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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甜品速写
巴黎不仅是浪漫时尚之都，作为法国美食的中心，这里也是美食爱
好者们的圣地。甜品虽然只是法国美食的一小部分，但浪漫优雅的
法国人带着对甜品的热爱和认真，使得法国甜品享誉世界，以至于
在法国，尤其是在巴黎，甜品师也成为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职业，
制作甜品也可以看作是一门美食艺术。甜品师们精心搭配的口味，
用心设计的美丽外观都会让喜欢甜品的人为之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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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有

穷游er忠告
★ 巴黎大部分的甜品店其实周日是营业的，反而周一不营业，所以不
用担心周末想品尝甜品的时候会遇到闭门羹。 

★ 虽然大部分人的早餐时间从8:00开始，但大部分甜品店基本上会在
6:30-7:00左右准时开始营业，18:30左右结束营业。

★ 法国人的饮食习惯是相对于咸味的早餐，他们更倾向于用甜品作为
一天美好的开始。

★ 食用甜品的最佳温度。比如慕斯蛋糕，如果是外卖带回家，那就先
放进冰箱冰镇一下，这样口感会比较爽口。如果选用有Crème aux 
Beurre的蛋糕，建议常温食用，这样口感会更柔滑，不会很腻。

★ 基本上每个月或每一季，甜品师都会换一下菜单，做点小创新，选
用当季的新鲜食材来做甜品。秋季的主打是栗子蛋糕，冬季则是
梨、橙类慕斯蛋糕，春、夏季是草莓慕斯蛋糕、无花果塔等季节性
水果所做的甜品。

★ 黑芝麻、抹茶等这些普遍出现在亚洲甜品中的元素，也渐渐与法式
甜品相结合， 比如抹茶法式慕斯，也是不错的创新。

语言帮助
★ 常见词汇
Bien Cuite
是指烤的颜色比较深的程度。适用于Bag u e t t e (法棍 )、
Croissant(可颂)、Pain au Chocolat(巧克力面包或巧克力可颂)。
如果你喜欢法棍或是可颂烤的颜色比较深，口感脆脆的感觉，可以
对服务员说：
Est ce que je peux avoir une baquette bien cuite，s'il vous 
plait?

Crème aux Beurre
中文硬性翻译过来叫黄油奶油，其实就是这2者混一起打的黄奶油，
口感很柔顺， 常用于和Praline、咖啡、巧克力混合使用。

Praline
用焦糖炒过的坚果与巧克力磨制而成的果仁酱，味道浓郁、香醇。
常使用于巧克力糖、巧克力慕斯蛋糕中。

在巴黎的街道随性漫步，也许就会发现在同一条路上出现好几家甜
品店，再加上各大百货商场里的甜品柜台，以及著名酒店的下午
茶，巴黎让你随时随地都能享受到甜品的美好。不论是小巧精致的
马卡龙(Macaron)，美味可口的泡芙，还是酥脆诱人的千层酥(Mille 
Feuille)，你总能在这个城市找到让你心仪的那款甜点，品尝到幸福
的滋味。

★ 消费指数
著名甜品店里的蛋糕均价在6欧左右，一般甜品店里的蛋糕在4欧左
右。一般甜品沙龙主打是下午茶，各个酒店也都有下午茶，当然价位
与品质也各有各不同。如果想体验法式下午茶，可以去一些年代较久
的甜品沙龙店，经济又实惠，人均消费10-25欧左右。如果去酒店来
一个贵妇下午茶，人均消费在30欧左右。

                   

http://guide.qyer.com/
http://guide.qyer.com/
http://guide.qyer.com/
http://guide.qyer.com/paris/
http://guide.qyer.com/paris/
http://guide.qyer.com/shopping-in-paris/
http://guide.qyer.com/shopping-in-paris/
http://guide.qyer.com/avignon-provence/
http://guide.qyer.com/avignon-provence/
http://guide.qyer.com/marseille/
http://guide.qyer.com/marse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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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品资讯
★ 甜品书籍
关于巧克力的中文书籍：《巧克力时尚之旅》。
关于甜品烘烤的中文书籍：《法式点心书》。

★ 巴黎学甜点学校
比较著名的甜品学院有Ferrandi、Le Cordon Bleu蓝带厨艺学院、
L'ensp(中文翻译过来叫国际高级甜品学院)这是只教授法式甜品，

前面2所学校则是法餐和甜品。Lenôtre的学校在巴黎近郊，如果没

有私家车，那就必须乘小火车到达，客观上讲不是太方便。还有

Ecole Internationale de Pâtisserie Olivier Bajard，讲解师是历

届得奖的MOF(Meilleurs Ouvriers de France法国最优秀职人
奖)。这几所学校均有提供1-3天的Atelier或短期培训及长期培训甜
品课，排名不分先后。

学校网站
Ferrandi：www.ferrandi-paris.fr
Le Cordon Bleu：www.lcbparis.com(有中文)
L'ensp：www.ensp-adf.com

Lenôtre：www.lenotre.com/FR/Ecoles

Ecole Internationale de Pâtisserie Olivier Bajard：

www.olivier-bajard.com

★ 美食网站
美食评论网
Le Fooding
www.lefooding.com/guide-restaurant-paris-france

优惠订餐网站
La Forchette
www.lafourchette.com

         Grand Cru
        这个词是有点“特级”的意思。比如说Grand Cru Chocolat 
Noir(特级黑巧克力)或者Grand Cru Praline(特级果仁酱)。

Fromage Blanc
就是鲜奶酪，与Cream Cheese的区别是油脂含量的不同。

Beurre Demi-Sel 
咸黄油，一般如果黄油上面标签有Demi-Sel的字样，就说明这块黄
油盐分高。如果你喜欢甜甜咸咸的口感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Crème Caramel Sale
字面解释就是带咸味的焦糖奶酱，就是一般浮在布丁上面的一层深
色的酱体。甜布丁加咸焦糖，口感也不错。 

Confit
糖渍，比如Marron Confit(糖渍栗子)、Gingembre Confit(糖姜)。

Glace和Sorbet 
许多冰激淋店的雪柜里会有好几个盒子上面有写XXXSorbet。 
Glace的基础配料是鸡蛋和糖打发，加上牛奶煮开，然后可加上香草
叶，或者巧克力、榛子酱等等，而Sorbet则是用糖水与果肉，省去
鸡蛋和牛奶。所以，Sorbet的口感没有奶味，口味以水果味居多。
如果喜欢浓郁的奶香味，还是选择Glace吧！

Acide - 酸味      Sucre - 甜        Sirop - 糖水
Pardon，madam，est-ce que je peux savoir le prix？- 你好，
我想知道这个价钱，可以吗？
C'est tres joli. 这款蛋糕很漂亮。

甜品分类
巴黎著名的甜品有马卡龙(Macaron)、千层酥(Mille Feuille)、勃朗
峰(Mont-Blanc)等，来巴黎一定要品尝下这些代表性的甜品。还有
一些在餐厅的菜单上经常出现的甜品，在品尝过主菜之后，也可以
点一份来品尝一下。具体甜品种类的介绍请参见下页表格。

除了以上这些还有一些常见的小食，如Crepe(可丽饼)、Gauffre(华
夫饼)、Cane L e (可露丽)、Chouque t t e (糖块泡芙)、
Madeleine(马德林蛋糕)等。

http://www.lafourchette.com
http://www.ferrandi-paris.fr
http://www.ferrandi-paris.fr
http://www.lcbparis.com
http://www.lcbparis.com
http://www.ensp-adf.com
http://www.ensp-adf.com
http://www.lenotre.com/FR/Ecoles
http://www.lenotre.com/FR/Ecoles
http://www.olivier-bajard.com
http://www.olivier-bajard.com
http://www.lefooding.com/guide-restaurant-paris-france/
http://www.lefooding.com/guide-restaurant-paris-france/
http://www.lafourchette.com
http://www.lafourchet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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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法文 简介

马卡龙 Macaron

Macaron有着脆脆的外壳和柔软的内馅，是一款美丽精致的杏仁小甜饼，别称
是“少女的酥胸”。它小巧可爱，很受女性的喜爱，有各种不同口味奶油馅，
例如巧克力、香草、咖啡、朗姆、葡萄、覆盆子、开心果、榛子仁酱、柠檬
等，但是对国人来说可能稍微偏甜一点，品尝的时候可以搭配茶和咖啡。马卡
龙的制作过程很复杂，对甜品师的技艺要求很高。

巴黎-布雷
斯特

Paris-Brest

来巴黎一游，不可错过这款甜品Paris-Brest。它的起源来自于布雷斯特到巴
黎的自行车比赛，所以它的形状是圆圆的，像自行车轮子一样。Paris-Brest
是由法式泡芙和榛子巧克力奶油组成，带着打发起来奶油的滑，榛子巧克力酱
的香甜以及巧克力淡淡的苦味，入口即化又不腻。如果你喜欢更加甜的口感，
可以在品尝Paris-Brest的时候，再配上一杯热巧克力，那个感觉也会很棒。如
果你倾向于别太高热量，又要爽口，那来杯茶或咖啡也是很好的选择。

千层酥 Mille Feuille

俗称拿破仑蛋糕，主要是来源于其英文名字Napoleon，名字的灵感来源于这位法
国甜品师傅创造出这款甜品时住在的小镇名字叫Naples。Mille Feuille在法语解释
叫千张页，因为面皮与干黄油折叠杆平，重复多次，经过烘烤之后，出来的层次
干就像千张页叠起来一样，不是真的有一千层。它是由三层酥皮和2层奶黄互相叠
成的，口味种类并不太多，常见口味有香草奶黄、巧克力或香草果仁奶黄等，香
酥脆皮配上奶香味十足的奶黄，让人唇齿留香。

勃朗峰 Mont-Blanc

这是一款出没于秋冬季的甜品，当栗子成熟时，这款甜品也随之悄然上市。因
为形似雪峰，所以用欧洲最高峰勃朗峰的名字来命名。这是一款奶油栗子蛋
糕，主要是由蛋白饼、香草奶油与栗子酱组成，口感不太油腻，又带有浓厚的
栗子味，非常受人喜爱。Mont-Blanc和热巧克力是标准搭配，但是不太喜欢
甜食的人可能会觉得过甜哦。

劈柴蛋糕 Buche

这是一款法国的圣诞甜品。很久以前，传统的劈柴蛋糕是以黄奶油作为主要填
料，造型也是像老树桩一样。现在的造型已经不再局限于树桩型，也可以做成
有棱有角的造型，填馅也改成水果慕斯居多，口感轻盈许多。每逢圣诞节前
夕，巴黎的各大甜品店都会争先恐后为它设计新的造型，如果你在圣诞期间来
到巴黎，就来品尝一下这一款特色蛋糕吧。

闪电泡芙 Éclair

闪电泡芙顾名思义，就是以泡芙为基础，再用刀横切出一个小帽子，然后加入
不同口味的馅料，比如榛果酱、焦糖酱、巧克力等。通常长1寸左右，跟手指
差不多长，吃起来相当方便。品尝泡芙可以搭配解腻的茶或咖啡，嗜甜的人来
一杯可口热巧克力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此外，泡芙不单单只是法式甜品中的一
款，它作为法餐中佐酒小食出现的频率也很高。

歌剧院蛋糕 Opera

歌剧院蛋糕表面一般会用巧克力写字或画上音乐符号，也许是创作者觉得使用
戏剧的元素能使蛋糕更具有美感。蛋糕整体四方工整，一层巧克力，一层带着
朗姆酒味的饼皮，再加一层咖啡奶油，层层叠叠交错，最后淋上镜面巧克力酱
收尾。切一块，朗姆酒香混着巧克力和奶油，再加上咖啡的味道，令人回味十足。

请记得爱护自然，如果要打印穷游锦囊，请尽量双面打印。

巴黎甜品
Paris Sw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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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中常见甜品菜单中常见甜品菜单中常见甜品

名称 法文 简介

焦糖酱奶油布丁 Crème Caramel

这款甜品主要组成部分为奶油布丁和焦糖酱，一般用香草作为奶油布丁的主要香料。浮在布丁
上薄薄的焦糖酱，称为Caramel au Beurre Salé。焦糖酱是来由烧熟的糖与咸黄油混合而
成，味道香浓，冷藏会变得黏稠，所以当客人在餐厅点此甜品之后，厨师会把焦糖酱加热一
下，然后淋在布丁上。

脆焦糖奶油布丁 Crème Brûlée

此款布丁其实和焦糖奶油布丁唯一区别就是浮在布丁上的那层焦糖。同样的香草奶油布丁，然
后撒上粗粒蔗糖，用小火枪烧成焦糖色，形成薄薄的糖脆片，尝起来，有一层脆糖衣包裹着软
软的布丁，口感非常好。这款甜点也算是必须现做的，不然烧好的脆焦糖在冰箱里放久就会受
潮不脆了。

巧克力慕斯
Mousse du 
Chocolat

巧克力慕斯，用英式奶酱和巧克力混合，一道简单的巧克力慕斯就做成了。一般会用鸡尾酒杯
装饰，但也有放在餐盘上做造型，这个就由甜品师决定了。

塔(馅饼) Tarte

苹果塔(Tarte Pomme)：将塔皮加上苹果泥和切薄的苹果片，放进烤箱烤制。口感不会太甜
腻。苹果塔用的苹果一般叫Grandy或Green Smith，因为苹果肉比较脆，耐烤。
香梨塔(Tarte Poire)：顾名思义有塔皮，有香梨片，内馅则是用杏仁奶油做填料。口感香甜而
不腻。

水果酥
Crumble aux Fruit 

Rouge
这款甜点外层咸脆，内馅爽口香甜。Crumble就是把面粉、蛋黄、糖、黄油混合，再加入少许
的盐，然后放进烤箱烤制。其口感脆咸，内馅一般用红色水果泥，比如草莓、覆盆子、蓝莓等。

白奶酪 Fromage Blanc 原味的白奶酪是没有甜味的，柔滑度类似于优酪乳，奶味浓，餐厅一般会提供各类甜果酱增味。

巧克力夹心酥球 Profiterole
由巧克力壳包裹着巧克力泡芙与热巧克力浆组成。这道甜品的吃法挺有意思，是要将烧热的巧
克力浆淋在巧克力壳上，使它融化，然后露出巧克力泡芙。

熔岩巧克力 Mi-Cuit Chocolat
外层是巧克力蛋糕，内心则是巧克力球，当享用此甜品的时候，一勺下去，内心有巧克力浆流
出来，熔岩巧克力便得名而来。一般是冷热搭配，也就是热呼呼的巧克力，配上香草冰激淋，
加英式奶酱，相当赞！

巴黎甜品
Paris Sw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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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品店铺
★ 甜品店
Pierre Hermé 
Pierre Hermé甜品店，主要经营小蛋糕、马克龙、果酱、巧克力
等。招牌甜点马卡龙每一个都有相同的尺寸，外脆内软，奶油内馅
做的相当好。每个月都会出一款新口味和一张新明信片，如果你集
满12张明信片，将会在第二年得到一盒12种口味的马克龙。除了特
色马卡龙之外，还有香草口味的Mille Feuille也是相当推荐的甜品
之一。 

Vaugirard分店地址：185 rue de Vaugirard 75015 Paris到达
方式：乘坐地铁6、12号线，在Pasteur站下，在Rue de 
Vaugirard路口有一家绿色标牌的Café店，在它家隔壁就是Pierre 
Hermé甜品店。
营业时间：周一-周四10:00-19:00，周五、周六10:00-20:00，周
日9:00-17:00。
电话：+33 (0)1 47 83 89 97
www.pierreherme.com

Ladurée 见地图标识 
Ladurée也是不得不提的一家甜品老店，经营传统法式蛋糕、巧克
力、书籍还有饰品等，环境十分典雅，有好几家分店。马卡龙最早
便是始于这家店，以至于提到马卡龙就想到Ladurée，说到此店，
就想到马卡龙。Ladurée的马卡龙的颜色比较艳丽，外壳稍厚，奶
油味很重。除了马卡龙受欢迎之外，它家的传统法式甜点Saint-
Honore(圣多诺泡芙)也很受欢迎，焦糖浆附着在泡芙球的表面，内
馅充满香草奶油，一口下去，香脆可口，值得一试。

总店地址：75 Avenue des Champs Élysées, 75008 Paris
到达方式：乘地铁1号线，从George V站出，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并
往Concord广场方向走5分钟，在与Rue Lincoln小道交接处即是。
餐厅营业时间：周一-周四7:30-23:30，周五7:30-0:30，周六
8:30-0:30，周日8:30-23:30。
商店营业时间：周一-周五7:30-23:00，周六7:30-24:00，周日
7:30-22:00，公共假日延长到22:00。
人均消费：15欧。 
www.laduree.fr/fr/scene

La Pâtisserie des Rêves 见地图标识 
La Pâtisserie des Rêves的Paris-Brest(巴黎-布雷斯特)赢得过巴

黎最美味奖第1名的美誉，它们家的甜品风格是走现代风，推荐的甜
品Paris-Brest，不要看其外表只是普通的泡芙圈，但是圈下那浓郁
的榛子巧克力奶油，入口即化，实在是美味！慕斯蛋糕(Le Grand 
Cru de Praline)由巧克力慕斯、榛子、巧克力、奶油慕斯组成，也
十分推荐。每周日还会出一次Mille Feuille(千层酥)。

地址：93，rue du Bac，75007 Paris
营业时间：周二-周六9:00-20:00，周日9:00-16:00。
人均消费：7欧左右。
电话：+33 (0)1 42 84 00 82

请不要购买任何野生动物制品，包括鱼翅、珊瑚、海龟制品、蛇皮、象牙、犀牛角、沙图什等等。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

Sadaharu Aoki 
日本甜品师Sadakuru先生开的店，在巴黎有四家分店，甜品风格有
点日法混血儿的意思。蛋糕包括单人享用到多人分享的各种尺寸，
都很精巧。口味特色是运用了芝麻、抹茶、时令水果柚子、橙子之
类的亚洲特色元素。他们家的Mille Feuille是由抹茶口味和奶黄口味
各掺一半，不算很甜腻，再配一壶绿茶，奶黄味的柔和绿茶的淡香
搭配起来恰到好处。早餐档的Vienno iser ie (维也纳面包)有
Croissant au Macha(抹茶口味的可颂)，也是香脆可口，没有太强
烈的黄油味，相反抹茶味甚浓，可以搭配一杯咖啡。此外，他家还
制作颜色丰富的巧克力，每种颜色代表一种口味。

Port Royal店地址：56 Boulevard de Port-Royal 75005 Paris
营业时间：周二-周六11:00-19:00，周日10:00-18:00，周一不
营业。   
到达方式：乘地铁7号线，从Goblin站出，延着Port Royal街道上
直走就是，步行约5分钟。
人均消费指数：10欧。
www.sadaharuaoki.com

L'éclair de Génie 见地图标识 
小店座落于Le Marais深处，他家的老板兼甜品师是前任Fauchon
的甜品师。店里只卖2样招牌甜品，闪电泡芙与巧克力，柜台里有多
种口味的泡芙和漂亮的装饰，还有一角专门放着巧克力。如果想在
那么多口味中选出主打的闪电泡芙，那应该算是Eclair vanille de 
Madagascar et noix de pécan caramélisées，中文翻译过来叫
马达加斯加香草和焦糖松子。内馅是香草奶油，表面被一层薄薄的
香草白巧克力壳覆盖，再加上碎的松子肉，十分诱人，喜欢香草奶
油的朋友们，值得一尝。

地址：14 rue pave，75004 paris
到达方式：乘1号线到Saint-Paul站下，穿过Rue de Rivoli在Rue 
Pavee右转，直走90米就到，隔壁是一家法国时装品牌店Zadigs 
et Voltaire。
营业时间：周二-周日11:00-19:30，周一休息。
人均消费：5欧。
电话：+33 01 42 77 85 11
www.leclairdegenie.com

Arnaud Larher 
老板兼甜品师曾获得过2007MOF第一名，店名也以他的名字为
名，巴黎有3家分店。店家主要经营蛋糕、巧克力、马卡龙、小饼
干、软糖等。重点推荐他家的慕斯蛋糕和巧克力。慕斯蛋糕不仅漂
亮，而且酸甜搭配刚好，不腻。他家制作的巧克力连续多次获得巴
黎最美味巧克力奖。明星产品是慕斯蛋糕L'Ivoire和牛奶巧克力水果

夹心Séville。

Damrémont分店地址：57 Rue Damrémont，75018 Paris
到达方式：可以乘地铁12号线，到Lamarck-Caulaincourt下。出
地铁站，穿过Rue Caulaincourt，必须登一段山梯(因为18区在山
丘上)到达Rue Lamarck，并沿着此路走到Rue Damrémont交接
处，再向右转，笔直走1分钟左右就到。店家的招牌是醒目的橙色油漆。
营业时间：周二15:30 -19 :30，周三-周六9:30 -13 :00、
17:30-19:30，周一休息。
人均消费：约15欧。
www.arnaud-larher.com

http://www.pierreherme.com
http://www.pierreherme.com
http://www.laduree.fr/fr/scene
http://www.laduree.fr/fr/scene
http://www.sadaharuaoki.com
http://www.sadaharuaoki.com
http://www.leclairdegenie.com
http://www.leclairdegenie.com
http://www.arnaud-larher.com/
http://www.arnaud-larher.com/


P 7 放慢脚步，让时间顺其自然。别把旅行变成急匆匆的走马观花。急躁也不能解决问题。耐心、礼貌和微笑是打开很多扇门的钥匙。

         ★ 茶点店 

         Angelina 见地图标识 
Angelina位于著名景点卢浮宫附近，主要卖点是Mont-Blanc(勃朗
峰)和热巧克力。典故是因为这2款甜品和饮品是Coco Chanel的最
爱，不过之所以受欢迎，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口感。Mont-Blanc的栗
子奶油和栗子酱紧紧包裹住蛋白饼，香浓的栗子味加上香草奶油和
脆脆的蛋白饼，合在一起，香甜柔滑。他家巧克力也是可圈可点
的，巧克力浓郁而香甜。此外他家还出售热巧克力酱，买回家，兑
上牛奶，一杯自制Angelina热巧克力就成啦！

地址：226 rue de rivoli，75008 Pairs
到达方式：乘地铁1号线，从Rivoli站下，出地铁口对面就是，店面
与Hotel Meurice紧挨。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7:30-19:00，周六、周日8:30-19:00。
电话预约：+33 (1) 42608200
www.angelina-paris.fr(需翻墙)

★ 综合店

Fauchon 见地图标识  
Fauchon算是综合店，分甜咸两区。店里的左边卖的是自制法式熟
食，有奶酪、三文鱼、火腿等等，右边是甜品，可以在店里吃，也
可以外带。明星甜品是闪电泡芙，造型诱人，味道不错。他家的季
节性甜品劈柴蛋糕，也是造型及美味兼备。

地址：24-26 Place de la Madeleine，75008 Paris
到达方式：店面座落于Madeleine黄金地段，乘14、8、12号线到
地铁站Madeleine下。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8:00-20:00，周日休息。
电话：+33(0)1 70 39 38 02
www.fauchon.com

Dalloyau 见地图标识 
提供综合传统法式美食的餐厅兼零售店，1682年起营业至今，有
300多年的历史，主打甜品歌剧院蛋糕也是源自于此店。蛋糕是一
层厚实的70%委内瑞拉的巧克力，一层带着朗姆酒味的饼皮，再加
一层咖啡奶油，味道纯正。

地址：101 rue du Faubourg-Saint-Honoré，75008 Paris
到达方式：乘9号线从Saint-Philippe-du-Roule站下，从Rue de 
Courcelles 走到Rue La Boetie，然后在向左转，走到Faubourg-
Saint-Honore大街上，步行5分钟左右。
零售店营业时间：8:30-21:00。
茶室营业时间：周一-周五8:30-19:30，周末9:00-19:00。
电话：01 42 99 90 00
www.dalloyau.fr

Le Café Lenôtre 见地图标识 
也是提供传统法式美食的餐厅及甜品零售店的综合店。店铺也是分
咸甜两区，坚持创新配方与保持经典的造型，创造出令人惊喜的甜
品。主打甜品是歌剧院蛋糕，此蛋糕中的朗姆酒味与巧克力、咖啡
口味形成鲜明的对比，值得尝试。

地址：10 Avenue des Champs Élysées, 75008 Paris
到达方式：乘地铁1号或13号线，在Champs -É l y s é e s -
Clemenceau站下，穿过Av.champs-elysees，然后向东南方向
走，到pl.clemenceau，在人行道左侧，步行5分钟左右。
营业时间：周二-周六12:00-22:00，周一、周日休息。
电话：+33 (0)1 42 65 85 10
www.lenotre.com

★ 巧克力店

Patrick Roger 见地图标识 
老板是巧克力大师Patrick Roger，店是以他名字命名，在巴黎有六
家分店，重点商品是巧克力，然后附带销售不同水果口味的果酱。
这家店的装修简洁，并且以主厨自己做的巧克力雕塑做装饰，气场
相当大。当你走进店里，就会被一股浓郁的巧克力味围绕，热卖的
巧克力口味是Praline Feuilleté和Ganache Vanilla。

Madeleine分店地址：3 place de la Madeleine75008 Paris
到达方式：乘坐8、12、14号线均从Madeleine地铁站下，朝
Place de Concore方向走，会看见服饰店Cerruti 1881，这家店
的右手边就是。
营业时间：周一-周日10:30-19:30。 
人均消费：约10欧。
电话：01 42 65 24 47
www.patrickroger.com

La Maison du Chocolat 见地图标识 
本店专卖巧克力及与巧克力的蛋糕，在好几个国家都有分店，例如
美国、日本、英国等。主要商品有巧克力、巧克力慕斯蛋糕、巧克
力口味的闪电泡芙、可口的巧克力塔、巧克力冰激淋外加巧克力
糖。值得推荐的巧克力甜点是巧克力塔，塔皮烤的熟度正好，呈焦
糖色。奶油巧克力也相当不错，如果你是巧克力粉丝的话，值得光
临一下哦，而且也在Madeleine附近，交通相当方便。

地址：8 bd de la Madeleine，75009 Paris
营业时间：周一-周六10:00-19:30，周日休息。
到达方式：乘地铁12、14、8号线，从Madelaine站出，向西南前
行，走到Bd de La Madeleine，向左转会经过服装店BCBG、双立
人牌刀具店。 
www.lamaisonduchocolat.com

http://www.angelina-paris.fr/
http://www.angelina-paris.fr/
http://www.fauchon.com/
http://www.fauchon.com/
http://www.dalloyau.fr/
http://www.dalloyau.fr/
http://www.lenotre.com
http://www.lenotre.com
http://www.patrickroger.com
http://www.patrickroger.com
http://www.lamaisonduchocolat.com/
http://www.lamaisonduchocola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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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货商场甜品沙龙
有些著名的甜品店在巴黎大型的百货商场都会设有店铺或者柜台，

让你在巴黎Shopping的同时也可以品尝到美食。

Lafayette 老佛爷百货 见地图标识     
老佛爷百货女装部一楼有Angelina甜品沙龙。

地址：40 Boulevard Haussmann，75009 Paris
到达方式：乘坐7号线或9号线出Chaussée d'Antin - La Fayette 
地铁站下。
营业时间：周一、二、三、五、六9:30-20:00，周四9:30-21:00。
电话：+33 1 42 82 34 56
www.galerieslafayette.com

Printemps 春天百货 见地图标识 
春天百货商场女装部底楼有一家俄罗斯甜品店Pouchkine，有个小
吧台可以坐下喝喝咖啡，店家的蛋糕装饰很漂亮诱人。可颂面包尺
寸较大，很香脆。1楼还有Ladurée甜品沙龙。

地址：64 Boulevard Haussmann，75009 Paris
营业时间：周一、二、三、五、六9:35-20:00，周四9:35-22:00。 
www.printempsparis.cn

  记得品尝当地的美食，这是旅行中绝对不容错过的⼀一部分，也是对当地人的支持。

饮品店介绍
★冰激凌店   

Berthillon 见地图标识 
这家百年冰激淋老店是在旅游书中出镜率最高的，位于圣路易岛
上。这家冰激淋的味道很不错，价位相对来讲也很“可人”，2.5欧
一个球，如果你要选择脆皮华夫饼，另加1欧。若你选择3球，基本
上6.5欧左右。冰激淋有20几种不同的口味，比较大众的口味有香
草、巧克力、杏仁酱、咖啡、草莓、开心果、夏威夷果仁、香蕉、
热带果口味，其次会加入朗姆酒或茶类等等。在零售冰激淋店面的
斜对面，它也有自家的甜品店，小蛋糕们都可以外带，开心果、巧
克力蛋糕都很不错的，一小块2欧。

地址：31，Rue Saint Louis en l’ile 75004
到达方式：乘地铁7号线，到Pont Marie，出地铁口会看到一座
桥，过了桥就到了圣路易岛，进了小岛，第一条街往右转，笔直走
就到。
营业时间：周三至周日10:00-20:00，周一、周二休息。
www.berthillon-glacier.fr

Amorino 见地图标识 
这是一家意大利冰激淋店，俗称小天使。每个月会有几天推出新口
味。小天使的亮点在于不管你买小杯还是大杯，你都可以选择多种
口味，店员会把冰激淋一勺一勺的贴成一朵可爱的花。其他冰激淋
附属产品也不错。比如烤脆的热华夫，加上1、2个冰激淋球，一热
一凉，这样的口感也很不错。推荐口味有榛子味、提拉米苏、黑巧
克力、酸奶、咖啡和开心果口味。

地址：16 rue de la Huchette 75005 Paris
到达方式：乘地铁4号线，在Saint-Michel站下，从Rue de 
l'Hirondelle走到Bd Saint-Michel，然后再右转Rue de la 
Huchette，步行3分钟左右。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日11:30-24:00。 
www.amorino.com/en

Grom 见地图标识 
同样是来自意大利冰激淋店。很多巴黎美食评比将它列于榜首。春
夏天经营冰激淋、冰奶昔等，秋冬季节会有热饮。冰饮有不同甜度
的巧克力、水果，干果、酸奶口味等。特色是焦糖、提拉米苏、栗
子、甘草味等。奶昔类是直接用冰激淋加牛奶和冰块打出来的，所
以可以选择1至3种口味混合的特色奶昔。热饮主打热巧克力，热巧
克力分为3种，分别是夏威夷果仁巧克力、熔岩巧克力和牛奶巧克
力。第一种口味偏甜，还加入了一粒粒碎果仁；第二种就是纯纯黑
巧克力，喝起来有点苦，可可味很浓，甜味甚少；最后一种顾名思
义就奶味偏浓啦。

地址：81 Rue de Seine，75006 Paris
到达地址：乘地铁10号线，从Mabillon地铁口出，沿着Rue du 
Four走到Saint-Germain，在Rue de Seine左转，走40米左右就
到了。
营业时间：周一-周六9:00-18:00，周日休息。
人均消费：5欧。
电话：+33 1 40 46 92 60
www.grom.it/fra

Smiths Bakery 见地图标识 
这家小甜点店有冰激凌和蛋糕出售，店门口有个醒目的冰激淋小
车，上面写着共应Berthilion冰激淋，口味只有巧克力、咖啡、开心
果、草莓、焦糖和香草6种。他家虽然卖的是传统法式甜品，有
Crumble(酥皮)、巧克力塔、闪电泡芙、法式蛋糕等，但是造型很
有创意，也算是一个亮点。这家店也做餐点，有汉堡包、沙拉之类
的，可以来个先咸后甜。单买小蛋糕、咖啡或冰激淋，人均3欧左右。

地址：12 Rue de Buci，75006 Paris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日9:00-次日0:30。
到达地址：乘10号线，从Mabillon地铁口出，沿着Rue du Four 
走到Saint-Germain走到Rue de Buci，走100米左右就到了。
电话：+33 (0)1 43 54 96 96
www.thesmithsbakery.com

★ 咖啡店 

Le Coutume Café 见地图标识 
这家咖啡店的主要特色是蒸馏咖啡以及带着浓郁奶香的卡布奇诺。
小甜点比较偏向英式风格。不过大冬天的，来一杯香浓咖啡外带其
实也很不错，店里风格算属于简洁大方型，可以外带，也可以坐下
来歇歇。

http://www.printempsparis.cn/
http://www.galerieslafayette.com/
http://www.galerieslafayette.com/
http://www.printempsparis.cn/
http://www.printempsparis.cn/
http://www.berthillon-glacier.fr
http://www.berthillon-glacier.fr
http://www.amorino.com/en/
http://www.amorino.com/en/
http://www.grom.it/fra
http://www.grom.it/fra
http://www.thesmithsbakery.com
http://www.thesmithsbakery.com


P 9 不管是离开旅馆还是饭店，记得养成回头检查⼀一下行李的习惯。在任何公共场所，都不要让自己的物品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

五星级酒店下午茶
巴黎主要的大街都可以看到五星级奢华酒店。 每家五星大酒店都拥有
不同的从1星到3星米其林餐厅，因此，每家五星级酒店的下午茶的背
后，都有一位对甜点认真负责的著名的主厨和一个优秀的团队。

★ Hotel de Crillon 见地图标识 
这家有百年历史的奢华酒店座落于协和广场对面，美国大使馆的隔
壁。不少国家元首及国际巨星到巴黎也会住在这里，也许不仅仅只
是因为酒店奢华和极佳的地理位置，还因为酒店餐厅的甜品吸引

人。甜品是由法国著名厨师Jerôme Chaucesse负责。下午茶中推

荐甜品是Mille Feuille，这款千层酥有一层薄薄的焦糖糖衣，夹着两
层浓郁香草味的奶黄酱，十分可口。还有一款Cake Pistache(开心
果蛋糕)，是由开心果蛋糕胚加上覆盆子酱，红绿交错，味道很好。

地址：10 Place de la Concorde，75008 Paris
到达方式：乘地铁1、8、12号线在Concord地铁口出，Concord
广场上有个摩天轮，如果摩天轮在你的左手边，那酒店就在你的右
手边。与美领馆和法国领馆并排。 
下午茶供应时间：周一-周日15:00-18:30。
人均消费：约30欧。
www.crillon.com

★ Four Seasons Hotel George V Paris 见地图标识 
巴黎乔治五世四季酒店座落在香榭丽舍大道的George V大街上，作
为巴黎最豪华的酒店，这里不但能观赏到美丽的巴黎景色，也能品尝
到米其林二星餐厅Le Cinq餐厅的华丽美食。酒店还拥有2间酒廊
——La Galerie和Bar。La Galerie提供日常三餐及下午茶，下午茶
不接受预定。整个酒廊为19世纪的法式古典风格，还有钢琴师为客
人伴奏。在享受舌尖上的美食的同时，又能聆听优雅的琴声，是件让
人愉悦的事情。此外鸡尾酒会是15:00-21:00，着装要求高雅服饰。

下午茶甜品有主厨推荐甜品，还有有马卡龙、玛德琳小蛋糕等。热
饮有咖啡、茶和热巧克力。有2种套餐，George V High Tea 47欧
(包括热饮、特别甜品、果酱和小零食)和High Tea“à la 

Française”57欧(加了一款香槟，其他都一样)。咸点、小食价钱另算。

地址：31，Avenue George V，75008 Paris
下午茶营业时间：每天15:00-18:00。 
电话：+33(1)49 52 70 00
www.fourseasons.com/paris/dining/lounges/la_galerie

★ Plaza Athénée 见地图标识 
Plaza Athénée酒店在蒙田大道上被奢侈品店簇拥着，酒店的米其
林三星的Alain Ducasse餐厅由著名厨Alain Ducasse 全权负责，2
位不同届的甜品世界冠军Christophe Michalak与Jerome de 
Olivera也在这家餐厅任职，相信来此品尝甜点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酒店还有供应三餐和下午茶的酒廊La Galerie des Gobelins、一间
酒吧和另一间餐厅Le Relais Plaza。

         地址：47，rue de Babylone 75007 Paris
        到达方式：乘13号线到Saint-francois-Xavier 出站，从Bd des 
Invalides到Rue de Babylone右转，顺着Rue de Babylone走
200米左右。
人均消费：4.5欧左右。

Telescope 见地图标识 
Logo是一只大眼猫头鹰，很可爱。店家位于地铁站Pyramids附
近，藏在一家2手奢侈品店的隔壁。不认真仔细逛，很容易就那么错
过一家好喝的咖啡店。这家咖啡店有2层，一层在地面，一层地下
室。地下室有放了很多杂志和小说，供客人阅读，装修风格略文艺
小清新，店长兼咖啡师长的很有英伦范，而且做的咖啡拉花也很漂
亮，香蕉蛋糕口感香甜。

地址：5 rue Villedo，75001 Paris
到达方式：乘坐地铁14、7号线，在Pyramides出地铁，从AV de 
l'opera走到Rue Sainte-Anne左转，沿着Sainte-Anne笔直走，穿
过Rue Therese，一直走到第2条小道Rue Villedo左转，30米左右
就到。
营业时间：周一-周五8:30-18:30，周六、周日9:30-18:30。

Terres de Café 见地图标识 
位置在Rambuteau附近，隔壁就是Pain du Sucre。店面不大，大
约可容纳10人，只有2个靠窗的位置，大部分人都是喝着咖啡，站
着聊聊天。

地址：32 Rue des Blancs Manteaux 75004 Paris，France
营业时间：周一9:00-18:00，周二-周五9:00-19:30，周六
10:00-19:30，周日10:00-18:00。
人均消费：2.5欧。
www.terresdecafe.com

La Caféothèque 见地图标识 
这家咖啡店可以算上咖啡爱好者沙龙，老板很用心经营这家店，就
像经营一个家一样。走进这家店，你会闻到很香浓的咖啡味道，店
面不算太大，但是格局有点像公寓的2房2厅，每间房里都有大大的
落地窗。试想一下，午后的阳光照进房间，喝一杯暖暖的咖啡，读
一本好书亦或是与好友聊天，度过一个下午，会是何等乐事。这里
哪怕是单点的咖啡，你也可以选择你想要的口味，比如说哥伦比亚
咖啡或是蓝山咖啡等等，价钱另算。卡普奇诺的拉花或者是奶咖的
拉花，可能会是苹果、叶子、爱心等等，看咖啡师的心情了，卡布
奇诺4.5欧。

地址：52 Rue de l'Hôtel de ville，75004 Paris 

到达方式：乘地铁7号线，在Pont Marie站下，看见巴黎国际艺术
城Cité Internationale des Arts，咖啡店就在艺术城停车场左边。
营业时间：周一-周日9:30-19:30。
人均消费：1杯咖啡加1个小甜点7欧左右。
电话：+33 1 53 01 83 84 

http://www.crillon.com
http://www.crillon.com
http://www.fourseasons.com/paris/dining/lounges/la_galerie/
http://www.fourseasons.com/paris/dining/lounges/la_galerie/
http://www.terresdecafe.com/
http://www.terresdeca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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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Galerie des Gobelins 
        地址：25 Avenue Montaigne, 75008 Paris, France
到达方式：乘坐地铁1或9号线，从Franklin D.Roosevelt站出，沿
着Avenue Montaigne笔直走就到。
下午茶营业时间：15:00-18:00。 
人均消费：50欧左右。
着装要求：高雅服饰。
电话：+33 1 53 67 66 00(预订至下午14:00)。
www.plaza-athenee-paris.com/la-galeriedes-gobelins

★ Shangri-La Hotel 见地图标识 
巴黎香格里拉大酒店，拥有一家米其林1星的中餐餐厅，名字叫香
宫。酒廊La Bauhinia提供下午茶和三餐。
 
地址：10 Avenue d'Iéna，75116 Paris
到达方式：乘坐地铁9号线到Lena站下，会遇到一个环道路口，沿
着环道走到Pl.d'lena再往左转走到Av.d'Iéna，然后沿着这条路走50
米左右就到。
下午茶时间：15:30-17:30，周末16:30-17:30。
着装要求：优雅便服。
电话：+33 1 53 67 19 91
www.shangri-la.com/paris/shangrila/dining/restaurants/la-
bauhinia

★ Park Hyatt Paris Vendome Hotel 见地图标识 
柏悦酒店在巴黎大剧院的不远处。酒店餐厅Les Orchidées供应下
午茶，甜品综合指数不错。

地址：5 Rue de la Paix，75002 paris
到达方式：地铁3、7、8号线，从Opera站出，向西南方向走，沿
着Rue de La Paix走200米左右。
下午茶供应时间：15:00-18:00。
人均消费：约45欧。
电话：+ 33(0)1 58 71 10 60
paris.vendome.hyatt.com

★ Mandarin Oriental Paris 见地图标识  
巴黎文华酒店在St-Honore大街上，酒店装修豪华，有优雅的就餐
环境。酒店餐厅Camélia供应下午茶，夏季还可以在美丽的花园里
用餐。此外酒店还有自己的以所在街道命名的蛋糕店Sa in t 
Honor，提供松饼、千层酥和香草奶油蛋糕等甜品。 

地址：251 Rue Saint-Honoré，75001 Paris
到达方式：乘地铁1号、8号、14号线，到Concorde站，顺着Rue 
Royale直走，走到第一个十字路口与Rue Saint-Honore 交接处右
转，笔直走6分钟就到，在Zara对面。
下午茶供应时间：15:00-18:00。
人均消费：50欧。
电话：+ 33(0)1 70 98 74 00
www.mandarinoriental.com.cn/paris/fine-dining/camelia

★ Hôtel Le Bristol Paris 见地图标识 
这家五星酒店环境很好，在酒店的法式古典花园能享受到最纯正的
英式下午茶，甜品是由名厨Laurent Jeannin制作。
 

Le Jardin Français
地址：112 rue du Faubourg Saint-Honoré，75008 Paris 
到达方式：乘9，13号线从Miromesnil出，走Av delcasse 大道，
穿过rue de penthievre，走到Av.Matignon并走到rue du 
faub.Saint-honore，转到左侧即到，大约5分钟。 
下午茶供应时间：每天15:00-18:00。
电话：+ 33(0)1 53 43 43 42
www.lebristolparis.com/eng/restaurants-and-bars/le-jardin-
francais

安全
欧洲通用急救电话：112
医疗急救服务SAMU：15
警察救援电话：17
火警消防电话：18

★ 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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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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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lebristolparis.com/eng/restaurants-and-bars/le-jardin-francais/
http://www.plaza-athenee-paris.com/la-galeriedes-gobelins
http://www.plaza-athenee-paris.com/la-galeriedes-gobelins
http://www.shangri-la.com/paris/shangrila/dining/restaurants/la-bauhinia/
http://www.shangri-la.com/paris/shangrila/dining/restaurants/la-bauhinia/
http://www.shangri-la.com/paris/shangrila/dining/restaurants/la-bauhinia/
http://www.shangri-la.com/paris/shangrila/dining/restaurants/la-bauhinia/
http://paris.vendome.hyatt.com
http://paris.vendome.hyatt.com
http://www.mandarinoriental.com.cn/paris/fine-dining/camelia/
http://www.mandarinoriental.com.cn/paris/fine-dining/camelia/
http://www.lebristolparis.com/eng/restaurants-and-bars/le-jardin-francais/
http://www.lebristolparis.com/eng/restaurants-and-bars/le-jardin-francais/
http://www.lebristolparis.com/eng/restaurants-and-bars/le-jardin-francais/
http://www.lebristolparis.com/eng/restaurants-and-bars/le-jardin-franc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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