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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中城是什么城？

(图片由网友 @瞌睡豆豆 提供)

1571年，西班牙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在马尼拉建起了这座城堡，在四周开挖护城河并筑起长达4

.5公里的城墙，所以称为“城中城”。城中城总面积约为64公顷，当年城内有总督官邸和12座教

堂，共开有7座城门，进出城堡要通过吊桥，城内只允许西班牙人及有西班牙血统的人居住。第二

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侵占菲律宾，城中城又成了日军的营地和俘虏营。后来美国人变成了城中城

的新主人，认为城中城周围护城河没有军事价值而且很容易传染疾病，所以就把河填了，后来改

建成一个高尔夫球场。

二战末期，城堡的大部分遭到毁坏，现已修复一部分。在市中市游感受时光倒流，古老的马车乘

载游人穿梭于街道、关口、港口、城寨。这里散发着西班牙优雅的气息，保留了古时的建筑特色

。城内建有马尼拉最大的教堂—马尼拉大教堂、圣�奥古斯丁教堂暨博物馆、圣地牙哥城堡、黎

刹纪念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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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徒步路线

城中城徒步路线（或三轮或观光马车走此线）：

城中城值得花个至少半天到一天的时间细细品味，欣赏这四百多年的历史轨迹。本路线也可反向

行走。

起大早慢慢穿过绿树成荫花团锦簇的黎刹公园（Rizal Park） ——

来到城中城的城门（Puertas）—— 穿过城门一直走左手边就是圣.奥古斯汀教堂（San Augustin Chu

rch），（中间会路过Silahis纪念品店，可以停一下），最好赶周日上午在教堂里听一场弥撒——

出来奥古斯汀教堂对面就是卡撒马尼拉博物馆（Casa Manila），穿过门楼其中另有天地，一个美

丽的圆形小广场，看三层的大宅子再逛逛小商店——出来再往北防线沿General

Luna街走右手边是马尼拉大教堂（Manila

Cathedral），这座菲律宾最大和最古老的天主教堂的彩色玻璃窗因有天窗而放出异彩——

最后走到城中城最北边的圣地亚哥古堡（Fort Santiago）参观黎刹纪念馆(Rizal

Shrin)，再登上古堡俯瞰全城和Pasig河。

也可不必拘泥于路线，只在城中闲逛，或者干脆走丢。窄窄的巷子里，两边都是两三层高的石砌

房屋，路也是时而柏油，时而石板。城中还有学校，商店，小公司和平民老百姓的屋子。房子上

有伸出的阳台，木制的窗户，狭窄的街道上有街灯。楼群中时常会露出一组茂盛的热带蔓形植物

，开着姹紫嫣红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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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景点详述

1521年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登录菲律宾，从此西班牙人占领了整个群岛。他们在马尼拉

建起了这座城堡，在四周开挖护城河并筑起长达4.5公里的城墙，这个有着12座教堂，7座城门和

吊桥的城内只允许西班牙人居住，所以又被称为“城中城”。 二战的洗礼过后，今天依旧可以看

到古老的天主教教堂圣奥古斯丁教堂以及马尼拉博物馆，站在老城区的街道上，看着黄白相间的

欧式建筑，恍惚间置身十七世纪的欧洲。斑驳的城墙，记录着逝去的一个时代，站在那里，你真

的会感受到“围着老去的国度，围着事实的真相，围着浩瀚的岁月，围着欲望与理想”这样的歌

词是多么的贴切。

   

1、圣.奥古斯汀教堂（San Augustin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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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醉玲珑 提供)

  圣奥古斯丁教堂始建于1571年，是菲律宾最古老的石造教堂，并作为巴洛克教堂的代表被列入

世界文化遗产目录。教堂座落在市中市，是菲律宾历史的象征。最初的教堂以竹子、椰叶及泥土

建成，后因火灾被毁，1599年重建，改为石造建筑。

圣奥古斯丁教堂经历五次地震和两次世界大战而能发屹立不倒，被许多人认为是奇迹。教堂内得

浮雕细致逼真，更收藏有珍贵宗教绘画；彩色玻璃折射阳光，衬托出教堂的高贵。

二战使城中城这座三百多年来饱经地震、台风侵袭而没有垮掉的古堡在炮火中遭到了重创（游客

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城中城的主要建筑都是战后逐步修复以后才对公众开放的）。唯一没有在炮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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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倒下的高大建筑圣.奥古斯汀教堂（San Augustin Church），说来也有点蹊跷，这座典型的欧洲

十七世纪巴罗克风格的教堂不知怎么偏偏摆着四只中国特有的铁狮子把门，使人不由得觉得是中

国的小狮子保佑了大教堂免遭灭顶之灾。内部墙壁和天花板绘满了三维立体装饰，十分考验人的

视觉。弥撒时会点亮花枝水晶大吊灯。

地址：General Luna Street

开放时间：9：00－12：00，13：00－18：00

圣奥古斯汀博物馆

圣奥古斯汀博物馆在圣奥古斯汀教堂旁边。圣奥古斯廷博物馆是由托铂修士管理的私人博物馆，

展示26幅圣像，古董等。地下室里埋葬着数位菲律宾政要。同时圣奥古斯汀博物馆里展出殖民时

期的宗教艺术，教士的衣服，反映1614年唱诗班的木雕等。

门票P80，赶上弥撒就不用买门票啦。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早上7点至早上7：30，下午5点至6点。

   

2、卡撒马尼拉（Casa Manila）

卡撒马尼拉（Casa Man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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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蓉瑾轩 提供)

在教堂旁对面，穿过门楼其中另有天地，一个美丽的圆形小广场，围绕广场的两层楼建筑内陈列

着19世纪至20世纪菲律宾精英分子的典型家具，犹如皇宫般奢华。从卧室、书房到厨房、卫生间

甚至马厩，应有尽有，颇为有趣。在博物馆内参观需踏在红地毯上，以保护地板。

菲律宾融合了多种文化元素，这点在CASA MANILA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设施主要是西班牙式的

，城堡的结构、走廊、卧室、祷告室、大客厅以及餐厅，如同电影中常见到的欧洲17、18世纪的 

格局。里面的陈设中，有中国和日本的瓷器。一间内室上方的装饰花纹以及部分桌椅上的装饰图

案都是中国式的。在餐厅的长桌上方，悬着两扇巨大的布扇，由仆人 拽动线绳来操作，这种设计

来自英国——英国人曾经在此统治两年，前后则都是西班牙人，英国人虽然走了，扇子却留了下

来。而整幢房子曾在二战中被毁坏，现在看到的是经过重新修葺的。

院子一角有一个纪念品小店，里面出售的东西大都手工制造，价格不贵，有各种报纸编织的钱包

，纸塑，城中城内建筑为主题的淡彩风格冰箱贴，书签等。店主是早期福建移民会说口音很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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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 

门票P40，只在园子里转转看看建筑不进屋里不用买票。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9:00-12:00，13:00-18:00。

Bahay Tsinoy 博物馆（Bahay Tsinoy Museum）

介绍菲律宾华人历史的博物馆。

地址：32 Anda cor. Cabildo,

电话：+632-5276083 / +632-5266796

开放时间：周二——周日 13：00－17：00

门票：100p

   

3、马尼拉大教堂（Manila Cathed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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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蓉瑾轩 提供)

菲律宾最大和最古老的天主教堂，最初的教堂建于1581年，在以后的岁月中教堂因台风，地震，

和战争的火焰不断被损毁，不断重建。现在的教堂已是第六次修建的成果，1958年由梵蒂冈出资

修复，建筑家 Fernando Ocampo和Archbishop Rufino J Santos设计，彩色玻璃窗因有天窗而放出异彩

，边上三个小教堂由马赛克装饰，有巨大的管风琴。马尼拉上流社会人士的子女结婚，也都要到

马尼拉大教堂来接受大主教的祝福。 

地址：马尼拉Cabildo cor. Beaterio, Intramuros, Manila, Philippines 1002

马尼拉大教堂在市中市Intramuros中，位于帕西格河（Pasig

River）南岸靠近马尼拉湾河流入口处。 

开放时间：6:30-17:30。 

弥撒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五7:30 am －12:10 am 

周六7:30am 

周日7:00 am，8:30am，10:00am，11:30am，6:00 pm

   

4、圣地亚哥古堡（Fort Santi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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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瞌睡豆豆 提供)

圣地亚哥古堡是防御外敌入侵的要塞。登上圣地亚哥古堡的制高点，可以看到作为水上交通枢纽

的帕西格河就在城池下流过，过往的每一艘运货的船只都尽收眼底，难怪自古这里便是兵家必争

之地。

地址：Santa Clara Street (Intramuros) Manila, 1002 。圣地亚哥城堡在市中市（Instramuros）西北部

门票：40P  开放时间：周二-周日8:00-18:00

   

5、黎刹纪念馆(Rizal Sh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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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民族英雄黎刹组织“菲律宾联盟”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成为西班牙人的心腹大患

。黎刹被捕以后就关在圣地亚哥古堡的一个潮湿阴暗的土牢里。黎刹就是在这里在一块巴掌大小

的纸头上写成《我之诀别》一诗，藏在油灯里由其妹带出牢房，流传于世，激发了千百万菲律宾

人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决心。在城中城内土牢的出口处，游客们可以看到一长串铜铸的脚印，

那是黎刹就义走向刑场的足迹。就是这闪闪发光的足迹鼓舞了后来者踏着先烈的足迹继续前进。

地址：在圣地亚哥城堡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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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购物

城中城内

纪念品店：

Silahis Arts and Artifacts, Manila

地址：744 Calle Real del Palacio (Gen. Luna Street), Manila 1002

网址：http://www.silahis.com/index.asp

电话： +63 2 527 2111

开放时间：每日 9am-7pm

卡撒马尼拉（Casa Manila）

院子一角有一个纪念品小店，里面出售的东西大都手工制造，价格不贵，有各种报纸编织的钱包

，纸塑，城中城内建筑为主题的淡彩风格冰箱贴，书签等。店主是早期福建移民会说口音很重的

普通话。 

城中城外

邮局（购买和邮寄明信片）

邮政总局（Manila central postoffice）

地址: 市中市北边。

电话：527 0085

营业时间：周一－周五 早8点－12点，下午1点－5点。周六早8点－12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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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住宿

青年旅社

Friendly guest house

网站 http://www.friendlysguesthouse.com/

三人房不含卫浴只要800p，房间干净、有冷气，24小时有人check in，有厨房，免费咖啡和茶，阳

台和客厅都很赞，走路可到马尼拉湾。免费无线上网，八人房很热闹喔，里面都是国外背包客，

一起聊天很开心，有置物柜，但是锁要自己买。有厨房，露台，

近ROBINSON百货，可吃到便宜的快餐，缺点: 多人间，坐LRT

要一段走路，订房必须告诉他你的信用卡号码，太不安全了。       

Adriatico Pensionne Inn�

地址：1612 M. Adriatico Street , Manila, Philippines�

这个旅馆就在Robinson南门对面的蛋糕店Hearts & Flours那条街道上，房价很便宜，就是房间也很

小很旧。对住宿没什么要求的人可以住在这里，出入方便。走到黎刹公园也最多半小时。最便宜

的是经济房950P一天（只有风扇，公共卫生间），标准房1085P（有TV和空调，公共卫生间），S

uite的那种比较好（有TV和空调，还有阳台）才1800多P，比周边的酒店也便宜多了。公共卫生间

很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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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交通和门票

交通：市中市在帕西格河南岸靠近马尼拉湾入口。

轻轨：如果乘轻轨LRT到市中市，可在United Nations 站下车，下车后步行20－25分钟到达。

出租车：可以乘坐出租车到达，出租车司机对这个地方一般都比较熟悉。

菲律宾式吉普车巴士（jeepney）：可乘坐去往Bonifacio Drive的吉普车巴士。

门票：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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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货币，外部交通，签证

详见旅人网马尼拉攻略

外部交通： http://d.lvren.cn/gonglue/manila/#s_525527

货币：http://d.lvren.cn/gonglue/manila/#s_525526

签证：http://d.lvren.cn/gonglue/manila/#s_525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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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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