6 公里处的比佛利山（富人区），很多

富裕的华侨都居住于此，是宿雾华侨的精神寄托。

地址：Dona Modesta Singson Gaisano, Dakbayan sa Sugbu

费用：免费

到达交通：比弗利山上并没有计程车，所以建议包车出行，上城区往返

道观加候车费参考价格 200 比索

用时参考：3 小时

鲸鲨景区 Oslob Whale Shark

鲸鲨景区位于 Oslob 小镇，其实这些鲸鲨原本不属于这里，只是因为

渔民长期喂养他们，使他们养成了习惯会在在固定的时间（每天 9:00-

11:00）来到这个小渔村，中午之后再游回大海。想看鲸鲨，会有渔船负

责带你到鲸鲨出没的地方，每艘船都有 2 个船员，负责划船和保护。由

于赏鲸鲨已经是这个小镇固定的观光景点，所以只要你在 9：00-11：

00 间参加这个项目，就一定能看见长达 8 米的鲸鲨从你身边游过，你可

以依据自己需求选择浮浅、深潜、或只在船上观看。水性好的，可以直

接带个泳镜就下水了，与鲸鲨共游，相当刺激。

地址：Natalio Bacalso Tan-awan Oslob 6025

费用：30 分钟，下海浮潜每人 1000 比索，深潜 1500 比索，只坐船不

下海 500P

网址：http://www.oslobwhalesharks.com/

到达交通：从宿雾的 liloan 乘大巴到达 oslob 小镇的鲸鲨景区

用时参考：3 小时

http://www.mafengwo.cn/i/3240377.html
http://www.oslobwhaleshar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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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anie  水性好的小伙伴可以选择不穿救生衣的，因为这里海水的浮

力几乎让你沉不下去。我们的包儿童鞋最终还是经受不了那些巨大的长

达 8 米的鲸鲨的诱惑，跟小黑（船夫）借了个泳镜直接跳下水了！这些

鲸鲨基本每天上午都有人喂食，下午就游走了跑去撒欢儿了。所以他们

只有上午有生意做。

 LADY 更更   宿雾鲸鲨

周边海岛

宿雾经常作为游客去到周边海岛的中转站，如麦克坦岛 (Mactan)、娜奴

萱岛 (Nalusuan)、薄荷岛 (Bohol)、卡摩特斯 (Camotes)、妈妈拍丝瓜

岛 (Malapascua)、班塔延岛 (Bantayan) 等岛屿，其中，相距较近的妈

妈拍丝瓜岛及薄荷岛最受游客喜爱，坐船 1-2 小时就能抵达，开启海岛

度假之旅。

妈妈拍丝瓜岛 Malapascua Island

是谁将 Malapascua Island 音译成那么可爱的“妈妈拍丝瓜岛”呢？

不知道是否因为这名字，让人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妈妈拍丝瓜岛（又

译马拉帕斯卡岛）在宿雾市的北边。站在白色沙滩上远眺时，能看见海

水呈深深浅浅好几种颜色。这里的人不多，非节假日的时候会变得很安

静，岛上的酒店价格也会变得很低。潜水是妈妈拍丝瓜岛的主要娱乐项

目，这里有很多著名潜点，有各种多样化的鱼和珊瑚礁，特别是有一个

全世界为数不多的能稳定看到长尾鲨的潜点。Monad Shoal 和 Kemod 

Shoal 这两个潜水点常年都有机会看到长尾鲨，需要大早起床，等着长

尾鲨上来，在这两个潜水点也有可能碰到蝠鲼和锤头鲨。潜水参考价格

为 1250 比索（不包含设备），夜潜有 340 比索附加费。

地址：Malapascua Island, Philippine

费用：免费

到达交通：从宿雾岛的玛亚（Maya）坐螃蟹船，1 小时左右就能抵达

用时参考：1 至 2 天

边缘儿   妈妈拍丝瓜岛上每一天的海水颜色几乎都不同，远眺时能看见非

常分明的颜色层次，除了海水深度变化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靠近海岸

的地方生长着好多海草，所以颜色会比较深，也让整个海岸线不再单调。

 边缘儿   Hey，Nemo 你好！

当地食宿

蓝珊瑚海滩度假村 Blue Corals Beach Resort

酒店分为海景房和看不见海的小平房，其中无敌海景房有一个超大露台，

风景很美。小平房虽然看不见海，但也离海边很近。早餐可以选择直接

送到房间，也可以随时借用酒店的厨房自己做菜。这个酒店地理位置绝佳，

离码头很进，步行 3 分钟左右到，码头也有摩托车，可以送去酒店。

地址：Daan-Bantayan, Logon, Brgy, Malapascua Island 宿雾菲律

宾

网址：http://www.bluecoralbeachresort.com.ph/

联系方式：+63-2-5599747

马拉帕斯加异国海岛潜水沙滩度假村 Malapascua Exotic Island 

Dive & Beach Resort

海滩边集住宿、潜水、餐饮为一体的度假村。这个餐厅就建在海滩上，

老外很多，有种一下子到了夏威夷的感觉。这里有菲律宾的当地菜品，

还有泰国的冬阴功汤、中国的扬州炒饭、香港的烧麦、日本的铁板、新

加坡的 laksa、意大利面和披萨。这还是一家潜店，很多人来这里潜水。

地址：Sitio Pasil, Logon, Daan Bantayan, 马勒帕斯岛 , 宿雾 , 菲律宾

网址：http://malapascua.net/

联系方式：+63-32-5162990

yishenyuqin  一行 10 个人，住了 5 个晚上，基本每种房型都涉及到了。

海滨房自然是最好的。但是靠近餐厅区域可能会有点吵。超级豪华不错，

2 张 1 米 5 的大床，1 张床可以用来放东西，这家潜水很好。DM 很负责，

推荐 NOEL 潜导，特别认真。这家看长尾鲨有优势。房间内挺干净的。

但是装修比较乡土。标间的房就有点小，而且隔壁的鸡太能叫了，每天

一早就叫啊叫啊，睡眠不好的人，可能要注意了。

薄荷岛 Bohol Island

很多到薄荷岛的游客都会把宿雾当作中转站，在这里坐轮船直接到薄荷

岛。薄荷岛的景点多数以独一无二而著名，比如离开这里就存活不了的

迷你眼镜猴，专家至今都无法做出解释的巧克力山，大海中壮观的 3000

呎大断层，一天之中只有退潮才会出现的月牙形白沙滩。这里的美景都

覆盖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当你亲眼所见，你一定会留下深刻的记忆，这

就是薄荷岛最吸引人的地方。

http://www.mafengwo.cn/i/3075100.html
http://www.bluecoralbeachresort.com.ph/
http://malapascua.net/
http://www.mafengwo.cn/i/34060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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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Bohol Island, Philippine

费用：免费

到达交通：在宿雾的 1 号码头买票，乘直达薄荷岛的船，航班时间为

5:45-18:45，航程大概 2 小时，船票票价为经济舱 Economy Class 

27 元，游客舱 Tourist Class30 元，商务舱 Business Class 38 元

用时参考：3 天

 雪梨 shirley   薄荷岛的水清沙白

在宿雾，你完全不用担心你选不到理想的酒店。这里的旅游业发展比较

完善，经济也比较发达，有各种各样的酒店供你选择。宿雾全城各处都

有价格公道的酒店，这里的交通费又很便宜，所以可以随意选择住处，

但鉴于安全考虑并不建议住在下城区。宿雾的酒店平均价格在 3000 比

索左右，请尽量避开每年 1 月的仙奴诺节，以及 5 月的五月花节（见 12

页），此时的酒店会爆满，价格也会翻倍。

宿雾枕头酒店 (Pillows Hotel Cebu)

酒店是 2014 年开业的，蓝色的大楼很小清新，装修很新很前卫，房间

都有设置 wifi 服务。符合三星的标准，性价比很高，类似中国的锦江之

星等平价连锁酒店。闹中取静，距离景点都很近。

地址：Gov. M. Roa Street Capitol Site,Cebu, Philippine 6000

参考价格：1500 比索

到达交通：酒店提供接机服务，详情请联系酒店客服人员

宿雾亨利酒店 (The Henry Hotel Cebu)

这是个绝对的文艺范酒店，设计感很强，就像一个艺术馆一样。从餐厅

到大堂再到房间每个房间都有不同的装修风格、不同的画。内部装修故

意设计成的原始水泥地和棚顶，但打磨得很光滑，相信年轻人会比较喜欢。

酒店有干净的游泳池，附近有大商场、酒吧和 spa 馆，丰富了旅客的娱

乐时光。

住宿 Sleep

地址：No. 1 Paseo Saturnino, Ma. Luisa Entrance Road, Banilad, 

宿雾市 , 宿雾市 , 菲律宾 6000

网址：http://www.thehenryhotel.com/

联系方式：+63-32-5208877

参考价格：3000 比索

到达交通：坐出租车的话，The Henry Hotel 酒店距离宿务阿拉亚中

心（Ayala Centre Cebu）有 10 分钟车程，距离宿务港（Port of 

Cebu）有 20 分钟车程，距离麦丹国际机场（Mactan International 

Airport）有 30 分钟车程。酒店提供接机服务，详情请联系酒店

Kathy  这家酒店很有趣，每间房间都装修得不一样，很适合拍照！！！

逛累了，在酒店休息的话还可以拍很多美照有没有！楼下的餐厅也很好

吃，还有附近的几家餐厅都很好吃！适合吃货！主要都是西餐！附近有

一所补习学校，所以韩国人特多。

亨利酒店

宿 雾 探 索 酒 店 及 会 议 中 心 (Quest Hotel & Conference 

Center - Cebu)

酒店坐落于宿雾的商业区，地理位置很好，和阿亚拉中心（见 10 页）

只 隔 一 条 高 架 道 路。 到 SM 有 班 车，10:00、13:00、16:00， 最 晚

19:00。打车到机场 200 比索，到码头 100 比索。服务态度很好，工作

人员都很有耐心。酒店里有泳池，还有小孩专用泳池。

地址：Archbishop Reyes Avenue, 宿雾市 , 宿雾市 , 菲律宾 6000

参考价格：3000 比索

到达交通：乘出租车出行，机场距离酒店有 45 分钟的车程，下城区景点

距离酒店均有不到 20 分钟的车程。从阿亚拉中心可步行 5 分钟至酒店

珞樱 sally  床非常整洁，空间较大，给人的感觉也是很温馨的，打开电

视二话不说直接搜索中文台。在菲律宾如果听到中文就会有种莫名的亲

切感。

宿雾西佳莱加莱克斯酒店 (Best Western Plus Lex Cebu)

这个酒店最大的卖点就是他顶楼的泳池，环境雅致之外，还能看见宿雾

的市景。周边吃饭也很方便，旁边就有麦当劳，距离阿拉亚中心 0.9 公里。

地址：Escario St. cor. Juana Osmena Ext, 宿雾市 , 宿雾市 , 菲律宾

网址：http://www.bestwesternlex.com/

联系方式：+63-32-4165511

更多信息请下载《薄荷岛旅游攻略》

http://www.mafengwo.cn/i/3336793.html
http://www.thehenryhotel.com/
http://www.bestwesternlex.com/
http://www.mafengwo.cn/gonglve/mdd-161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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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价格：4000 比索

到达交通：乘出租车的话，宿务港到达酒店有 10 分钟车程，机场到达酒

店有 30 分钟车程。该酒店提供接机服务，需提前联系酒店

开口笑 lily 房间干净整洁，设施都很好，服务也很好，天台泳池很干净，

没多少人用，在天台可以看见宿雾大部分的夜景，周围有很多餐馆，酒

店的早餐种类算多，蛋糕好吃。

宿雾当然少不了生猛海鲜和热带水果了，这里最常见的海鲜烹调方式有

三种：用醋浸泡、碳烤、白灼，然后加上辛辣的调味品，每一种方式都

能让你流连忘返。而宿雾的芒果是菲律宾最好的，又香又甜且绝对不涩。

宿雾的餐厅还是很多的，完全不用担心找不到东西可以吃。

特色美食

椰米点心

小吃摊贩经常会卖椰米甜点，是用椰奶和白糯米制成的，有点像布

丁。因为作法不同，这些糕点也有很多名字，比如马哈布朗卡（Maja 

blanca）、酷金打（Cucihnta）等，這些奇怪的发音来自于菲律宾的土语，

但其实口味都大同小异。而且这种小吃一般来自街上小贩，所以价格便宜，

参考价格 10 比索左右。

香蕉

菲律宾人基本上吃什么都可以配香蕉，在他们眼里，香蕉可以是一种水果，

一种小吃，也可以是配饭的一道菜。路边可以看见有小摊贩在卖炸香蕉，

或是烧香蕉。炭炉烧香蕉相信很多人都没试过，有多款不同组合，例如

可以加蜜糖烧、盐烧，最特别就是加入牛油及砂糖烧，吃起来又香又甜

Halo Halo

菲律宾刨冰 Halo Halo：将果子冻、牛奶、果仁、糖和冰渣混合在一起

的冷饮。

 咪咪和熊熊   halo-halo 里边会装满甜玉米、干果、椰子肉、一团焦
糖奶油和一勺冰激凌，在炎热的酷暑来一口它，温度会马上降下来。

餐饮 Eating

餐厅推荐

Lighthouse

是正宗的菲律宾料理，估计当地人都知道这家餐厅。这里的有自助餐的

选择，每人 150 比索。推荐青芒果汁、烤乳猪、椰子派。这家餐厅还有

一道名菜“克尼拉尔”，是用鱼或虾捣碎后烹制而成的。他们所有的盘

子都用荷叶铺上一层，很有热带气息。

地址：General Maxilom, Cebu

联系方式：+63-32-2332383

参考价格：150 比索 / 人

维维安  距市中心的大圆盘不远，说出店名，当地人都知道。Lighthouse

里面的用餐环境是很不错的，有乐队唱歌。貌似菲律宾人很喜欢在吃饭

的时候有人唱歌，感觉去到哪儿吃饭都有乐队演唱。

 维维安   吃肉，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我的大猪扒。

Sea Food Island

在阿亚拉中心，位置比较方便。店面不大，但有露天座位。可以尝到很多

生猛海鲜，比如虾、螃蟹、鱿鱼。最主要的做法就是烤。推荐尝试柠檬鱼。

地址：4thfloor, Ayala Mall

参考价格：500 比索 / 人

城市海鲜餐厅（Seafood City Restaurant Inc）

到海边城市怎么能不吃海鲜呢？城市海鲜餐厅是宿雾的海鲜聚集地。你不

但可以以超低的价格买到生猛海鲜，更可以尝试他们当地对海鲜的做法。

他们将海鲜放在铁板上烤，可以嗅到阵阵的鱼香，还可以把鱼和大虾串

起来烧噢。

地址：Salinas Drive Lahug, Cebu City

联系方式：+63-32-2336295

蔡城海鲜餐厅（Choi City Seafood Restaurant(Banilad)）

蔡城海鲜餐厅的厨师来自香港和广东，餐厅内部满眼浓郁的中国风，让

思乡的游客有回家般的温馨。用中文沟通的话也不会出现不知道自己在

点什么菜的状况。餐厅主打各式海鲜，每道中式料理的口味都相当正宗。

让吃不惯菲律宾菜的人可以在这里缓一缓。

地址：Banilad Town Centre, Cebu City

联系方式：+63-32-2390999

http://www.mafengwo.cn/i/11392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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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啦   19 点多的时候到蔡城吃饭，这顿饭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烧猪，

不肥皮脆肉嫩且味道十足，当地的人都说菲律宾最好吃的烧猪就是在宿

雾，结果我发现真的是如此，这趟旅程吃过马尼拉的烧猪，宿雾的烧猪，

薄荷岛的烧猪，但宿雾的最为好吃！

 啦啦   蔡城的猪肉

Persian Palate

这是一家人气很旺的连锁餐厅，主营印度和中东风味的各式美食，喜欢

吃咖喱的就不要错过啦。辣味咖喱是这里的招牌，不会非常辣，一般人

还是可以接受的。

地址：Ayala Food and Entertainment Center, Ayala Center, Cebu

联系方式：+63-32-2325898

参考价格：400 比索 / 人

Jo’s Chicken Inato

这家餐厅的牛骨汤非常好喝，味道很浓郁，很特别，烤鸡也鲜嫩多汁，

重点是价格不贵。烤鸡腿套餐 65 比索，牛骨汤 220 比索，青芒果汁 45

比索，如果你不知道要吃什么的话，就选择这家餐厅吧。

地址：Salinas Dr, Lungsod ng Cebu

联系方式：+63-32-2340030

参考价格：100 比索 / 人

维维安  菲律宾当地特色美食、烧烤为主，便宜又美味。Menu 都有图片，

点菜一目了然。

甜品店推荐

Dunkin’ Donuts

可能是受美国的影响，菲律宾的人很喜欢吃甜甜圈，这家 Dunkin’ 

Donuts 是全球连锁品牌，如果买六个或以上会有折扣，一个甜甜圈才

10 比索左右。包装也很萌，有变形金刚、多啦 A 梦等。

地址：Upper Ground Floor, SM city Cebu

参考价格：10 比索 / 枚

Crazy Crepes

可丽饼是很多女生喜欢的食物，加冰淇淋的话可作为甜品，也有以肉类

作为馅料的可丽饼，可以当作是主食。口味有香蕉、巧克力等等，外面

的饼皮是现烤的，非常可口。整家店以粉红色为基调，很显眼。

地址：SM City Mall, Cebu

参考价格：60-100 比索

宿雾盛产椰子干、芒果、烟草、水产等。还能买到很多特别的工艺品。又

因宿雾的经济高度发达，这里的两个大商场 SM CITY 和 Ayala Center

都能买到很多价格便宜的东西。

芒果干

菲律宾的芒果干品质很高，而宿雾的芒果号称是全菲律宾最好吃的。与一

般果菜干制法工艺不同，菲律宾的芒果干，不添加色素，表面干爽不粘手，

具有浓厚芒果芳香，甜酸可口。很多游客都是十几包地买回家。主要品牌 : 

金吕宋、CEBU、7D、jojo。7D 芒果干大概 7 元 / 包。

 美丽时光   金吕宋的芒果干口感很好，是菲律宾最好的芒果干；
CEBU 的芒果干味道偏酸；7D 的芒果干芒果味最浓；jojo 的芒果干味

道偏甜。

SM City MALL

SM 购物中心是宿雾最大的商场，也是换汇率比较高的地方。在这里可换

钱、购物、吃喝、买电话卡、寄包（30p/ 件）。SM 里面，服饰、传统

的手工艺品和音像制品、旅行手册一应俱全。各档次的餐厅，提供菲律

宾传统美食小吃以及各国风味。SM 里甚至还有三四家电影院、酒店以及

赌城 CASINO，就像是个小城市。

这里算是比较平民化的商场。SM 最为出名的是超级便宜的 LEVIS、LEE

的牛仔裤，折合人民币 200 左右一条哦，来宿雾千万不能错过！还有家

Forever21，超大的店，东西便宜的不得了。SM 商场的地下一层有个

大超市，可在那里采购 7D 芒果干、香蕉片、巧克力、坚果、椰子油、朗

姆酒（TANDUAY 牌）等。SM 一层还有卖雪茄的柜台，包装很不错，

适合送人。

地址：North Reclamation Area, Cebu City, Cebu

网址：www.smprime.com/supermalls

联系方式：+63-32-2313446

营业时间：10:00-22:00

到达交通：SM 有吉普尼车的转运中心，可以乘吉普尼车到达。

奥莉  游客会有行李存放的地方，就在一楼游客服务中心。会收费，领

行李的时候收。SM 还算大吧，里面 Adidas、Nike、levis、Lee 都有，还

有很多美国潮牌。相比之下 Adidas 真心不便宜，Nike 专卖店里的乔丹鞋

购物 Shopping

http://www.mafengwo.cn/i/2892517.html
www.smprime.com/superma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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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便宜挺多，levis 在 2 楼，Lee 在商场卖场里面，男女分楼层的。Lee 比

levis 还便宜，新款三百就可以拿下了，上海要八九百吧。levis 最新款上海

1000+，菲国 400+。另外商场卖场里会有很多鞋子打折很便宜，很多牌子，

在 2 楼。SM 银行不少，但是很多时候银联会取现失败，有时可以。信用

卡百分百可以。

阿亚拉中心 Ayala Center

Ayala Center Cebu 是市内、最大型的购物中心，不单是只为游客提供

最佳的吃喝玩乐购物场所，也是当地最热门的逛街好地方。商场的顶层

是一间大型的健身中心，里面拥有最先进的健身仪器、桑拿和蒸气房，

更有美容和按摩服务。

地址：Cebu Business Park, Cebu City, Cebu

网址：www.ayalamalles.com.ph

联系方式：+63-32-2315343

到达交通：位于上城区，从老城区或下城区打车前往大概 90 比索左右

juice050  进商场要安检，商场内到处都是持枪的保安，商场里面其实

和国内的差不多，整体物价比我们天朝要便宜些，买了条 Lee 的新款短裤，

200 多人民币，比国内便宜很多；Lives 的价格和国内差不多。

 Ayala Cente   的感觉还不错，有点在新加坡的感觉

卡尔邦市场（CARBON MARKET）

想要看看当地人的生活，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到市集去看看。卡尔邦市场

是宿雾市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农产品市场。里面衣物的摊位，篮筐

的货架跟卖鱼卖肉的摊位全都挨在一起，虽然又脏又乱，但是这样才是

完整地体现他们的淳朴生活。在市场门口有在卖兰撒（又称“冷刹、芦菇”），

果肉味道像柚子，味道清甜而带点看酸涩，是东南亚上等水果之一。

地址：Briones & Calderon Street, Cebu city, Cebu

26 楼的小爱  卡尔邦市场永远都是人流拥挤，活色生香的市井生活，很

有真实的味道。那些水果也是便宜到无法叫人相信。我最喜欢的青柠 1

公斤 40 披索，大约 6 元人民币一公斤。一想起青柠就想到夏天的味道。

 26 楼的小爱   卡尔邦市场里的蔬果

宿雾有很多迷人的海滩，来到这里，当然是要与大海为伴了，很多人特

地到菲律宾潜水，因为这里有很多热门潜水点。而宿雾市还是个当之无

愧的派对之城，劲爆的酒吧随处可见，灯红酒绿的夜晚生活好像让这个

城市活了起来，但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别被骗到那些无聊的卡拉

OK 厅去。宿雾晚上比较乱，单身女孩别独自出门，最好要有男伴。菲律

宾也是一个赌场合法的地方，你可以去试试看自己的手气，但千万别上

瘾了喔。

潜水

想离宿雾市近一点的话，可以到 Oslob 小镇的鲸鲨景区（见 6 页）潜

水，稍微远一点的可以到妈妈拍丝瓜岛（见 6 页），Monad Shoal 和 

Kemod Shoal 这两个潜水点常年都有机会看到长尾鲨、蝠鲼和锤头鲨。

远一点的可以到薄荷岛（见 6 页），那里有三千尺大断层，是世界著名

潜水点。

Paseo

这里是一片夜间消遣区域，有 20 多个不同风格的酒吧，也有时髦店铺可

以买到私人设计师的服装。Loft 是其中一家适合学生情侣的酒吧，那里

有另类的舞曲、漂亮的吧台，还有一个室外阳台，鸡尾酒在那里的普遍

价格为 130 比索。

地址：F Cabahug Rd, Mabolo

LIV 酒吧 Liv super club

这家酒吧是华人开的，里面有很多韩国的游客，经常会有些很酷炫的活动，

可以上 FACEBOOK 搜 LIV SUPER CLUB CEBU 查询具体的活动信息。

地址：A108 CITY TIME SQUARE Mantawi Ave. Tipolog Mandaue 

City, Cebu (at the back of parkmall), Mandaue City

娱乐 Entertainment

www.ayalamalles.com.ph
http://www.mafengwo.cn/i/2854683.html
http://www.mafengwo.cn/i/31908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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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赌场 Casino Filipino

这个赌场有很多老式的玩法，稍微有点年代感。里面没有金额限制，可

以进去小赌一把。这里还有餐厅提供人吃饭，也有酒店住宿，比较方便。

地址：Waterfront Cebu City Hotel | 1 Salinas Drive, Lahug, Cebu 

City 6000, Philippines

宿雾一日游

线路设计

麦哲伦十字架——圣婴教堂——宿雾大教堂——SM City Mall——哥伦

路

线路详情

早上先到麦哲伦十字架看看他传教时的故事，然后步行到旁边的圣婴教

堂，膜拜一下这位有传奇色彩的圣婴，接着到宿雾大教堂看看这座既现

代又古典的建筑。接受了文化的洗礼之后，再到 SM City Mall 购物，把

该买的芒果干全都买了。晚上在商场吃过饭了之后到哥伦路体验一下这

座魅力之城的夜晚。

宿雾三日游

线路设计

D1：麦哲伦十字架——圣婴教堂——宿雾大教堂——SM City Mall；

D2：中国道观——圣佩特罗堡——哥罗多博物馆——卡尔邦市场；

D3：鲸鲨景区——阿亚拉中心——哥伦路

线路详情

D1：早上先到麦哲伦十字架，然后步行到旁边的圣婴教堂，膜拜一下这

位有传奇色彩的圣婴，接着到宿雾大教堂看看这座既现代又古典的建筑。

再到 SM City Mall 购物，买芒果干、椰子干、levi’s 牛仔裤，顺便在

那里解决晚餐。

D2：早上包车到中国道观，顺便欣赏一下富人区和贫民窟的差距，然后

到圣佩特罗堡这个“封闭式花园”听听当地人弹吉他唱民谣，然后到哥

罗多博物馆体验家的感觉，最后到卡尔邦市场真正的融入到当地人生活。

D3：乘轮船到鲸鲨景区和鲸鲨同游，然后逛逛阿拉亚中心，感受这个城

市的发达，最后到哥伦路上喝个小酒，逛逛那些有特色的私人小店。

宿雾七日游（包含海岛游）

线路设计

D1：麦哲伦十字架——圣婴教堂——宿雾大教堂——圣佩特罗堡——

SM City Mall——哥伦路；

D2：鲸鲨景区——中国道观——哥罗多博物——卡尔邦市场；

D3-D4：妈妈拍丝瓜岛；

D5-D7：薄荷岛

Routes线路推荐

线路详情

D1：早上先到麦哲伦十字架，然后步行到旁边的圣婴教堂，膜拜一下这

位有传奇色彩的圣婴，接着到宿雾大教堂看看这座既现代又古典的建筑。

吃过午饭之后，到圣佩特罗堡这个“封闭式花园”听听当地人弹吉他唱

民谣。休息够了之后，开始在 SM 购物中心尽情 Shopping，最后到哥

伦路去体验一下宿雾的夜生活。

D2：早上 8:00 出发去鲸鲨景区，中午 12:00 后到中国道观，看看中国

人的信仰对菲律宾的影响。然后到哥罗多博物馆体验家的感觉，最后到

卡尔邦市场真正的融入到当地人生活。

D3-D4：到妈妈拍丝瓜岛上潜水，观赏长尾鲨，躺在白色沙滩上看星空。

D5-D7：享受薄荷岛的碧水蓝天阳光沙滩山珍海味（详情请下载《薄荷

岛旅游攻略》）

仙奴诺节 Sinulog（又称 Fiesta Senor）

仙奴诺节就是圣婴节，是宿雾的年度盛典，每年都会吸引一大批朝圣者

前来，届时会有一支色彩缤纷的队列，高举全城人顶礼膜拜的圣婴像进

行游行仪式。而仙奴诺是一种模仿河水涨落的舞蹈，后来就成了膜拜圣

婴像的舞蹈。

时间：每年一月的第三个星期天

五月花节 Flores De Mayo/Santacruzan

五月花节是菲律宾非常神圣的一个节日。节日的主要目的是感谢圣母玛

利亚所赐的恩典，尤其是丰收。节日当天下午，菲律宾人穿上最好的衣

服聚集教堂，当仪式开始的时候，穿着白色衣服的小女孩会向玛利亚撒花，

然后有非常热闹的游行。

时间：5 月最后一个周日

语言

菲律宾语（菲律宾语译 Tagalog；英译 Filipino），又称塔加洛语、他加

洛语或他加禄语，在语言分类上属于南海群岛语系，主要被使用于菲律宾。

在菲律宾将近 170 种的本土语言中，菲律宾语是唯一具有官方语言地位

的一个语言。宿雾人还会说一种宿雾语，是一种混合语言，整个菲律宾

有 2000 万人说这种语言。当然，简单的英语在这里也普遍适用，只是

有一种不太容易能够听明白的口音。

节庆 Festival

下载靠谱又有爱的蚂蜂窝翻译官，了解更多当地语言！

Practical Information实用信息

http://www.mafengwo.cn/gonglve/mdd-16115.html
http://www.mafengwo.cn/gonglve/mdd-161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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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与换汇

宿雾最好的银行都在 Fuente Osmena 和阿亚拉中心一带，到处都有可

以使用信用卡的 ATM（所有商场都有），交易金额有限，通常在 4000-

5000 比索之间。但其他海岛（如薄荷岛）没有那么方便，需要提前备好

现金。

中国银行（Chinabank）

可兑换现金和旅行支票。ATM 在营业时间开放，主要银行卡均可受理，

交易额度为 10000 比索。

地址：F Ramos St

汇丰银行 HSBC

在阿亚拉中心附近。可兑换现金及旅行支票。ATM24 小时开放，主要银

行卡均可受理，交易额度为 10000 比索。

地址：Cebu Business Park, Cardinal Rosales Ave

花旗银行（Citibank）

在阿亚拉中心附近。可兑换现金及旅行支票。ATM24 小时开放，主要银

行卡均可受理，交易额度为 15000 比索。

地址：Cebu Business Park, Mindanao Ave

邮局

宿雾市最大的邮局在“下城区”，在市政厅附近。“上城区”的州议会

大厦（Capital Building）内还有一家邮局。全城多所大学内均有较简陋

的邮局营业处。阿亚拉中心大门外则有多家国际快递公司办事处。地址

只要写了 P.R.China，就会寄回中国，邮票就在邮局买，10p 左右。有

些度假村也会帮忙寄明信片。

菲律宾邮政官网：www.philpost.gov.ph

医院

如果是住在宿雾市的话，上城区里有一些不错的医院，下城区也会有一

些小的医院或救助站，如果受伤或生病请及时拨打救护车电话 117。如

果在海岛的话，医疗较不完善，没有医疗救护站，出现意外的话，要找

车马上送医院。建议自带一些必要的药物。

Chong Hua Hospital

地址：M Cui St., Cebu, Philippine

联系方式：+63-32-2541461

Myrle Lim-Peters

地址：Unit 12， Century Plaza Commercial Complex, J Osmena 

St, Cebu, Philippine

联系方式：+63-32-2533151

旅游咨询

机场旅游信息咨询处（Airport Tourist Information Desk; 

Mactan-Cebu International Airport）

位于宿雾机场的到达大厅，24 小时服务，你可以在这里拿一份免费的《宿

雾指南》（Your Guide to Cebu），里头有一份地图以及实用电话号码表。

旅游部

提供免费的地图、小册子和渡船及公共汽车时刻表。

地址：LDM Bldg, Legaspi St. first floor

联系方式：+63-32-2542811

通讯

1、菲律宾当地区号为：63

2、可以在宿雾购买一张当地的预付费 SIM 卡（100 比索），价格比较

便宜，菲律宾的商店内都能买到。PLDT 电话卡：菲律宾长途电话公司

(Philippine Long Distance Telephone Company，简称 PLDT) 运营

着菲律宾的固定电话网，虽然信号不太好，但覆盖了所有大城市和一些

偏远地区。通过菲律宾长途电话公司的网络拨打本地电话几乎不花什么

钱，国内长途电话卡电话的收费也很合理。

3、如果你没有手机，可以到菲律宾长途电话公司或 BayanTel 电话房拨

打长途电话。

拨打中国电话方式：

拨打中国固话） 0086+ 国内区号（0 省去）+ 固定电话号码

拨打中国手机） 0086+ 手机号码

价格：在 PLDT 和 BayanTel 拨打国际长途实行统一资费：每分钟 0.4

比索。

紧急电话

救护车：117

消防队：160

警察：166

游客保卫处：+63-2-5241728 +63-2-5241660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63-2-8443148，+63-2-8437715

旅行安全

相比马尼拉的，宿雾比较安全一点，但仍受到政治因素影响，也避免不

了有排华情况。而且菲律宾始终是一个贫富不一，鱼龙混杂的国家，特

别是市区有分“上城区”和“下城区”，晚上不宜到“下城区”活动。

所以在宿雾旅游时应注意人身安全，遇到危险及时报警。

飞机

宿雾麦克坦国际机场 (Paliparang Pandaigdig ng Mactan-Cebu 

Airport) 

宿雾麦克坦国际机场（简称宿雾机场）是菲律宾米沙鄢群岛中一个主要

的国际机场，位于宿雾市以东 15 公里的麦克坦岛上。菲律宾与国际衔接

的第二大通道——宿雾机场位于宿雾东南部的麦克坦市，是菲律宾南部

比较繁忙的机场。宿雾机场有广州、香港以及吉隆坡、首尔、新加坡、

东京等城市的来往航班。

外部交通 Getting There

www.philpost.gov.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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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Airport Rd, Lapu-Lapu City 6016, Philippine 

网址：http://www.mactan-cebuairport.com.ph/

联系方式：+63-32-3402486

机场交通：

1、出租车：出宿雾机场航站楼时，会有佩着胸卡的人过来问你要不要

乘 " taxi " ，这些其实就是包车，去宿雾市内起价大约在 450 比索。如

果想乘坐打表的出租车，可以继续朝前走，穿过一条人行交叉道，再爬

一段楼梯，就到出租车站了。宿雾的机场都只提供黄色出租车 (Airport 

Taxi)，是由机场运营的。宿雾机场黄色出租车打车到 1 号码头（去薄荷

岛的），需要 300 比索左右；四号码头参考价格 200-230 比索。

2、转车：先打出租到机场路口，然后转乘吉普尼前往宿雾最大的商业

城——City Mall(10 比索 )，从这里可以转吉普尼到宿雾的码头和其他地

方

船

面积辽阔、拥有多个码头的宿雾港挤满了菲律宾及世界各地的船只。较

大的 " 快艇 (fast-craft) " 客轮，比如 SuperCat 和 OceanJet 客轮，每

天往返于目的地和宿雾港之间（耶稣受难节和元旦这两天除外）。当地

的《太阳星报》(Sun Star)、《宿雾日报》(Cebu Daily) 和《自由人报》 

(Freeman) 上刊载的船程表通常比较准确。

宿雾一共有四个码头，主要是 1 号码头 Oceanjet、3 号码头 Weesam 

Express、4 号码头 Supercat。主要售票处在 1 号码头，船大多从 3 号

码头出发（有免費接驳车从售票处送到 3 号码头）。所以出发前不要忘

了确认船只的出发码头，否则走错了可是有误船的风险

宿雾客轮公司及所在码头：

OceanJet

地址：Pier 1

网址：www.oceanjet.net

Super Shuttle Ferry（可以通过 TraveIlers Lounge 预订）

地址：SM City

SuperCat

地址：Pier 4

网址：www.supercat.com.ph

Trans-Asia Shipping Lines

地址：Pier 5

网址：www.transasiashipping.com

当你准备进入候船大厅的时候，会有工作人员要求你把大件行李

过称，然后统一收走，由工作人员把行李运送到船舱里，船公司

会对超重行李收取行李费。

 nizicheng22   客轮

船

在宿雾码头可乘客轮到薄荷岛，大概 2 小时，最早 6 点开船。订来回票

有优惠价格，票价约为 500 比索。

如果要去妈妈拍丝瓜岛 (Malapascua)，可以先乘公交车到玛亚 (Maya)

码头，再搭螃蟹船前往该岛。若人满出发，公船票价 80 比索（船票在码

头的入口边的小亭子购买）；若包一台私船，依船的大小约 1000-1500

比索，航行时间约 30 分钟。

吉普尼 (JEEPNEY)

吉普尼（JEEPNEY）是宿雾市内最方便的交通工具，是菲律宾主要大众

交通工具，在宿雾市区内搭这种车非常方便，一趟约 70 比索；车内有计

价器，市内起步价35比索，每200米收费2.5比索；吉普尼有指定的路线，

由数字和字母标示，车的侧面也会有相应的标示。大多数吉普尼都会先

去市中心再去路线的起终点。吉普尼当年是从回收美军淘汰吉普车而来，

每一辆吉普尼都被司机精心打扮，在菲律宾你绝对找不到两辆相同的。

 本田 GUI 佑   五彩缤纷的吉普尼

内部交通 Getting Around

乘坐国际航班需交纳 P750 的机场费，可以刷 VISA/MASTER

等信用卡。

www.oceanjet.net
www.supercat.com.ph
www.transasiashipping.com
http://www.mafengwo.cn/photo/16117/scenery_3072127/34415605.html#16
http://www.mafengwo.cn/i/8780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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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车

宿雾市可以自己租车开，不过价格不便宜，租车公司也不是很多。当地

租车公司的收费通常是每 24 小时 4500 比索 ( 不含汽油 )，时间长的

话可以有特价。很多酒店都可以帮你租车，或者你也可以自己预订，

Avis Rent-a-Car( 电 话：2310941) 和 Thrifty Car Rental( 电 话：

3410364) 在机场都设有办事处。

不过，更常见的做法是直接从司机手里租车，费用大约是1小时300比索，

含汽油。而且直接从出租车司机那儿租车会更便宜些。

出租车

绝大多数出租车司机都很实在，不会欺骗游客。但最好自备零钱，因为

有些司机会说自己没零钱，试图赚多一点。宿雾市区高峰期路面会有些

堵，但很少会有全面拥塞的情况。出租的收费为起步价 30 比索，此后每

300 米加价 2.5 比索。只要你不是去机场或者外地，多数司机都会严格

打表计价。去较远的地方想要打车的话，司机会跟你讲定一个价格，比

打表价格显然要贵很多，这是考虑到汽油以及司机也许要空车返程的情

况。

公交车

宿雾市主要的公共汽车线有 Ceres Bus Liner、Sunrays 及 Rough 

Riders。如果你要坐北向的公共汽车，SM City 边的宿雾公共汽东北主

占有好几条线路可供选择。宿雾市公交车北站 (North Bus Terminal) 有

黄色的公交车可前往 Maya 镇（可从 Maya 镇前往妈妈拍丝瓜岛），无

空调公交车车票为 167 比索。售票人员会给你一张用打孔的方式将日期，

目的地显示在票面上的车票。并不需要及时付钱，他只是先给你票，之

后再一个一个慢慢收钱。

公交车

护照

所有前往菲律宾的旅客均必须持有自入境之日起有效期六个月以上的护

照。为避免护照丢失，应随身携带护照复印件（包括资料页、出入境章页）。

如护照丢失，立即到就近警察局报案，开具护照报失证明。

签证

办理签证所需材料

1、6 个月以上有效期的护照；

2、半年内拍摄的 2 寸白底彩照 2 张 ( 照片背面签字 )；

3、个人资料表（提供真实完整的个人资料）；

4、往返机票确认信；

5、行程单；

6、个人存款证明或英文在职证明（两者选一）

A、提供余额在人民币一万元以上且存入期在半年以上的银行出具的存款

证明原件；

B、北京领区内的在职证明。在职证明中必须包含公司抬头，加盖公司公

章或人事章，有公司负责人亲笔签名。

签证申请表下载地址：http://foreign.cws.net.cn/down/

qxh2009831163037957.pdf

费用

一次入境签证，167.5 元人民币，30 天期限；

三个月内多次入境签证，335 元人民币；

六个月内多次入境签证，670 元人民币；

如需加急，加急费 167.5 元人民币。

蚂蜂窝菲律宾签证办理入口：http://visa.mafengwo.cn/easy/10067.

html

签证中心

菲律宾驻华大使馆

地址：北京建国门外秀水北街 23 号

联系方式：010-65321872，010-5322451，010-65322518

邮箱：main@philembassy-china.org

菲律宾驻上海总领事

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 1376 号上海中心 667 室

联系方式：021-62798337

邮箱：pcg@philcongenshanghai.org

菲律宾驻厦门总领事

地址：厦门市联华区岭巷里 2 号　

联系方式：0592-5130355，0592-5130366

邮箱：phxm@public.xm.fj.cn

出入境 Exit-Entry

http://foreign.cws.net.cn/down/qxh2009831163037957.pdf
http://foreign.cws.net.cn/down/qxh2009831163037957.pdf
http://visa.mafengwo.cn/easy/10067.html
http://visa.mafengwo.cn/easy/10067.html


菲律宾驻广州总领事

地址：广州市环市东路 339 号广东国际大酒店主楼 7 楼 709-711 房

联系方式：020-83311461

邮箱：gzphcggz@public1.guangzhou.gd.cn

菲律宾驻香港总领事

地址：香港皇后大道 95 号联合中心大厦 6 层 602 房间

联系方式：852-28238500，852-28238501，852-28238510

邮箱：pcg@philcongen-hk.com

菲律宾驻重庆总领事馆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 68 号大都会商厦 2903-05

联系方式：023-63810832

邮箱：chongqingpcg@gmail.com

菲律宾驻澳门总领事馆

地址：澳门商业大马路友邦广场 14 楼

联系方式： 853-28757111

邮箱：pc.macau@dfa.gov.ph

入境卡

中国公民在抵达马尼拉国际机场时，须进行入境检查，检查时应向移民

局官员出示护照和已填写好的入境卡，并且说明访问目的和停留天数，

经官员验证同意，在入境卡上印盖“准许入境”字样。入境卡的另一半

作出境卡用，应妥善保存。

出境卡

中国公民在结束菲律宾观光旅游，到马尼拉国际机场办理出境登机手续

前，应先交纳机场税，然后到订购返机票的航空公司柜台前办理出境登

机手续，领取登记卡和行李卡，同时向航空公司工作人员递交出境卡，

可登机出境。

海关申报

通过入境检查，领取行李后，须到海关进行海关检查。过海关时应向海

关官员出示已填写好的海关申报单，经官员验证同意后，方可放行。根

据菲律宾海关规定，枪支和咖啡是违禁品。携带入境的外币没有限制，

原则上只要是超过相当于 3000 美元价格以上的外币，就需要申报。菲

律宾币限制为 500 比索。携带的相机、收音机和手表等，如果出境时被

发现与入境时所带的不同，会被课税。成人可免税携带 1.4 公升的酒类，

香烟 200 支、雪茄 50 支、烟丝 25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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