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來CIP到底要準備甚麼呢?
www.facebook.com/CIPenglish          www.cipenglishschool.com          www.youtube.com/user/cipworld

我們協助學生從註冊一直到畢業唷! 
這個Checklist可以幫助你準備一切你所需要的東西唷~

Pre-Departure Checklist

1. 煩請確認護照到期日唷(從開學日算起至少還要六個月唷)
2. 你知道甚麼是菲律賓延期簽證嗎?
3. 要好好注意機票的名字是否跟護照上一樣的英文拼音?
4. 有沒有清楚明瞭航班資訊(出境時間及日期、第幾航廈之類的…等等)?
5. 有沒有準備美金或是台幣來做換匯(美金通常會有好匯率唷)
6. 記得確認行李內容物及重量(確認機票所附的行李公斤數以及禁止攜帶
品種類)?

7. 建議可以在行李上附上聯絡人姓名及號碼以便於辨別唷
8. 出關前確認所有必需的資料
9. 你已經看過CIP的新生手冊了嗎?
10.已經從CIP拿到接機信了嗎?
11.有沒有決定好英文名字了呢(例如:Mickey、Bill)?
12.了解如何入關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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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物品 相關資訊 確認

Passport 護照 • 開學後護照有效期限必須多於六個月，保留護照影本以備不時之需。

Visa 簽證

• 煩請確認‘The Bureau of Immigration’ 菲律賓官方網站(一般資訊): 

www.immigration.gov.ph. 

• 延期簽證辦公室會協助辦理。

E-Ticket 電子機票 • 確認英文名字拼音是否與護照相同、出發日期及時間、航班號碼。

SSP特殊許可學習證 • 此學習證為菲律賓政府規定必須辦理

ACR I-Card • 在菲律賓停留超過59天必須辦理此身分證

海外相關保險 • 在來菲律賓之前，建議在國內先申請保險，多一分保障。

個人急救包及常用藥物

• 帶來非處方藥物，如布洛芬; 感冒藥，抗腹瀉藥和抗酸藥，抗生素軟

膏，防曬霜，驅蟲劑和處方藥。 如果您需要在菲律賓購買，也可以帶

上您的處方。 任何重大病史務必先告知學校

國際信用卡及Debit卡

• 菲律賓的機構承認國際信用卡/Debit卡，如Visa, Master Card and 

American Express. 

• Debit cards with “Cirrus/Plus” 標記: US$ 4-5手續費/每筆匯款.

• ATMs 在Nepo Mall (搭車約5分鐘) 或是 SM Mall (搭車約20分鐘)

• 通知你的銀行和信用卡公司你將出國旅行。一些公司或銀行在看到外

國交易時就停止了欺詐行為。

換匯

• 在離開前檢查並了解匯率。您可能無法獲得與匯率相同的確切金額，

但您可以找到與實際匯率最接近的地方。你也可以在辦公室交換錢. 

• US$100鈔票有可能可以換到好一些的匯率，到機場後最好先換一些

應付前幾天的生活所需。

http://www.immigration.gov.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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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物品 相關資訊 確認

內衣、褲 • 請攜帶足夠(學校有免費自助洗衣機及免費洗衣服務)

襪子 • 請攜帶足夠(學校有免費自助洗衣機及免費洗衣服務)

夏天的衣物 • 請攜帶足夠(學校有免費自助洗衣機及免費洗衣服務)

長褲 • 有些地點是不允許穿短褲的

長袖、薄外套 • 上課時為冷氣房，有些日子也會比較冷一些，建議帶一件。

鞋子
• 任何鞋子(運動鞋, 涼鞋等等)

• 有些地點是需要穿鞋子的

浴室拖鞋 • 視個人所需

毛巾 • 建議帶2-3條可以做更換

洗髮乳/護髮乳 • 可至附近的MALL購買

防曬乳 • 若太陽過大時可使用

衛生紙 • 可至附近的MALL購買

衛生棉(女性必備) • 可攜帶些許，若不足可至附近的MALL購買

吹風機 • 菲律賓使用的電壓為220伏特，攜帶或購買時請特別注意。

掛勾 • 若有需要可至MALL購買

後背包或是書包 • 上課旅遊兩相宜

鬧鐘 • 視情況攜帶，建議可使用手機功能設定鬧鐘就好

雨傘 • 請攜帶可折疊式雨傘

相機 • 若想記錄生活可攜帶

日記本 • 可以隨手記錄這特別的經驗

字典 • 電子辭典或是手機APP可以下載相關軟體，非常幫助學習英文唷

筆記本 • 可至附近的MALL購買

泳裝、蛙鏡、泳帽 • 學校有游泳池可以游泳，附近也有很多水上樂園

孩童救生衣或是游泳圈 • 攜帶或至附近的MALL購買

眼鏡/隱形眼鏡 • 若攜帶隱形眼鏡請自備保養液及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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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抵達機場
• 剛下飛機就可以感受到濕熱的菲律賓。
• 會需要大約20分鐘到1小時的等待時間，像是過海關、拿行李…等等。

2. 健康聲明表 Health declaration
• 請填好Health declaration Form.
• 移動至海關時會通過健康檢查區，會檢測您的體溫是否正常。
• 如果您感冒，請在落地前兩小時服用感冒藥來確保您可以順利通過檢查區。

請按照護照上資訊仔細填寫

請在Other的地方打勾並寫上Student

請寫上您的聯絡方式

請”不要”勾選任何一個選項

請簽上跟護照上一樣的簽名

請只勾選“NO”

請寫上CIP的地址，詳細地址為下方所示
CIP Lots 18 & 19 Block 37 Camia St. Cutcut Angeles City,
Philippine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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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關
• 繳交你已經填好的Arrival card.
• 請出示您的機票及護照
• 確認簽證有效期限，紙本簽證為59天、電子簽證請列印後一併繳交給海關(30天停留)
• 學校會製作LOA ( Letter of acceptance ) 還有接機信，兩樣資料煩請列印並攜帶，若海關詢問，請繳交給海關查
看。

Follow the sample arrival card to the left:

1. 姓 Family Name

2. 名 First Name

3. 中間名(我們通常沒有)Middle Name

4. 連絡電話及E-mailContact Number/ E-mail 

Address

5. 護照號碼 Passport Number

6. 從哪個國家過來Country of First Departure (e.g. 

Incheon, Tokyo, Taipei, Hochiminh)

7. 居住在哪個國家Country of Residence (e.g. 

South Korea, Japan, Taiwan, Vietnam)

8. 職業類別(e.g. Student, Office Worker)

9. 航班號碼(參考機票)Flight/ Voyage Number 

(see your Boarding Pass)

10. 旅遊的目的(煩請勾選Vacation)Purpose of 

Travel (Please check only Vacation)

11. 簽名Signature

4. 行李宣告Baggage Claim
• 行李會被送至行李履帶輸送區，可至該區域找尋自己的行李
• 會有螢幕顯示該航班號碼的行李會在第幾個輸送區
• 該地區會有手推車可使用
• 有時需要等待一段時間行李才會出現在輸送帶上，敬請耐心等候

海關有可能會問下列問題
1. Why are you here for?

為何會來到菲律賓
2. Where is your SSP?

你是否持有SSP?
3.   Where are you going to 
stay? 你要去哪裡?

可以回答以下
1. English at CIP school.
2.  SSP will be processed by 
the school during the first w
eek of study period at Immi
gration office.

3 CIP Englis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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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消費者宣告表
• 出示您的 Customs Declaration Form.
• 該區的工作人員會在表上蓋章並簽名

填寫時請仔細參照護照資訊.

請填上CIP的地址
CIP Lots 18 & 19 Block 37 Camia St. Cutcut Angeles City,
Philippines 2009

請確認您的航班資訊及寫上出境地點(例如:

Incheon, Tokyo, Taipei)

請在“ Tourism ”打勾.

請寫上有幾件行李托運及隨身攜帶.

請簽上您的大名以及出境日期

請只勾選“No”.



以下資訊為貼心提醒:
• 在另一個國家，您仍然受到法律的約束，因此閱讀關於菲律賓的一些普通法律和當地信息將會有所幫助.
• 當您與陌生人溝通時請保持謹慎, 不要接受任何陌生人給你的東西或是給他們東西，尤其是金錢。
• 如果想要自己來到CIP的話，請確認所有相關的交通資訊，包括CIP地址以及轉運站地點，交通費用……
等等，如果需要使用計程車，建議使用機場提供的服務會較為安全些，不過要了解該費用可能稍微高於
平均。

• 在機場您可以使用免費的WiFi, 也可以找到免費的SIM卡或是公眾電話可以使用，視情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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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抵達後接機地點
• 抵達指定地點後將可以看到CIP員工拿著CIP標誌在指定的地方出現，煩請確認該航廈之會面處，若有不
清楚可以隨時詢問機場工作人員該地點如何抵達。

• 若CIP員工沒有出現在該地點麻煩稍等在會面處，不要到停車場或是其他地點試圖找尋工作人員。

Manila NAIA Terminal 1 Manila NAIA Terminal 2

“TUVWXYZ” Sign Arrival Gate at Bay 17

Manila NAIA Terminal 3 Clark DMIA

Foreign Exchange Booth
Arrival Area 

( In front of Wendy’s ) 

當您抵達該地點卻沒
有看到CIP員工，千
萬不要緊張。

請參照接機信上的資
訊聯絡接機人員，或
是聯絡您的代辦協助
您找尋工作人員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