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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有

穷游er忠告
★ 在巴黎购物，永远都会感慨为什么在老佛爷有那么多中国人。

★ 在巴黎，大多数店铺在晚上19:00就会打烊。香榭丽舍大街的店
铺关门时间通常较晚，而H&M营业会到零点左右，其他店面基本都
在21:00或21:30便关门，老佛爷营业至21:00，Val d'Europe 营
业至20:00。在蓬皮杜附近的Kilo Shop二手店营业至21:00左右。
每逢周日巴黎只有香榭丽舍大街上的店面、La Defense的购物中心
和蓬皮杜附近的公斤店(Kilo Shop)二手店会开门。每年的打折季前
一、两周，很多店面都会营业至21:00左右。

★ 购物中心通常会设有问讯处或礼宾处，提供免费商场地图和咨询服
务，还能询问下游客购物可享受到的特别优惠。

★ 巴黎的各个购物中心和商场虽说是各有特色，但也免不了在每个商
场见到一些相同的品牌店。去到巴黎不妨关注下法国本土设计的品
牌，如Sandro和Maje。还有一个美国品牌The kooples也很值得
推荐，喜欢欧美风格的旅行者们一定不要错过，在折扣季买这些牌
子很划算。

★ 巴黎的购物中心进驻的品牌都差不多，相比之下Val d'Europe的购
物中心和La Defense的购物中心的品牌会相对比其他购物中心多一
些，逢折扣季时在这两个购物中心购物，可以享受到更低的折扣。

★ 冬季时巴黎室内的暖气开得足，只需要内穿薄毛衫，外加一件厚外
套即可。

★ 巴黎注重明码标价，标签上显示的都是税后价格，购物小票上会标
明衣服和税的价格分别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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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购物速写
在巴黎的众多美誉中，“购物天堂”这一称号最为响亮。这里有奢
侈的名牌，有复古二手店，有古玩市场，有水货街，琳琅满目的商
品，应接不暇的时装秀给这座古老带着浓郁文化气息的城市注入了
另一道风景线。

对于在欧洲消费来说，巴黎的河谷购物村(Val d'Europe)应该算是
性价比较高的地方，在这里可以淘到3至7折的一、二线奢侈品牌的
过季商品或当季新品，其品牌除了有大家熟悉的，也有法国本土很
好的牌子，例如Burberry、Cel ine、MaxMara、UGG、
Longchamp、Lancel、Moncler等等，有时购物村会发打折卡，
只需要打印出来在购物时出示便能享受到折上折，在打折季时购物
村也会有折上折。运气好的话，花上20欧元能买到Burberry的裤
子，44欧元能买到一双UGG，300多欧元能买到Celine的包。

国家区号：0033-01          欧洲通用急救电话：112  
医疗急救服SAMU：15      警察救援电话：17

插座：       电压：230V 频率：50Hz

货币汇率：1欧元 ≈ 8.04人民币元(2012年12月)

★ 穿越在巴黎的小巷中，总会有意外的发现。很多特色的销售工艺品
店、服装店、装饰店、画廊等都会出现在不经意的转角处。

★ 巴黎18区(Saint Ouen)，这里有最大的古玩跳蚤市场，出了地铁
向跳蚤市场走去的街边基本都是黑人开的服装，鞋子等店铺，价格很
低廉，应该算是“水货”一条街吧。在此区一定要看好随身物品。

语言帮助
★ 当地语言
Coucou / Salut / Ca va - 你好                 
Bonjour - 早上好(太阳落山前)    
De rien - 不客气                         
Manteau - 外套     
Costume - 西装                           
Pantalon - 裤子                           
Veste – 上衣
Robe - 连衣裙                
Sac – 包     

Au revoir - 再见
Merci - 谢谢
Pardon - 抱歉
Pull – 毛衫
Pardessus – 外套大衣
Chemise – 衬衫
Jupe - 裙子 
Echarpe - 围巾
Chaussure – 鞋子 

                   

http://guide.qyer.com/
http://guide.qyer.com/
http://guide.qyer.com/
http://guide.qyer.com/paris/
http://guide.qyer.com/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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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uide.qyer.com/outlets-in-italy/
http://guide.qyer.com/shopping-in-hk/
http://guide.qyer.com/shopping-in-hk/
http://guide.qyer.com/global-blue/
http://guide.qyer.com/global-blue/


P 2



P 3

         Ceinture – 皮带                 
         Gant – 手套                         
Collier – 项链                      
Laine - 羊毛                         
Cachemire - 羊绒                       
Peau de mouton - 羊皮
Comebien...?  - ⋯多少钱？ 
Guichet –(邮局、银行、商店等处的)营业窗口

★ 常用数字 
Trente cinq - 35                  
Trente sept - 37                 
Trentanove - 39
Quarante - 40                       
Quarante deux - 42                  
Cinquante - 50           

★ 文字标识  
Toilet / WC–卫生间              
Train–火车                         
Gare - 火车站                       
Entrée / sortie–入口/出口    
Guichet–售票处                   

★ 日常对话

Bonjour, Combien ça fait?  - 早上好，请问价格是多少？

Il y a d'autres couleurs？ - 有其它颜色吗？
J'ai besoin d'une taille quarante. - 我需要40码的。
Comebien de temps dur la garantie?  - 有多少天的保修？
Ou est la caisse la plus proche? - 最近的收银台在哪里
Ou sont les toilettes? -洗手间在哪里？
Veuillez contacter une interprete(3722 ou 3110) - 请打中文
服务电话(3722或3110)
Veuillez me diriger vers l'Espace International s'il vous plait ? 
- 华人接待处在哪里？

请记得爱护自然，如果要打印穷游锦囊，请尽量双面打印。

货币帮助
★ 兑换
出发前可以先兑换少量欧元现金以防不时之需。

★ 刷卡
在巴黎刷卡是很方便的，在超市买1点几欧元的水也可以刷卡，免去
了带零钱的麻烦，只有个别店会有规定购置多少现金以上才能刷
卡，一般为10欧元以上。在巴黎基本上所有购物中心、连锁店等均
接受银联卡，以及VISA、MasterCard等常用信用卡。

★ 银联取现

目前巴黎所有ATM机支持银联取现，手续费和取款上限按发卡行规
定执行。

购物季节
每年1月底和6月底通常是法国每年两次为期一个月左右的打折季。因
现在经济不是太景气，所以很多不错的牌子会进行为期3至5天的专场
特卖会，必须有邀请卡才能进入。一般特卖会的折扣为4至3折。

购物路线
★ 巴黎购物一日游路线
早上乘坐1号或9号线到Franklin D.Roosevelt下，出站口就是香榭
丽舍大街Zara店。可以再香榭丽舍大街上逛周边的店，参观凯旋
门，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有快餐店、餐厅，也可以去Monopris第二
层的超市。逛完香街后可以直接在Franklin D.Roosevelt这一站乘
坐九号线继续前往至Chaussee d'Antin La Fayette站下车，出站
就是老佛爷，巴黎春天和老佛爷是挨在一起的，在同一条大道上，
所以一下午有充足的时间购物。

Caisse–收银台
Station - 站
Cabine d'essayage–试衣间
Homme / Femme–男/女
Garde des bagages–行李寄存处

Trente six - 36
Trente huit - 38
Quarante et un - 41
Quarante trois - 43
Cinquante deux - 52 

Lunettes de soleil – 太阳眼镜
Bracelet – 手链
Boucle d'oreille – 耳环
Soie - 丝绸
Cuir - 牛皮
Coton – 棉

购物中心
奥斯曼(Haussmann)、圣拉扎尔(Saint-Lazare)、巴黎歌剧院
(Opéra)这三个地方形成一个方块区域，构成了巴黎市商业的中
心。主要的大型百货公司都座落于此，例如老佛爷和巴黎春天。除
了大型商场，还有电子产品商店，例如Fnac、歌剧院苹果专卖店
(Apple Store Opéra)。

巴黎的购物中心设有休闲区、儿童区、食品区、服装区和超市，一
般在购物中心里面的超市都是Auchan，在Val d'Europe购物中心
地下一层就有一个很大的Auchan，旅行者们可以在超市选购食
品，在休息区享用食品和储蓄体力为之后的血拼大战做好准备。 

★ 巴黎老佛爷百货 Galeries Lafayette Haussmann  
老佛爷百货在巴黎共有两家店，主店(地址A)主楼的穹顶为新拜占庭
风格，装潢的金属结构里夹杂着彩色玻璃。这个穹顶成了老佛爷的
经典，很多游客来此不仅购物，还不时拿出相机拍摄穹顶照片。进
门可以到服务台索取一张中文版的老佛爷商场的指南简介，这样便
一目了然。老佛爷百货里面有中文导购，退税也有中文服务工作人
员.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老佛爷百货是旅行团的必选地，所以通常会
人比较多，打折期会看到很多黑头发的亚洲人穿梭其中，但这也带
来了，购物语言交流方便的好处。

主楼——女装部
地下一层：以卖鞋子为主，主要品牌有Chanel、UGG、Melissa、
Tod's、Repetto、ASH等。V.O年轻服饰旁，还设有免费寄物处、
失物招领处。
零层(法国零层就是国内的一楼，以此类推)：以化妆品、手表、首饰
和各类大牌店为主。化妆品品牌有Chanel、Lancome、Sysley、 
Dior、Guerlain、Estee Lauder等；手表品牌有Rolex、Oméga、
Cartier、Tudor等；首饰品牌有Gucci、Swarovski、Agatha、Nina 
RiccI、Tiffany&co.等；皮包品牌有Balenciaga、Burberry、Marc 
Jacob等和各类名牌店为主：LV、Chanel、Gucci、Fendi、Ddi、
Lancel、Longchamp、Prada等。
一层：集中展示23个顶级奢侈品牌的时装及配饰，如Balenciaga、
Fendi及Miu Miu等，以及新锐设计师品牌。时尚并演绎迷人风格、
大胆的款式为主，设计师品牌，还有极度复有才华的年轻设计师品  

http://www.fnac.com
http://www.fna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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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牌，展示了一个生机勃勃、时装的空间。例如CdG(Comme
          des Garcons)、Chloe、John Galliano、Jean Paul 
Gaultier、Missoni、Diesel、Marion Vidal等。第一层另一大特色
就是除了提供高端名牌之外，同时走大众化奢侈路线，其中包括
Isabel Marant、Vanessa Bruno、Carven、Marc Jacobs、
Courrèges等品牌。
二层和三层：二层以充满魅力、优雅的都市时装为主。主要品牌有
Burberry、Hugo Boss、Sonia Rykiel、Kenzo、Zara、Maje、
Sandro、The Kooples、Manoush、Cerruti 1881等。而三层不
仅有流行女装、内衣、丝袜，还设有咖啡馆。
四层：以青少年服装、皮箱、电子游戏产品为主。
五层：以童装、孕妇用品、育儿用品、玩具、儿童书籍为主。  　　
六层：为老佛爷婚礼部，出售婚纱礼服，和巴黎纪念品等。
七层：天台，可以欣赏到巴黎的美景并可以在这里用餐。

附楼——男装部
男装部是与主楼相互连通的另一个4层高的建筑，里面出售包含男士
鞋类、皮饰配件、流行衬衣西服、内衣、男子饰品、男用香水及护
肤品的各类商品。地下一层为大超市，可以去超市买吃的东西。从
老佛爷主楼通往男装部的通道在二层和三层。
零层：男士名牌衬衫，毛衫、配饰等。
一层：法国名酒酒窖、法国特色美食超市和法式餐厅。 
二层：休闲服装、内衣等。 
三层：男鞋、西装、名牌设计等，例如Prada、Dior、Chanel、
Tod's等。

家居生活艺术商场
家具馆位于女装馆的斜对面，出售各类家居用品。例如爱马仕
(Hermès)的餐具、摆饰、床上用品、家居装饰、礼品等，足以感受
真正的法式生活。

另外，老佛爷的斜对面是一家非常大的优衣库旗舰店，上下三层，
生意非常好，款式也是最多的。世界游客都喜欢去里面扫货。

老佛爷退税服务
凡是前来法国的非欧盟居民，如将在法国境内所购物品带出欧盟境
外，都有权享受12%退税服务。凡在老佛爷购物超过175欧元，可在
购物完毕后，至主馆(女装馆)零层的中国大陆接待处，办理退税手续。 
退税须知:
1. 退税者需年满十六岁以上，持本人护照。
2. 同一天在本公司购物超过175欧元。
3. 为非欧盟国家居民，并必须在三个月内离境。
4. 由购物当天算起21天内在海关盖章证明离境后，才可获得退税金。
5. 凡在超市食品、服务、修理、冲洗照片各项，皆不可办理退税。
6. 凡在本公司LV，Rolex专卖店所购买的产品，皆要单独做退税，不可
与老佛爷其他部门购买的产品合计退税。

★ Tips：环球蓝联退税
环球蓝联退税公司位于主馆女装零楼华人接待处旁的环球退税公司
提供外币、旅行支票兑换和领取退税金的服务。

地址A：40 Boulevard Haussmann，75009 Paris 见地图标识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7号线、9号线至Chaussée d'Antin-La 
Fayette站下车。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三、周五、周六9 : 3 0 - 2 0 : 0 0；周四
9:30-21:00；2012年12月31日，仅营业至18:00。

地址B：22 Rue du depart Centre Commercial Montparnasse，
75015 Paris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4号、6号、12号、13号线至
Montparnasse Bienvenue站下车。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10:00-20:00。12月24日为9:30-19:00。
www.galerieslafayette.com

餐饮
如果热爱吃海鲜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在老佛爷门的地铁站直接坐9
号线往Pont de Sevres方向坐到倒数第三站Marcel Sembat站下
车。葡萄牙海鲜餐厅Pedra Alta餐厅是不接受预定的，每天都会有
很多人排队，因为很划算的海鲜平盘和超大份牛排，如果要去这家
就做好排队的准备。

Pedra Alta 
地址：6 Avenue Gén Leclerc, 92100 Boulogne-Billancourt
营业时间：19:00-23:00
电话：0033-01-6938-5463
www.pedraalta.pt

★ 巴黎春天 Printemps 见地图标识 
巴黎春天它对品牌严格的甄选、制定个性化服务等，都使巴黎春天成
为了巴黎众多大型商场的一面旗帜，是一座真正能左右时装流行趋势
的商场。春天百货主要分为三大部分：奢侈和时尚品牌部、男士世界
和男士奢华配饰、家居和美容产品部。化妆品部整体装修色调柔和，
线条纯净，带给顾客一种视觉上的享受，这里销售的主要品牌有
Chanel、Dior、Gucci、Lanvin、Lancome、La Mer等。在巴黎
春天里，帽子、首饰、手袋、皮鞋等几个大的系列的展示方法很别
致，像在为顾客展示一件件艺术品。在巴黎春天内购物可享受到
12%退税服务，内有中文导购、酒店送货、个人购物助理等服务。

巴黎春天的五层楼都以经营时装为主，主要品牌有：Cartier、
Chanel、Céline、Coach、Bvlgari、Armani、Burberry、
Bottega Veneta、Iwc、Gucci、Omega、LV、Prada、Dior、
Rolex、Van Cleef & Arpels、Hermes、Jaeger-LeCoultre等顶
级品牌。
地下一层：有休息饮茶区和包包区。
零层：是奢侈品牌为主。
一层：是具有创意的设计师品牌。
二层和三层：是以流行的时装为主。
四层：是休闲牛仔和运动时装。

地址：64 Boulevard Haussmann，75009 Paris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3号线、9号线至Havre Caumartin站下
车；或搭乘RER(快速铁路)A线至Auber站下车；或搭乘RER E线至
Haussmann St-Lazare站下车。

http://www.galerieslafayette.com
http://www.galerieslafayette.com
http://www.pedraalta.pt
http://www.pedraalta.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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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9:35-20:00；周四9:35-22:00。
         departmentstoreparis.printemps.com；
www.printempsparis.cn(中文)

春天百货的后面是春天百货的青年部(Citadium)，里面都是欧美年
轻人比较喜欢的潮牌，一楼是卖鞋子的，这里汇集的牌子有
Adidas、Carhartt、Nixon、Eastpak、Supra、Sessun、
Levis、Dr.Martens、Ugg、Obey等。还有售价60欧元的飞跃
(Feiyue)哟！
地址：50/56 Rue de Caumartin，75009 Paris

★ 河谷购物村 La Vallée Village 
河谷购物村，又称为打折村。位于大巴黎迪斯尼乐园前一站。在这里
你可以买到比巴黎市区便宜四成或以上的名牌商品，但不乏有些过季
商品。主要的品牌有：Aigle、Armani、Burberry、Ba & Sh、
Hugo Boss、Jimmy Choo、Kenzo、Guess、Givenchy、Paul & 
Joe、Paul Smith、Pepe Jeans、Polo Ralph Lauren、D & G、
Céline、Diesel、Furla、Tod's、UGG、Sandro、Maje、
Lancel、Longchamp、Lacoste、Calvin Klein、Cerruti 
18crr81、Coach、Wolford、Max Mara等。

可能是受了下一站便是迪斯尼乐园的影响，购物村里的建筑都是一
栋栋充满童趣的小屋子，每栋房子还有自己独有的颜色，就连卫生
间都做的可爱十足，让人有一种身处童话小镇里的感觉。且距离枫

丹白露宫(Château de Fontainebleau)和著名的酩悦香槟酒窖

(Moët & Chandon)等文化宝藏也很近。

地址：Val d'Europe ，77716 Marne-la-Vallee
到达方式：1. 搭乘专线班车，可选择搭乘每天从巴黎市中心开出的
两班购物专线至河谷购物村。你可以选择始发站为金字塔广场
(Place des Pyramides)的9:30的班车，14:30从河谷购物村返
回；或12:30的班车，17:00从河谷购物村返回。
2. 搭乘RER火车，可选择经由Chatelet-Les Halles、Auber、
Charles-de-Gaulle-Etoile、Gare de Lyon等RER车站，搭乘A线
地铁至Val d'Europe站下车，出站后往右步行10分钟或搭乘穿梭巴
士即可到达，车票价格约6欧元。乘坐RER火车A线并在Val 
d'Europe/  Serris Montévrain站下车，然后步行10分钟或乘穿梭
巴士到达河谷购物村。如需了解Val d 'Europe / Ser r i s 
Montévrain车站、RER列车的始发和到站时间，请点击以下链接：
www.ratp.fr
3. 搭乘穿梭巴士，河谷购物村和迪斯尼酒店之间有专门的河谷购物
村穿梭巴士为购物者提供服务。你可向每个酒店的门房咨询信息。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周日10:00-19:00；周六10:00-20:00。1
月1日、5月1日和12月25日不营业。
www.lavalleevillage.com/zh(中文)

★ Tips：RER线用数字表示方向
RER线的A线不同方向会标有不同数字以便于区分，如A1，A2等。
去往迪斯尼和河谷购物村的方向是A4，而迪斯尼乐园站的法文站名
Marne-la-Vallé-Chessy。

购物街区
★ 金三角地带
从马约门(Porte Maillot)至香榭丽舍大街(Champs Elysees) 见地

图标识 ，途径乔治五世大街(Avenue George-V)和蒙田大街
(Avenue  Montaigne)，这一地带展示了巴黎最上乘的高级时装、
成衣和品牌服饰，一些知名品牌如：Louis Vuitton、Dior、
Chanel、Hugo Boss、Kenzo、各种珠宝、皮具店、汽车展示厅、
音像商店比肩而立。去往金三角地带的各名牌专卖店购物的时，需
要携带护照等身份证件。

这里呈现出多元化的购物元素，属于设计时尚圈人士比较喜欢去的
购物区。这里出售的商品的数量和货品种类都很有限，而且对待非
法语人士会戴上有色眼镜。

乔治五世大街 Avenue George-V 见地图标识 
这条街区位于巴黎第八区，往北边可到达香榭丽舍大街，这条街上的

乔治五世酒店(Hôtel George V)是一座具有艺术装饰主义风格的酒

店，另外还有一家巴黎最有名夜总会之一——疯马夜总会(Crazy 
Horse Saloon)，中国大使馆也位于这条大街上。另外年轻人比较喜
欢的美国品牌A & F(Abercrombie Fitch)也开设在香榭丽舍大街上。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号线或9号线至George-V站下车，出站
便是香榭丽舍大街的LV总旗舰店，在LV总旗舰店对面是丽都酒店
(Lido)。
营业时间：一般店铺为9:30或10:00-21:30；H & M营业至24:00。 

La Duree甜点屋(香榭丽舍大街店)
地址：75 Avenue Champs Elysées，75008 Paris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号线或9号线至Franklin D.Roosevelt下
车，出站后往凯旋门方向走；或搭乘1号线地铁至George V站下车。

蒙田大道 Avenue Montaigne 见地图标识 
很多旅行者慕名去往蒙田大道(Avenue Montaigne)朝圣，这里汇聚
了众多顶级奢侈品牌，如Ungaro Prada、Valentino、LV、Dior、
Chanel、Dolce & Gabbana、Loewe、Escada、Calvin Klein和
Gucci等。蒙田大道因为Christian Dior、Chanel等一些奢侈品牌的
入驻，骤然提升了他的奢侈品形象，不少贵主人士、明星和政府官员
会来坐落在这里的五星级酒店巴黎雅典娜广场酒店(Hotel Plaza 
Athenee Paris)入住。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号线至Champs-Elysees Clemenceau
站，或搭乘地铁9号线至Franklind.Roosevelt站下车。
营业时间：一般店铺为9:30或10:00-19:00。

★ Tips：Avenue和Boulevard
在法语中，“Avenue”是大道的意思，“Boulevard”也是大道。
有时法文中会简写，Avenue 为AV，Boulevard为bd，所以在看地
址时有的写的AV或bd其实就是指Avenue和Boulevard。

http://departmentstoreparis.printemps.com
http://departmentstoreparis.printemps.com
http://www.printempsparis.cn
http://www.printempsparis.cn
http://www.ratp.fr/
http://www.ratp.fr/
http://www.lavalleevillage.com/zh
http://www.lavalleevillage.com/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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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圣日耳曼德普雷街区、雷恩路和塞弗尔-巴比伦街区 
       巴黎市中心的圣日耳曼德普雷(Saint-Germain-des-Prés) 见

地图标识  和塞弗尔-巴比伦(Sèvres-Babylone) 见地图标识  以
及雷恩路(Rue de Rennes) 见地图标识 ，这三条街区连在一起，
搭乘10号线地铁便可到达。这里有Dior也有Zara，H&M，更适合
各种消费群体来这里购物，不会像别的街区只有奢侈品出售。这里
从高级时装到名牌成衣，琳琅满目，应接不暇！在雷恩路，整栋建

筑由各种品牌包裹着：如艾格(Étam)、H&M及库卡伊(Kookaï)等品

牌都各自在三层门店展示各自的服装系列。在雷恩路下方，高田贤
三(Kenzo)和纳帕皮耶里(Napapi j r i )两家店与圣日耳曼大道
(boulevard Saint-Germain)及周边知名时装店相互呼应。如乔治
·阿玛尼(Giorgio Armani)、克里斯蒂昂·迪奥(Christian Dior)，
拉夫·劳伦(Ralph Lauren)、博柏利(Burberry)等品牌专卖店在这
一地带已营业数年，在前往玻马舍大型百货公司(Le Bon Marché)
的路上，在塞弗尔路(Rue de Sèvres)、格勒内勒路(Rue de 
Grenelle)及谢尔什-米迪路(Rue du Cherche-Midi)的转弯处，沿
途有许多知名店铺。这些街区还隐藏着很多鞋店、书店及不错的咖
啡馆，而Le Bon Marché的商场则是一般本地法国人喜欢逛的商
场，不会像在老佛爷看到很多中国人。在这里可以尽情购物！

圣日耳曼德普雷街区 Saint-Germain-des-Prés
Christian Dior Couture：16-18 rue de l'Abbaye，Paris 6e
Emporio Armani：149 bd Saint-Germain，Paris 6e
Ralph Lauren：173 bd Saint-Germain，Paris 6e
Burberry：161 bd Saint-Germain，Paris 6e
La Maison de Brune：2 rue de Tournon，Paris 6e

塞弗尔-巴比伦街区 Sèvres-Babylone 
Paul Smith：22 rue de Sèvres，Paris 6e
Prada：5 rue de Grenelle，Paris 6e
Le Bon Marché：24 rue de Sèvres，Paris 7e

雷恩路 Rue de Rennes 
Kenzo：60 rue Rennes，Paris 6e
GAP：64 rue de Rennes，Paris 6e
H&M：135 rue de Rennes，Paris 6e
Zara：140 bis rue de Rennes，Paris 6e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0号线至Sèvres-Babylone、Rennes
或Saint-Germain-des-Prés站下车。
营业时间：一般店铺为9:30-19:00；Le Bon Marché商场，周一至
周三、周六10:00-20:00；周四、周五10:00-21:00；周日休息。

★ 玛莱区 Marais 见地图标识 
玛莱区(Marais)是巴黎的购物胜地，这里有些商店潮流又时尚，有
些商店传统却同样不容错过。H&M在这里开设了旗下品牌COS专卖
店，阿迪达斯(Adidas)在同一条街开设了专门出售Silver系列的概念
店。该街区还有知名度日渐提升的法国新潮品牌Surface To Air在
巴黎唯一一家店，销售服装和配饰的埃罗托克里托斯(Erotokritos)
店。逛得累了、饿了？那不妨沿着COS专卖店前的街道继续向前，
去尝尝阿拉伯食品Falafel，味道很不错哦！购买的人很多需要排
队。店周围的巷子里面会看到有潮店，二手店，冰淇淋店，帽子专
卖店，Lomo相机专卖店等等。最值得一提的是有在这街区有一家
Lomo相机店，这家店的一整面墙贴满了Lomo相机拍摄的照片，有

很多外面买不到的型号，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找这家店。这里还
有最全的同性恋书店。 

Lomography Gallery Store Paris-Marais
地址A：17 Rue Sainte Croix de la Bretonnerie 75004 
Paris，France(玛莱区)
地址B：6 Place Franz Liszt，75010 Paris 10e
营业时间：周日和周一14:00-19:30；周二至周六 11:00-19:30。

其他店铺地址 
COS：4 rue des Rosiers，Paris 4e 
Adidas Silver：3 ter rue des Rosiers，Paris 4e
The Kooples：31 rue des Rosiers，Paris 4e
American Apparel：41 rue du Temple，Paris 4e 
Surface To Air：108 rue Vielle-du-Temple，Paris 3e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号线至Saint- Paul站下车。
营业时间：一般店铺为9:30或10:00-19:00。

二手店——复古 Vintage
巴黎——时尚和艺术并存的城市，世界各大奢侈品牌云集于此，流
光异彩的霓虹灯、精致橱窗、街头随处可见穿着时尚的行人，让热
爱时尚的人士钟爱于此。当地人和热爱欧洲复古单品的人士比较爱
去二手店。在巴黎随处可见二手店铺，但是在玛莱区(Le Marais)著
名的同性恋街区里暗藏着很多二手复古店，每个店所卖的衣服都是
独一无二，风格也截然不同。复古衣物的货源，主要来自古董衫
行、二手衫店与欧美的跳蚤市场。

★ Tips：复古服装的分类
以前Vintage一词，常用于来指酿酒的年份，慢慢用在了服装上对过
去时代的服饰的专业称呼。其实是对“老式”服装的委婉和优雅的
说法。大多数旧货服装都是穿过的半旧的，当然其中还是有一小部
分从未被穿过甚至有些没有被售卖过。
Antique Clothing  – 古董服装(产于1920年之前)
Vintage Clothing  – 旧货服装(产于1920-1975年之间)
Retro Clothing  – 怀旧服装(产于1975-1995之间)
Modern Or Contemporary Fashion – 现代或当代服装(产于1995-
至今)

★ 圣旺跳蚤市场 Marché aux puces de Saint-Ouen 
巴黎二手市场的鼻祖非Marché aux puces de Saint-Ouen莫属。
到这个跳蚤市场要出了地铁口一直行约10分钟，穿过立交桥便可到
达。需要注意的是，桥下全是龙蛇混杂的阿拉伯人和黑人，所以一
定要看好自己的包，但当进入了跳蚤市场，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
界。跳蚤市场分很多区域，逛下来估计需要大半天时间，要是有针
对性得逛可以节约一些时间。很多名人都慕名而来，说不定在逛跳
蚤市场时还能遇见大明星。

跳蚤市场分两大块，一边的市场是杂货，旧货为主。一边是以家具
和奢侈家具品为主，市场因为越来越被人知晓，所以近期价格也在
一路飙升，左边的市场里的包、鞋、衣服等Vintage物品。在卖家具
的区域还会看到有中国的瓷瓶在出售，要是识货会辨认真假的话，
运气好会低价买到明代花瓶。

地址：138-140 rue des Rosiers，93400 St Ouen，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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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4号线至Porte de Clignancourt站
          下车。
营业时间：周一11 :00 -17 :00；周六9 :00 -18 :00；周日
10:00-18:00。因为法国人很懒，基本上周一很少有开门营业的，
或者干脆下午才开门营业。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作者个人觉得周末
去更佳。
www.marcheauxpuces-saintouen.com

★ 法国公斤店 Kilo shop
这家店的二手复古单品全是以公斤计算，包0.3公斤/7欧元，牛仔裤
0.635公斤/12.7欧元，不需要问价，抓一大包上称称重量就行！不
过这家店卖的都是普通等级的Vintage，需要认真淘才找到时尚复古
的精品。店内的商品被标上红色或绿色的标签，红色标签的衣物为
20欧元/公斤，绿色标的为30欧元/公斤。所以如果拿的衣服是红色
标签的就直接放在秤上按红点就行。店内的皮草衣服价格为40欧元
起，皮草的种类大致有小马毛、水獭等，店铺里只有皮草是订好了
价格的。还有很多秋冬大衣，欧洲复古牛仔衣，皮裙，皮裤，真丝
衬衣等。这里店员们的装束也特别有个性哦。
kilo-shop.fr 

店铺A：Kilo shop paris le marais 见地图标识 
地址A：69-71 Rue de la Verrerie，75004 Paris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号线至Hotel de ville站下车。
营业时间：周二、周三11:30-20:15；周四至周六11:30-20:45；
周日、周一13:30-20:15。
电话：0033-09-6713-7954

店铺B：Kilo shop paris saint germain 见地图标识 
地址B：125 Bld St Germain，75006 Paris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0号线至Mabillon站下车。
营业时间：周二、周三11:30-20:15；周四至周六11:30-20:45；
周日、周一13:30-20:15。
电话：0033-01-4326-0036

★ Vintage Bar 见地图标识 
Vintage Bar是位于Chartelet附近一家淘Vintage的好店。经典
LV、Chanel包包，90年代的Salvatore Ferragamo，80年代的
Miu Miu，不同于其他普通Vintage小店，全部都是精选单品。并有
很多璀璨晚礼服和皮草，正如出现在旧时代好莱坞电影里的奢华，
想淘精品的同志们不要错过。 

地址：16 Rue de la Verrerie，75004 Paris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号线至Hotel de ville站下车。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12:00-20:00；周日13:00-20:00
电话：0033-01-4274-5613

★ Freep's'star 
Freep's'star在玛莱区就有三家分店，玛莱区二手店很多，但是这家
店却深得人心，在Freep's'star里可以淘到心跳价的欧洲风格复古单
品，例如1欧元的CK牛仔短袖上衣，5欧元的Kenzo高腰短裙，10
欧元的法国陆军外套等。在Freep's'star里淘单品时经常能被人潮淹
没，例如价格为10欧元各种物品会统统堆在一起，你需要备足体
力，和周围的人一起尽情的边翻边淘。
www.freepstar.com 

店铺A：Freep's'star Bretonnerie 见地图标识 
地址A：8 rue Sainte-croix de la Bretonnerie，Paris 4e 

到达方式: 可选择搭乘地铁1号线至Hôtel de Ville站,或Saint-Paul

站下车。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11:00-21:00；周六、日12:00-21:00；节
假日正常营业。
电话：0033-01-4276-0372

店铺B： Freep's'star  Verrerie 
地址B：61 rue de la Verrerie，Paris 4e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号线至Hôtel de Ville站下车。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11:00-21:00；周日14:00-21:00；节假日
正常营业。
电话：0033-01-4278-0076 

店铺C： Freep's'star Rivoli
地址C：20 rue de Rivoli，Paris 4e  
到达方式: 可选择搭乘地铁1号线至Saint-Paul站下车。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10:00-21:00；周日12:00-21:00；节假日
正常营业。
电话：0033-01-4277-6343

★ Episode 见地图标识 
来自阿姆斯特丹的二手复古店Episode，自1999年开业至今已经拥
有了超过6家分店，并且分布在欧洲各地如巴黎、伦敦等。主要以
70至80年代的服饰为主，偶尔还能在这里淘到50年代的裙子和60
年代的鞋。Episode的宗旨是提供优质的二手服饰给客户，因此在
挑选、整理和清洁上特别慎重，店铺里面的衣物分类清晰，摆放整
齐，不会给人带来一种像进入跳蚤市场后摆放太过于随意而突显乱
七八糟的感觉。

他们的橱窗设计给人一种岁月沉静感。通常因为橱窗设计太有味
道，而吸引很多路人驻足欣赏或进店逛。Episode巴黎分店的库存
量很大，有男装女装和童装，有一般运动服、晚装、皮草、派对
服、欧美复古毛衫、包包等。当然也有经过加工改造的二手服饰和
饰品，价格比较亲民，一般为10欧元、20欧元、50欧元不等，性
价比很高。

地址：Rue Tiquetonne 12-16，75002 Paris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4号线至Etienne Marcel站下车。
营业时间：周一13:00-20:00；周二至周五11:30-19:30；周六 
11:00-20:00；周日休息。
www.episode.fr

免税店
其实每个免税店卖的都差不多，甚至有很多都是中国人开的，不确定真
货假货，相比之下作者个人觉得Marionnaud旗下的Paris Look好很多。

★ Paris Look免税店   见地图标识 
Paris Look属于法国最大的香水、化妆品零售商Marionnaud旗下
的免税店，位于巴黎歌剧院附近，这里聚集了很多知名品牌：香
水、化妆品、皮具、手表和其它时尚配件，种类繁多。配有中文导
购员，同类产品，在这里可以享受到20%的折扣。Paris Look免税
店为中国顾客提供银联卡服务，并可以当场办理退税手续。

作者推荐

http://www.episode.fr
http://www.marcheauxpuces-saintouen.com
http://www.marcheauxpuces-saintouen.com
http://kilo-shop.fr
http://kilo-shop.fr
http://www.freepstar.com
http://www.freepstar.com
http://www.episode.fr
http://www.episode.fr


P 8   不去穷游的借口可以找⼀一百个：签证太难、英语不好、水土不服、工作太忙、家人不放、手头紧……穷游的理由只有⼀一个：GO！

其他
★ 奢侈品
巴黎不仅是时尚之都，还是奢侈品之都。大型百货公司玻马舍Bon 
Marché以及一些街巷和街区都是奢侈品领域的先锋。春天百货公司
Pr in temps的整个一层楼，以及老佛爷百货公司Ga le r i e s 
Lafayette二楼的一部分都专门销售名牌奢侈品。

乐蓬马歇百货公司 Le Bon Marché 见地图标识 
地址：24 rue de Sèvres，Paris 7e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0号线至Sèvres–Babylone站下车。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三、周六10:00–20:00；周四、周五10:00–
21:00；周日休息。
www.lebonmarche.com/cn.html (中文)

Espace Luxe des Galeries Lafayette
老佛爷百货公司二楼的一部分，专门销售名牌奢侈品。
地址：40 bd Haussmann，Paris 9e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9号线至Chaussee d'Antin La Fayette
站下车。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9:30–20:00，其中周四营业时间延长至
21:00；周日休息，部分节日，星期日开放营业。

Printemps du Luxe 
地址：1er étage，64 bd Haussmann，Paris 9e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9号线至Havre Caumartin站下车。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9:35-20:00，其中周四营业时间延长至
22:00。

★ 手工艺品的展示橱窗 
艺术高架桥(Viaduc des Arts)有着悠久历史的连拱廊，他距离巴士
底街区La Bastille仅一步之遥，它是巴黎市手工业者和手工艺的地
方。这里云集了50多家商铺，Avenue Daumesnil是展示法国手工
技艺的著名街区。这里有各种最传统的手工艺行业，例如：高级木
器、挂毯、金银制品、刺绣等。

地址：Du 1 au 129 avenue Daumesnil，Paris 75012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号、5号、8号、14号线至Gare de 
Lyon、Bastille、Reuilly Diderot站下车；或搭乘RER快线A或D线
至Gare de Lyon站下车。
www.leviaducdesarts.com

★ 珠宝 
在巴黎购买珠宝，单个的专卖店里面会比较排斥大量扫货的顾客，
而且很多珠宝是需要订货等待的，所以不适合买了就走的游客。

旺多姆广场 Place Vendôme 
在这带的珠宝商店远胜于普通店铺，珠宝商为他们顾客提供的名副其

实的珠宝。和平路(Rue de la Paix) 见地图标识 和旺多姆广场

(Place Vendôme) 见地图标识 都是顶级名牌的云集之地。例如卡

地亚珠宝店、梵克雅宝(Van Cleef & Arpels)、瑞士钟表界的教皇级
品牌宝玑(Breguet)，这里还有香奈尔珠宝店(Chanel Joaillerie)、
迪奥珠宝店(Dior Joaillerie)、宝诗龙珠宝店(Boucheron)等。Louis 
Vuitton也即将在这里开设它的全球首家高级珠宝商店。

Breguet 

地址：6 place Vendôme，Paris 1e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号线至Tuileries站下车。

Boucheron 

地址：26 place Vendôme，Paris 1e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号线至Tuileries站，或搭乘4号线至
Pyramides站下车。

Chanel 

地址：18 place Vendôme，Paris 11e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号线至Tuileries站，或搭乘4号线至
Pyramides站下车。

Cartier 
地址：13 rue de la Paix，Paris 2e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3号、7号或8号线至Opera站下车。

Dior Joaillerie 

地址：8 place Vendôme，Paris 1e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号线至Tuileries站下车，或搭乘4号线
至Pyramides站下车。

         地址：16 Bd Haussmann，75009 Paris
      到达方式：可选择达成地铁7号线或9号线至Chaussée d'Antin - 
La Fayette站下车。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10:00-19:00；周日11:00-18:00。
www.paris-look.com/france

★ Paris & Watches
地址：15 Rue Taitbout，75009 Paris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7号线或9号线至Chaussée d'Antin - 
La Fayette站下车。

★ Benlux Paris 
Benlux Paris免税店主要经营各种品牌的香水、化妆品、护肤品、
名表等。

地址：174 Rue de Rivoli，75001 Paris
地铁：可选择搭乘地铁1号线或7号线至Palais Royal - Musée du 
Louvre站下车。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9:30-18:30；周日11:00-18:00。
电话：0033-01-4703-6663

★ Kam's 
Kam's免税店主要经营范围为：香水，护肤品，化妆品，箱包皮
具，皮带，丝巾围巾，眼镜饰品，瓷器，瑞士军刀等。香水有男
士、女士香水、例如有Chane l、Dior、YSL、Viv ienned 
Westwood、Gucci、Prada、Burberry、Kenzo等。

地址：6 Avenue de l'opera，75001 Paris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号线至Palais Royal站下车，或选择搭
乘地铁7号、14号线至Pyramide站下车。

http://www.lebonmarche.com/cn.html
http://www.lebonmarche.com/cn.html
http://www.leviaducdesarts.com
http://www.leviaducdesarts.com
http://www.paris-look.com/france/
http://www.paris-look.com/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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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退税：扣除手续费一般是10%-10.8%。
注意：机场办理退税时，在海关检查以前请勿将商品托运。

★ 自助服务退税机 PABLO
自助退税机，简称PABLO，可以使旅行者在巴黎戴高乐机场快速处
理退税单，离开法国之前自行领回退还的税金。

PABLO自助退税机分成蓝色与红色两种，可
选择中文操作系统。机器为退税第一步骤，
而红色机器为退税的第二步骤。蓝色机一般
设立在登机手续的区域，人工退税窗口的
旁。操作起来共两个步骤：首先在屏幕上选择语言(中文)，在把印有
PABLO图样的退税单右上方的条码放在条码扫描处进行扫描。扫描
成功后，会提示你继续在红色退税机上继续办理。

红色退税机位于出海关之后的候机大厅。设立在这里是为了确认旅
客已出境。红色退税机的操作方法与蓝色退税机相同：首先选择语
言(中文)，然后扫描PABLO退税单上的条码，输入成功后显示屏上
会显示退税资料已经得到确认。

税金的返还可选择是现场领取现金或退还至信用卡中。无论是务必
保留好退税单绿色联，并将粉色联收据装入退税信封里寄出，机场
内的任何一个带有La Poste(邮局)字样的黄色邮筒都可以。

退税
法国的税是19.60%，但一般在法国只能退税12%，大家拿到退税单
时，请仔细检查自己的名字、护照号、货品明细及金额，谨防因填错
而无法退税。有的店门口会贴TAX FREE，有的店并没有贴，所以你
在进入一家商店购物时，最好向店员确认是否能退税，以及所规定的
最低消费金额为多少后才能办理退税。如果可以退税，请出示护照进
行办理。

★ 退税销售 TAX FREE
如果购买者的长期居住地是非欧盟成员国(持少于6个
月的短期签证)而且购买商品属于观光零售性质，而
不使商业经营性质；同一天在同一可退税商店购买商
品的含税价格在175欧元以上，就可以在购买商品中
从价格减除增值税(TVA)。

信用卡退税：一般是12%，大约2个月后退回账户。

旅行中去体验新的东西，探索未知。它让我们更丰富，更懂得，更开阔。

         Louis Vuitton 

         地址：23 place Vendôme，Paris 1e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号线至Tuileries站下车，或搭乘4号线
至Pyramides站下车。

Van Cleef & Arpels 

地址：22 place Vendôme，Paris 1e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号线至Tuileries站下车，或搭乘4号线
至Pyramides站下车。

★ 手表 
对于名表收藏者和爱好者来说，巴黎拥有许多买手表的好去处。和平

路、皇家路(Rue Royale) 见地图标识 、旺多姆广场的手表专卖
店，这里有卡地亚(Cartier)、万宝龙(Montblanc)、积家(Jaeger)、
劳力士(Rolex)，还有大众品牌Swatch及其他品牌！最近有两家优秀
的手表店开业：玛莱街区的Wize&Ope手表店，梵克雅宝(Van 
Cleef&Arpels)的诗意时间(Le Temps Poétique)手表店。

Cartier 

地址：23 place Vendôme，Paris 1e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号线至Tuileries站下车，或搭乘4号线
至Pyramides站下车。

Rolex 
地址：8 rue de la Paix，Paris 2e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3号、7号或8号线至Opera站下车。

Van Cleef & Arpels / Le Temps Poétique 

地址：22 place Vendôme，Paris 1e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号线至Tuileries站下车，或搭乘4号线
至Pyramides站下车。

Wize & Ope 
地址：13 rue des Rosiers，Paris 4e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号线至Saint-Paul站下车。

购物安全 
法国近几年经济不景气，小偷队伍日趋庞大，出门时一定要提高警
惕性，防盗防小偷，路边有罗姆人给你递报纸或想你做调查问电话
号码和姓名，切记不要理会他们。在巴黎旅游，逛街或在地铁里一
定要特别注意，需把包放在胸前，在地铁里不要玩手机，在餐厅用
餐时不要把包放在旁边凳子上，很多小偷都是在游客无意间顺手牵
羊，此案例在巴黎频频发生。小偷一般为三五成群(男女老少都有)，
玩策略，转移注意力，例如在地铁里几个人一起上车，其中一个人
问你路，另一个人便会在你对话期间放松警惕下偷走财务，有时是
几位身着时尚金发碧眼的美女，或二三个小孩子。在巴黎出行就必
须提高警惕。

★ 中国大使馆 见地图标识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本部
第八区乔治五世大街11号(11, avenue George V, 75008 Paris)
01-49-52-19-50
www.amb-chine.fr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领事部
第八区华盛顿街20号(20, rue de Washington, 75008 Paris)
0153758831

★ 丢失护照怎么办
向当地警察机关报案，并记得索取报案证明(Police Report)。再持
报案证明向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领事部申请补发护照。如果您需要前
往中国驻法国使馆领事部大楼，乘坐地铁1号线在乔治五世站
(Station George V)下车，从香榭丽舍大街出口(Sortie Avenue 
Champs Elysées)出站后向协和广场方向前行20米即可进入华盛顿
街，再前行150米即到领事部。

http://www.amb-chine.fr
http://www.amb-chine.fr


★ 医疗应急 见地图标识 
在欧洲医院看病，基本都是医生开具处方，病人自己到城市药妆店
根据处方买药。在医院排队挂号服务等待时间较长(包括急诊)，如需
紧急医疗服务，推荐呼叫SOS医生急救电话：3624(0.12欧/分)，
届时将会有医生提供紧急上门服务，但收费较高，请同时保留好单
据，以作日后保险理赔。

药房
1.Les Champs Dhéry药房24小时营业，(84 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
地铁George-V站(M1线)
2. Pharmacie Européenne药房24小时营业，(6 place Clichy)，
地铁Place-Clichy站(M2,13线)

★ 应急小纸条
姓名 Name：
年龄 Age：        血型 Blood type：
电子邮件 Email：     
家庭地址 Home Address：
酒店地址 Hotel Address：
紧急联系人 Emergency Contact：

穷游锦囊的内容由穷游er提供，如果发现信息错误，请邮件：
guideeditor@qyer.com，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更新。请访问穷游网获
得更多内容：qyer.com，访问m.qyer.com下载使用穷游移动应用。

做⼀一个有公益心的穷游儿，带着你的爱心，⼀一边旅行，⼀一边爱护这个世界。P 10

http://www.qyer.com/
http://m.qyer.com/
mailto:guideeditor@qyer.com
mailto:guideeditor@qy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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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蓝联巴黎机场柜台位置
★ 图例

  Global Blue Customer Services 环球蓝联退税点

Amex 环球蓝联与Amex合作退税点

   Travelex Counter 环球蓝联与Travelex合作退税点

  Customs Stamp 海关盖章处

  Refund point 退税点

  Tax Free Mailbox 退税信箱

  Check-in Area 登机手续办理区域

  Security Control 安检

  Passport Control 护照检查处

  Land side 机场陆侧

  Air side 机场空侧

     Information 信息服务中心

  Stairs 楼梯

★ 巴黎

巴黎奥利机场 Paris Orly，ORY – 法国France

   

巴黎戴高乐机场T1航站楼 Paris CDG T1 - 法国France

               

巴黎戴高乐机场T2A航站楼 Paris CDG T2A - 法国France

      

我们搭乘廉价航空，也选择豪华游轮。我们出现在青年旅舍，也不放过古堡豪宅。我们会自己做饭，也光顾米其林星级餐厅。P 11

巴黎戴高乐机场T2B航站楼 Paris CDG T2B - 法国France

     

巴黎戴高乐机场T2C航站楼 Paris CDG T2C - 法国France

     

巴黎戴高乐机场T2D航站楼 Paris CDG T2D - 法国France

        

巴黎戴高乐机场T2E航站楼 Paris CDG T2E - 法国France

      

巴黎戴高乐机场T2F航站楼 Paris CDG T2F - 法国France

          

巴黎戴高乐机场T3航站楼 Paris CDG T3 - 法国Fr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