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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CITY
作者：蝎之传说   最后更新日期：2013年3月20日

穷游er忠告
★ 法国人懒散浪漫，罢工也是家常便饭。如万一碰到公共交通罢工故
障，或航班火车取消，不要惊惶失措，冷静下来找解决办法，适当更
改行程，“不妨停下来，更深入地看看这个巴黎！”

★ 夏季是巴黎旅游旺季，埃菲尔铁塔、圣母院的钟楼，可能要排好几
个小时的队，最好网上订票或者起一大早去排队。即使网上购票，铁
塔登顶一般也需要2个小时左右，卢浮宫大金字塔入口处可能会排长
队，可以考虑其他入口。

★ 大部分法国人英语可能不大好，但是很多人乐于助人，如果迷路或
者需要帮助的时候，不妨求助这些本地人，对于主动上来帮助的法国
人，不必担心过多，很多人是真心的想帮助你。

★ 租自行车和坐地铁游巴黎最方便，但坐地铁一定要小心小偷。在治
安较差的区域，停站时注意相机、手机等随身物品，避免被抢。(如果
听到旁边有好心人提醒你有小偷在你旁边，要说声谢谢。)尽量不要带
大箱子坐地铁，由于巴黎地铁古老，很多地铁站没有电梯。常会遇见
热心的法国人帮你提一把，别忘记说声谢谢。当然，身边遇到需要帮
助的人时你也要帮一把哦。

★ 一个人尽量不要太早,太晚在街上溜达,免得被盯上。少看大地铁图,
要个小地铁图。钱不外露,平时外面的口袋里面只带50欧元以下现金, 
其它用贴身钱包放好。在人多的景点，特别是蒙马特高地，可能有人
会要在你手上编彩色绳圈，然后要钱。最好不要理睬。

★ 小心假警察。除了在机场和车站，欧洲很少有警察在景点检查游客
护照，如要查钱包肯定是假的，马上跑到人多的地方或商店中。

★ 8月份，大部分法国人都会去度假，连总统总理也不例外，部分餐
厅商店甚至一些酒店也都会年度性地休假三个礼拜左右，对于一些美
食爱好者，最好提前联系下你物色的餐厅是否歇业。同样8月也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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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施工高峰季节，常会遇见RERC等维护的时候有部分线路用Bus替代，
有些Bus会改变线路，部分铁路维护时刻表有变化；高速公路有些也有减
道施工。

★ 住宿一定要注意区份问题，正常区份没有太大问题，18、19、
20区，93省的治安都比较差。

语言帮助
★ 当地语言
Attention! - 注意!                     Interdit! - 禁止!
Au secours! - 救命!                  Bonjour! - 你好/早上好
Désolé! - 对不起!                     Chine - 中国
Merci! - 谢谢                           Excusez-moi! - 打扰下!
Bonsoir! - 晚上好/再见              Au revoir! - 再见
Salut! - 你好/再见(年轻人之间)   Ciao! - 再见(年轻人之间)
Merci beaucoup! - 非常感谢

★ 常见标识
ENTREE - 入口                     SORTIE - 出口       
OUVERT - 营业中                 La Poste - 邮局
Hommes - 男                       Femmes - 女        
Banque - 银行                      Pharmacie - 药店
Marché - 市场                      Ambassade - 使馆
FERME - 停止营业                 INTERDIT - 禁止
Toilettes - 洗手间 

城市速写
“Je t'aime, Paris!”巴黎，史前还埋藏在海平面下的这块土地，在
建城2000多年后的今天，这个名字不会让任何一个人陌生。这座世
界历史文化名城被誉为花都、光之城、浪漫之都、时尚之都、美食之
都⋯⋯也许你只是想去蒙田大道纵情购物，也许只是想去塞纳河边散
散步，也许你只是想去米其林餐厅尝尝法式大餐，也许只是想去左岸
喝喝咖啡，也许你只是想去卢浮宫看看蒙娜丽莎的微笑⋯⋯也许这个
地球上只有巴黎可以满足所有人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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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的生活
法国人把整个法国分为“巴黎”及“外省(乡下)”，那么也就有巴黎
人Parisiens及外省人(乡下人)之说：巴黎人？Parisiens？有些时
尚，有些小资，有些都市气息，有些傲慢，有些讨厌，有些古怪脾
气⋯⋯事实上，今天的巴黎是世界上列纽约之后的第二大熔炉，来
自世界各地的人、各种民族的混杂，以至于某项研究表明巴黎的纯
种法国人连7％都不到。也许你在巴黎旅行一趟很有可能连一个法国
人都碰不到。法国人看起来比较浪漫，他们喜欢接吻，也许只是因
为礼节；他们看起来慢条斯理，他们习惯排队等待，也许只是因为
速度慢；法国人看起来比较高傲，他们只说法语，也许只是因为他
们英文太烂⋯⋯其实巴黎人比较友好，邻里陌生人见面都会礼节性
地打招呼，上下楼梯帮助老人、孕妇、推拉行李婴儿车，地铁公交
上都会让座，发现小偷会及时提醒，拣到失物都会尽量物归原主⋯⋯
但是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移民大熔炉，也让这个城市有着灰暗地
一面，适当提防小偷，不要理睬街边的吉普赛南亚人，夜晚注意安
全。除此之外，好好享受这个城市的“自由Liberté”、“平等
égalité”与“博爱fraternité”吧！

          从最早的河心岛，到被塞纳河划分为左岸右岸，在经历数次扩 
       张后，如今的巴黎已有“小巴黎”及“大巴黎”之分；小巴黎
指的是划为20个区的巴黎市区，大巴黎则是小巴黎加上周边的7个郊

区省份组成的Île-de-France法兰西岛大区。巴黎的景点散布在城市的

各个角落，也许一个拐角都能让你停下脚步。曾经背包客集中在歌剧
院Opera地区，随着巴黎地价的逐步升高，各种层次的游客已经遍布
巴黎的任何一个角落，市区人口只有220万的巴黎每年却要接待
2600万以上的游客。公共交通非常发达、便捷的巴黎很适合采用公
共交通配合步行游览，骑自行车也是很不错主意；在市区，自驾绝对
不是个好选择，而且环保的巴黎政府非常不提倡自驾游客巴黎。

作者眼里的巴黎？曾经学建筑学的时候，巴黎被称作“灰色的”，因
为整个城市的色系是灰色调。随着一次又一次的离开与归来，巴黎在
作者眼中变得五彩缤纷。也许每个人的兴趣爱好有所不同，每个人的
旅游习惯也有差异，每个人在巴黎的停留时间预算也都不一，当时的
心情，天气也不尽相同，但每个人眼中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个巴黎。也
许你只有一个小时，一天，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甚至一年的时
间，也许你还会回到巴黎，那么请你好好享受这个只属于你的与众不
同的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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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点
★ 艾菲尔铁塔 La Tour Eiffel 见地图标识                       A
建于1889年的埃菲尔铁塔最初是为了迎接世博及纪念法国大革命
100周年。然而在建成后，它却遭到很多法国人的质疑，如此的巨
大的钢铁结构跟整个巴黎是那样的格格不入，甚至不少人提议拆毁
她。今天，它已成为巴黎及法国无可争议的象征,您可以乘电梯或者
爬楼梯登上铁塔去俯瞰整个巴黎(楼梯只能到第二层)。千禧年后从夜
幕降临到凌晨(夏季2:00,冬季1:00)这段时间,铁塔会在每个小时的前
10分钟闪烁。碰到特殊节日活动会有特别颜色，比如中国年时闪红
色,欧盟日时闪蓝色。每年的7月14日国庆节都可以来铁塔下方的马
尔斯广场champs de mars欣赏音乐会，观看国庆烟火，这里也是
跨年倒数的最佳地点。 

地址：Avenue Gustave Eiffel,75007 Paris
地铁：Bir-Hakeim站(M6线) Trocadéro站(M6,9线)。
RER：C线，Champ de Mars-Tour Eiffel
公交：42,69,82,87(Tour Eiffel , Champs de Mars站)  。
开放时间：电梯 9:00-23:45(顶楼22:30)。
楼梯 9:30-18:30(最晚进入时间18:00)。
门票：
电梯至二楼，8.50欧(12-24周岁7.00欧)；
电梯至顶楼，14.00欧(12-24周岁12.50欧)；
楼梯，5.00欧(12-24周岁3.50欧) 。
电话：08-92-70-12-39(法国境内拨打) 。
www.tour-eiffel.fr

★Tips：观看铁塔
为了节约时间,建议在网上购票预约登塔时间。如果要登上顶层,到了
第二层以后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排队。登顶一趟大约需要2个小时。在
铁塔上tour eiffel 58用餐(午餐19欧起)的朋友的可以联系餐厅协助
预订上铁塔的票。近期铁塔一层在施工中，对参观会有小影响，
2013年将有新的观景台咖啡等开放。

夏约宫(Palais de Chaillot)的大阳台是观看铁塔的最佳点。

★ 凯旋门 Arc de triomphe de l'étoile 见地图标识     A             
    香榭丽舍大街  Champs-Elysées 见地图标识               A                                      
凯旋门的全称是“雄狮凯旋门”，1806年为了庆祝在“奥斯特里茨
战争”中的巨大胜利，拿破仑在这里放下了第一块基石，然而他最后
没有看到它的落成，在他过世20年后法国人民在凯旋门下为他补办了
葬礼。 凯旋门正下方有一座无名烈士墓，代表在一战中为国献身的
150万名法国官兵，前面有一盏“长眠灯”。凯旋门位于星之广场(戴
高乐广场)的中心，周围发散有12条大道。最有名的莫过于被称做世
界上最美的散步大道——香榭丽舍。 香榭丽舍位于巴黎中轴线上，西
端是凯旋门，顺着延伸线是巴黎的新区La Defense拉德方斯，那里

还有个“新凯旋门Grande Arche”A，东端则是巴黎最大的协和广

场(place de la concorde) A，顺着延伸线则是卡鲁塞尔

(carrousel)凯旋门及卢浮宫。 每逢重大节日，凯旋门正顶上会悬挂
一面巨大的法国国旗，香榭丽舍街旁的大树上也会装饰上特别的彩
灯。国庆阅兵式、环法的最后一程都在香榭丽舍大街上进行。

地址：Place Charles-de-Gaulle，75008 Paris 
地铁：Charles-de-Gaulle-Etoile站 (M1,2,6线)。

RER：Charles-de-Gaulle-Etoile站 (A线)
公交：22, 30, 31, 52, 73, 92 ， Balabus 
开放时间：4月1日-9月30日，10:00-23:00
10月1日-3月31日，10:00-22:30 (关闭前45分钟停止售票)。
门票：9.50欧，优惠价6欧 (18岁以下免费)。
11月1日到3月31日之间的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天免费。
电话：＋33-01-55-37-73-77
arc-de-triomphe.monuments-nationaux.fr

★ Tips：凯旋门俯瞰巴黎
如果没有时间上埃菲尔铁塔，凯旋门上也是一个俯瞰巴黎的不错选择。
11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每个月的第一个周日可免票参观。

★ 卢浮宫 le musée du Louvre 见地图标识                    A
始于建十二世纪末年的城堡，在经历佛朗索瓦一世、亨利二世、亨
利四世、路易十四等的扩建，收集了大量艺术珍品，在法国大革命
后改为博物馆。 之后又在拿破仑、拿破仑三世的鼎盛时期，藏品大
幅增加，如今无可置疑地成为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游客数稳居全
球第一，拥有的艺术收藏多达40万件，而平时展出的藏品为总量的
10％左右，即使你每分钟看一件作品也要1个月。 在众多的藏品
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卢浮宫三宝”：蒙娜丽莎、断臂的维纳斯和
胜利女神；而意大利画廊、法国画廊、希腊罗马雕像，埃及馆等也
特别闪耀(不要被“八国联军”误导，这里近乎没有中国珍贵藏品)。 
华人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金字塔入口也是卢浮宫的一个亮点，卢浮
宫外的杜伊勒花园(Jardin de Tuileries)则是漫步休闲的好地方。

地址：Musee du Louvre,75008 Paris 
地铁：Palais-Royal-Musée du Louvre站 (M1,7线)
公交：21,24,27,39,48,68,69,72,81,95
开放时间：9:00-18:00 (每周二闭馆，周三及周五开放到22:00)。
门票：11欧，含Musée Eugène Delacroix 
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免费(不含Hall Napoléon的临时展馆)。
Hall Napoléon的临时展馆12欧，以上两者联票15欧。
电话：+ 33-01-40-20-53-17
www.louvre.fr

★Tips：快速进入的办法
如果没有提前购票，金字塔正门想避免队伍过长的时候，可以尝试
从Carrousel Du Louvre的入口进入，最快捷的方式一般是从塞纳
河边靠杜丽舍花园的狮门Portes Des Lions进入(此入口周五全天及
夜间不开放)。每个月的第一个周日可免票参观。

★ 巴黎圣母院 Notre-Dame de Paris 见地图标识      A

    西岱岛 Île de laCité 见地图标识                         A                                                                                 

巴黎发源于塞纳河上的西岱岛，而巴黎圣母院就位于这个巴黎的中
心。850年的历史让这座教堂经历了巴黎的历史变迁，她还见证了拿
破仑的加冕、拿破仑三世的婚礼。而维克多·雨果的同名小说《巴黎
圣母院》则吸引了不少人爬上钟楼去寻找“钟楼怪人”，当然碰到旺
季的时候，可是需要排上一两个小时的队。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五下午
3点，你还可以在这里看到三件圣物的展出；平安夜的“午夜弥
撒”也会是个不寻常的经历。巴黎圣母院广场的右方是 
巴黎最早的医院(Hotel de dieu)，西岱岛上另外两个重点就是老皇
宫的圣礼拜堂(Sainte Chapelle)和巴黎古监狱(Conciergerie)。 

请记得爱护自然，如果要打印穷游锦囊，请尽量双面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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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5 穷游网倡导的穷游精神，是一种背上行囊，清爽上路，简朴行走，自由心灵，穷尽天下美景的潇洒生活方式。

         地铁：Cite站 (M4线)。
         RER：Saint-Michel-Notre-Dame站 (B,C线)。
公交：21, 38, 47, 58, 70, 72, 74, 81, 82, 82 
教堂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8:00-18:45；周六和周日8:00-19:45
塔楼开放时间：10月1日-3月31日，10:00-17:30/4月1日-9月30
日，9:30-18:30(4-9月的周五周六及7、8月延长开放到23:00，提
前45分钟停止进入)。
门票：8.5欧，优惠价5.5欧  (教堂免费参观，塔楼收门票)。
11月1日到3月31日之间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天免费。
电话：＋33-01-53-40-60-80(平日) ＋33-01-53-10-07-00(周末
及节日)。
notre-dame-de-paris.monuments-nationaux.fr

★ Tips：有关巴黎圣母院
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五15:00，你还可以在这里看到三件圣物的展出。
11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期间，每个月的第一个周日圣母院塔楼可
免票参观，但注意排队人数居多。

★ 巴黎歌剧院 Opera de Paris Garnier 见地图标识      A
在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重整巴黎之时，这个位于各条大道交汇处的
歌剧院最终采用了年轻建设师Garnier的设计方案，如今为了纪念
Garnier，歌剧院也命名为Opera-Garnier。据说当欧也尼皇后在多
达170个方案中看到Garnier的设计时：“这是什么？既不是罗马
式，也不是经典式、路易十四式、路易十五式!”“亲爱的皇后，这
就是您的丈夫‘拿破仑三世’式！”。 歌剧院还被象征了拿破仑三
世和欧也尼的爱情，顶部的N和E就是证明。如今歌剧院被称作“巴
黎最俗气的约会地点”也是有由来的，当年很多富家子弟就在歌剧
院正面的裸女神入口处跟心爱的姑娘约会，后来演变为“赠送钻石
戒指订婚”的习俗。这个全世界最著名的歌剧院在1989年巴士底狱
的新歌剧院建成后，大部分演出迁出到Opera-Bastille，现在歌剧
院在没有演出的白天开放参观，你也可以购票观看芭蕾或者歌剧(有
时候站票只需要5欧左右)。歌剧院前的意大利大街“Boulevards 
Italiennes”曾是著名的银行街，如今这里聚集了很多性价比不错的
餐厅；歌剧院后方则是著名的老佛爷和春天百货；所以这里也是全
巴黎甚至全欧洲最拥挤的地方。

入口地址：Angle rues Scribe et Auber, 75009 Paris  
地铁：opera站 (M3,7,8线)； RER：Auber站(A线)  
公交：20, 21, 22, 27, 29, 42, 52, 53, 66, 68, 81, 95 
开放时间：10:00-17:00 (有演出的日子10:00-13:00，提前半个小
时停止进入)  1月1日，5月1日及一些特殊游行的日子关闭。
门票：9欧 (25岁以下或学生6欧)。
电话：08-92-89-90-90(法国国内，0.34欧一分钟)。
www.operadeparis.fr

★ 蒙马特高地 Montmartre                                             A
这是巴黎市北的一个约130米高的小山丘，巴黎市内的地理制高
点。直到第二帝国时期，蒙马特才被划为巴黎市的十八区。当时由
于这里不在巴黎约束范围内不需要纳税，加上小丘上还产葡萄酒，
发展成为当时巴黎的饮酒娱乐中心，故红磨坊(Moulin Rouge)及黑
猫(le Chat Noir)发迹于此。当时由于酒钱住宿便宜，吸引了梵高、
毕加索、马蒂斯、雷诺阿等“贫困艺术家”⋯⋯又在电影《天使艾
美丽》等和其他电视剧的渲染下，蒙马特吸引了大量游客。如今这
里依旧聚集了许多艺术家，小丘广场(Place du Tertre)被挤满了画

家，你可以让你心仪的画家给你画上一幅画；情侣可以一起去寻找用
各国语言聚集“我爱你”的爱之墙(Mur d'amour)。圣心教堂前的台
阶也是个晒太阳眺望巴黎的好地方，这里还有不少不错的咖啡和餐
厅；晚上可以去红磨坊(Moulin Rouge)。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此地区
的治安并不太好，晚上需要多加小心；白天的话注意圣心大教堂下面
那些想给你“绑红绳”骗钱的人。
著名的旅游景点有：

圣心教堂(Sacré Coeur)见地图标识  A 、小丘广场(Place du 

Tertre)  A 、煎饼磨坊(Moulin de la Galette) A 、皮嘉尔广场 

(Place Pigalle) A  红磨坊(Moulin Rouge) A 、狡兔酒吧(Le 

lapin agile) A 、爱之墙(Mur d'amour)等。 

地铁：Anvers站(M2线)，Abbesses站(M12线)，Pigalle站
(M2,12线)。

★ 拉丁区 Le quartier Latin                                            A
拉丁区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罗马人占领巴黎后在此处新建了
城市，由于罗马人说拉丁语，所以这里被称作“拉丁区”；另一种
比较受欢迎的说法：中世纪法国继承了拉丁文化，所有的学术交流
都使用拉丁语，这里学院林立，作为巴黎的学术中心，所以被称
作“拉丁区”。位于现今巴黎的五区和六区的拉丁区曾因为物价地
价便宜，受到学生的亲睐，各类高等专科大学汇聚此处，书店、商
铺、餐馆林立。许多文人墨客悠闲在此品尝左岸咖啡 (见餐饮-咖啡
馆)；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巴黎地价最贵的区域，同时这里也是奢华时
尚的聚集地，还有很多知名的甜点店也分布于此。拉丁区最主要的
景点有：圣耳曼德佩教堂(Eglise Saint-Germain-des-Prés)、索邦
大学(la sorbonne)、先贤祠(Pantheon)等。 

地铁(推荐车站)：M4号线，St Michel、St Germain des-Pres、
Odeon 站/M10号线：Odeon、Cluny La Sorbonne、Maubert 
Mutualite、Mabillon站 。
RER B：St-Michel-Notre Dame,Luxembourg 
RER C：St-Michel-Notre Dame,Luxembourg  

★ 蓬皮杜中心 Le centre Georges Pompidou 见地图标识   A

    玛莱区 lemarais 见地图标识                                    A                                                 

建于1989年的蓬皮杜现代艺术中心，已成为巴黎第二受欢迎的博物
馆，也是全球游客最多的十大博物馆之一；而这个“奇怪的庞然大
物”本身就是一个后现代建筑艺术品，你可以从颜色去区别她的水
电排气电梯系统：蓝色是空调排气系统，黄色是电力系统，绿色是
水管，红色则是电梯；顶层的咖啡也是个休闲的好地方。蓬皮杜旁
边就是著名的玛莱区，这里曾为宗教人士、皇宫贵族、犹太人、温
州人，同性恋的聚居区，保留了许多中世纪的街道和建筑。如今各
种文化艺术时尚在此交融，毕加索博物馆正在翻修，2013年夏天会
重新开放，Musee carnavalet(免费)则是了解巴黎历史的好地方，
雨果故居(Maison de Victor Hugo，免费)则位于著名的孚日广场  
(Place des Vosges)。在巴黎大部分店铺歇业的周日，这里 大部分
店铺却是营业的，有年轻时尚的小店，也有个性的二手店，是年轻人逛街
的好去处；艺术家画廊，时尚的甜点咖啡也散步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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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6

          地址：place Georges-Pompidou ，75004 paris 
          地铁：Hotel de Ville站(M1线)，Rambuteau站(M11线)，
Chatelet站(M 1,4,7,11,14线)。
RER A/B/D：Chatelet-Les Halles
公交：21, 29, 38, 47, 58, 69, 70, 72, 74, 75, 76, 81, 85, 96 
开放时间：11:00-22:00 (周二闭馆)。
门票：根据展览不同13或11欧，优惠价10或9欧，每月第一个  
周日免费。蓬皮杜中心-法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每个月的第一个周日
可免票参观。蓬皮杜中心图书馆每天免费开放。
电话：+33-01-44-78-12-33
www.centrepompidou.fr

★ 奥赛博物馆 le musée d'Orsay                                     A
卢浮宫前杜伊勒花园(杜丽花园Jardin des Tuileries)塞纳河对岸，
一幢有大钟的美丽建筑是过去的巴黎西南火车站，1986年被改造成
全球印象派藏品最多的博物馆。巴黎三大博物馆之一的奥赛博物馆
主要收藏的是1848-1912年的艺术珍品(1848年前的藏品建议参观
卢浮宫，1912年后的艺术建议参观蓬皮杜)，来这里一定不能错过
的就是这些印象派大师的珍品：梵高Van Gogh的《自画像》《阿孚
尔的教堂》，莫奈Claude Monet的《风中的女人》，米勒的Jean-
Francois Millet《拾穗者》，马奈Edouard Manet的《草地上的午餐
Le dejeurner su l'herbe》，塞尚的Paul Cezanne《静物》，还有雷
诺阿 Renoir、高更 Gauguin、毕加索 Picasso等人的众多精品。 

地址：1 Rue de la Legion d'Honneur 75007 Paris 
地铁：Solferino站 (M12线,出站后跟着标识往塞纳河方向走一小段) 
RER：Musee d'Orsay(C线)。
公交：24,68,69 
开放时间: 1月1日，5月1日，12月25日及每周一闭馆，其余日期，
9:30-18:00 (每周四延长开放到21:45) 。
门票：9欧(不含临时展厅门票，临时展厅门票一般约12欧元)，优惠
价6欧(18-25岁非欧盟长期居住者，16:30以后入馆，周四18:00以
后入馆) ，每月第一个周日免费。 
中文解说器5欧，优惠价3欧(建议入馆后购买使用) 。    
奥赛博物馆-橘园美术馆联票：16欧 。
电话:+ 33-0-1-45-48-80-79 www.musee-orsay.fr  

★ Tips：奥赛博物馆排队
奥赛博物馆旺季的时候排队的人也很多，持有博物馆通票museum 
pass，有奥赛-橘园联票或者提前购票者有专门的安检通道，位于右
方(南方)的C入口。26岁以下欧盟长期居住者及18岁以下不用购票
换票，直接持证件排队入馆；天气好的时候可以到博物馆上方的小
天台。每个月的第一个周日可免票参观。

★ 毕加索博物馆 le musée Picasso                     A
从2011年9月份开始闭馆翻新20个月，预计今年夏天重新开放。毕加
索的爱好者暂时可以在蓬皮杜艺术中心Musée national d'Art 
Moderne-centre Georges Pompidou、橘园美术馆Musée de 
l'Orangerie，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Musée d'Art Moderne de la ville de 
Paris里欣赏到毕加索的部分重要作品(由于不少游客按照2011年以前的
攻略行程里安排了此博物馆，因此再次提醒大家此馆仍在翻新中)。

尊重当地⼈人，保持开放的⼼心态，享受旅途中的⼀一切。旅途的每⼀一次等待，每⼀一次迷路，说不定都会留下美好的回忆。

★ 橘园美术馆 le musée de l'Orangerie                          A
杜伊勒花园塞纳河边挨着协和广场(Place de la Concorde)有当年
杜伊勒宫残留下来的一小部分，如今被改建成橘园美术馆。这个博
物馆虽然小，但却非一般的精彩，即使不太爱逛博物馆的人也可以
考虑来这里看一眼。整个一楼前后两个展厅，只有8幅巨型油画，这
就是莫奈(Claude Monet)于1914-1918年的巅峰之作《睡莲》(les 
Nympheas)，你不妨在展厅中间的凳子上坐下来，环绕四周，静静
地感受莫奈花园在一年四季一日之间的微妙变化。除此之外，下层展
厅虽然也不大，但也是名家云集：毕加索、塞尚、雷诺阿、马蒂斯、
卢梭、德兰、高更等。

地址：Musee de l'Orangrie 75001 Paris 
地铁：Concorde站 (M1,8,12线) 。
公交：24,42,52,72,73,84,94  
开放时间：5月1日，7月14日上午，12月25日及每个周二闭馆 
9:00-18:00(提前30分钟停止入馆)。
门票：7.5欧，优惠价5欧(17：00以后入馆)。      
奥赛博物馆-橘园美术馆联票：16欧 。
每个月的第一个周日可免票参观。
电话：+33-0-1-44-77-80-07  
www.musee-orangerie.fr   

★ Tips：巴黎博物馆
巴黎的博物馆
作为文化之都，巴黎市区就有150座博物馆，郊区也有40家博物
馆。也许是因为法国人热爱博物馆，或许是政府鼓励了解历史文
化，部分博物馆免费开放，一些博物馆某些月份的第一个周日免费
开放，还有针对学生年轻人的许多优惠。

博物馆通票 Paris Museum Pass
此票可直接进入巴黎大区近60处博物馆(不含临时
展馆)，无需排队等候。通票可在相关博物馆以及巴
黎旅游局info处购买。
票价：2日票39欧，4日票54欧，6日票69欧。

博物馆及纪念性建筑等景点优惠
绝大多数景点18周岁以下免费，2009年4月1日起，26岁以下欧盟
居民以及在法国居住者也可免费参观(有些场所欧盟居住者也适用)。
巴黎市立博物馆大部分免费开放。国立博物馆一般每个月第一个周
日免费(有些热门景点比如凡尔赛宫等是11月到3月第一个周日免
费)。26周岁以下者及学生一般也都有优惠。一些博物馆某些月份的
第一个周日免费开放，还有针对学生年轻人的许多优惠。 

★ 拉雪兹公墓 Père Lachaise                            A
拿破仑开设的拉雪兹公墓得名于路易十四的神父“拉雪兹
Lachaise”，这里应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公墓。最初因为法国大文豪
莫里哀Moliere和寓言家拉封丹La Fontaine的移入，这块墓地开始
沾上名气。从此不仅是法国名人，很多国外名人也安葬于此，经过
几次扩建，如今已经有数万墓穴。这里有名人雅士，也有寻常百
姓，他们的墓碑各异，成为一道异样的风景；入园后，你可以根据
地图数字标识去瞻仰你欣赏的名人，也可以只是来体验另一种安
静。在众多的名人墓中，最有名的莫过于一块狮身人面像的墓碑，
上面总是被各国人士印满了唇印(去年下了新的禁令阻止游客献吻)，
这就是著名爱尔兰作家王尔德Oscar Wilde的墓碑；此外这里还有  

http://www.centrepompidou.fr
http://www.centrepompidou.fr
http://place.qyer.com/poi/14497/?local_poi_id=14497
http://place.qyer.com/poi/14497/?local_poi_id=14497
http://place.qyer.com/poi/14497/map/?local_poi_id=14497
http://place.qyer.com/poi/14497/map/?local_poi_id=14497
http://www.musee-orsay.fr
http://www.musee-orsay.fr
http://place.qyer.com/poi/35321/?local_poi_id=35321
http://place.qyer.com/poi/35321/?local_poi_id=35321
http://place.qyer.com/poi/35321/map/?local_poi_id=35321
http://place.qyer.com/poi/35321/map/?local_poi_id=35321
http://place.qyer.com/poi/33923/?local_poi_id=33923
http://place.qyer.com/poi/33923/?local_poi_id=33923
http://place.qyer.com/poi/33923/map/?local_poi_id=33923
http://place.qyer.com/poi/33923/map/?local_poi_id=33923
http://www.musee-orangerie.fr
http://www.musee-orangerie.fr
http://livepage.apple.com/
http://livepage.apple.com/
http://place.qyer.com/poi/43813/?local_poi_id=43813
http://place.qyer.com/poi/43813/?local_poi_id=43813
http://place.qyer.com/poi/43813/map/?local_poi_id=43813
http://place.qyer.com/poi/43813/map/?local_poi_id=43813


P 7 让我们在旅途中⼼心怀尊重：让喜⻢马拉雅⼭山去改变你，⽽而不要去改变喜⻢马拉雅⼭山。

         巴尔扎克、肖邦、比才、毕沙罗、皮亚夫等众多名人，围墙处  
          有巴黎公社纪念墙(Mur des Fédérés)。
入口地址：16 Rue du Repos, 75020 PARIS
地铁：Philippe Auguste站 (M2线), Père Lachaise站(M2,3站) 
公交：60，69，102
开放时间：周中8:00-18:00；周六8:30-18:00；周日9:00-18:00 
(提前15分钟停止进入，冬季17:30关闭)。
门票：免费。
电话：＋33-01-55-25-82-10 
www.pere-lachaise.com

★ 凡尔赛宫 Château de Versailles                                A
太阳王路易十四因为羡慕财政大臣Fouque t的沃子爵城堡
(Chateaux veau-le-vicomte)而斥巨资动用三万工人建造的法国最
雄伟的皇宫，后来也成为欧洲各国皇宫效仿的对象。法国大革命
后，这里结束了他皇宫的历史，1830年被改建成法国历史博物馆，
美国独立战争后，英美在此签订了《巴黎和约》，1919年法英美等
在此与德国签订了《凡尔赛和约》宣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凡尔赛宫内最著名的是镜厅(Galerie des Glaces)，一面有十七面巨
大的落地窗，另一面则是由400多块镜子拼成的巨大镜面；战争画
廊也是凡尔赛的亮点，此外还有战争厅、和平厅、丰收厅、马尔斯
厅、教堂、剧院、国王王后套房等也不可错过。凡尔赛的花园被称
作最美的欧洲宫廷花园，夏季的时候还有音乐喷泉，周末或者节日
晚上还有大型烟火。

地址：Chateau de Versailles ，Place d'Armes ，78000 Versailles 
RER：C5线 Versailles-Rive-Gauche-chateau 
火车：Paris Montparnasse出发到 Versailles Chantiers                  
Paris Saint Lazare   出发到 Versailles Rive droite
开放时间：1月1日、5月1日、12月25日及一些特殊官方仪式闭馆
Chateaux城堡周一闭馆。
4月1日-11月1日，9:00-18:30(18:00停止进入)。
11月2日-3月31日，9:00-17:30(17:00停止进入)。
Jardin et Grand Parc花园全年开放。
4月1日-11月1日花园里有音乐喷泉11:00-12:00  15:30-17:30
门票：城堡15欧，passport(城堡+花园)18欧，有音乐喷泉时25
欧，门票包含免费中文录音解说。11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每个月
的第一个周日可免票参观。
电话：＋33-01-30-83-78-00 
www.chateauversailles.fr

★ 枫丹白露  Musée du chateau de Fontainebleau        A
位于市区东南部80公里处的Fontainebleau的原意为“美丽的泉
水”，却因为徐志摩而获得了如此浪漫的名字。始于路易六世时的
行宫，后在佛朗索瓦一世时得到扩建；拿破仑曾把教皇囚禁于此，
后又戏剧性地在这里被迫退位。 枫丹白露宫共有四个博物馆组成：
中国馆、拿破仑一世馆、家居馆、画廊；其中中国馆收藏了大量圆
明园的中国文物，但很少开放；最吸引人的有佛朗索瓦一世画廊(La 
Galerie Francois Ier)，拿破仑三世剧院(Le Theatre de 
Napoleon III)，巴洛克风的Trinite教堂(la chapelle de la 
Trinite)；此外还可以欣赏法国皇室各个时期的卧室，戴安娜花园

推荐路线
在这个城市呆上一周，一个月都不会让您厌烦，但如果只有一天或
者三天时间给巴黎该怎么办呢？当然先去您最想去的地方，做您最
想做的事情，因为说不定哪天您又将回到这里！

★ 1日游经典线路
巴黎圣母院--卢浮宫/协和广场--香榭丽舍/雄狮凯旋门--夏约宫/埃
菲尔铁塔/塞纳河游船
也许巴黎的起源地，市中心的西岱岛是最适合行程开始的地方，参观
雨果笔下的巴黎圣母院(教堂免费，钟楼8.5欧，钟楼有时可能会排长
队)，喜爱冰激凌的可以去圣路易岛上品尝Bertillion或Amorino。

然后可以乘坐地铁去Palais Royal Musee du Louvre站，参观卢浮
宫(也可以从地铁出口Carrousel du Louvre或者狮门进入卢浮宫或
者避免排长队)；从贝聿铭设计的玻璃金字塔离开，穿越小凯旋门来
到杜乐丽花园，喜欢甜点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Angelina的招牌
Mont Blanc，艺术爱好者可以去橘园美术馆(门票7.5欧，周二闭
馆)看看莫奈八张巨幅《睡莲》。走到花园的尽头，这里便是巴黎最
宏伟的协和广场。

体力好的可以继续沿香榭丽舍大街步行，或者可以坐地铁1号             
线5分钟后便到Charles de Gaulle Etoile站，去看雄狮凯旋门(如果
没有时间排队登铁塔，凯旋门顶也是观光的好地方，门票9.5欧)。

乘坐地铁6号线约5分钟后到Trocadero(夏约宫)，这里是观看铁塔
的最佳地点，然后走下台阶，穿过塞纳河就来到了埃菲尔铁塔(门票
门票 3.5-14欧，最好提前网上预订购票，否则有时候旺季排队购票
需要2个小时，上到顶楼还要1-2个小时)，铁塔下面可以乘坐塞纳河
游船(船票13欧，穷游优惠价8欧，行程1个小时)，当然也可以在塞
纳河上晚餐，或在埃菲尔铁塔上晚餐结束一天唯美的行程。(8欧的
特别优惠按原优惠劵有效期到3月31日)。 

★ 3日游经典线路
马莱区--拉丁区--巴黎歌剧院--蒙马特高地--凡尔赛郊游
第一天的行程和一日游相同，第二天，可以从法国大革命发生地巴
士底狱广场(Bastille)出发，步行至孚日广场，参观雨果故居(免
费)，漫步于多元文化交织的马莱区，向西可以步行至巴黎市政厅及
蓬皮杜现代艺术中心(门票12欧)，然后乘坐地铁4号线约5分钟到达
Saint Germain des pres(圣日耳曼德佩。也可以从孚日广场向南 

(Le Jardin de Diane)等。供皇家狩猎的枫丹白露森林是巴黎人最
喜爱的周末度假地。

地址：Chateau de Fontainebleau ，77300 Fontainebleau
火车：Gare de Lyon乘坐开往Montargis Sens或Montereau方向
的火车，在Fontainebleau-Avon下车，然后转乘Véolia BUS 1号
线往les lilas方向，在Chateau下车。
开放时间：周二闭馆 1月1日、5月1日、12月25日闭馆。
4月1日- 9月30日，9:30-18:00(17:15停止进入)；
10月1日-3月31日，9:30-17:00(16:15停止进入)。
票价：11欧，优惠价9欧。每个月的第一个周日可免票参观。
电话：＋33-01-60-71-50-70
www.musee-chateau-fontainebleau.fr

http://www.musee-chateau-fontainebleau.fr
http://www.pere-lachaise.com
http://www.pere-lachaise.com
http://place.qyer.com/poi/59214/?local_poi_id=59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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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lace.qyer.com/poi/59214/map/?local_poi_id=59214
http://www.chateauversailles.fr
http://www.chateauversailles.fr
http://place.qyer.com/poi/85159/?local_poi_id=85159
http://place.qyer.com/poi/85159/?local_poi_id=8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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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lace.qyer.com/poi/85159/map/?local_poi_id=85159
http://www.musee-chateau-fontainebleau.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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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青春没有终点，旅途永⽆无穷尽！

          穿越圣路易岛到阿拉伯文化中心，乘坐24、63或86路BUS约
    10分钟到达圣日耳曼)，去双偶或者花神休闲地喝一杯左岸咖
啡，漫步拉丁区。然后可以乘坐95路BUS或者地铁前往巴黎歌剧院
(参观门票9欧)，喜欢购物的朋友往北走便是老佛爷、春天百货，往
西走不远就是旺多姆广场、马德连娜教堂、圣多诺黑。换乘12号地
铁线约5分钟左右到达Pigalle，去寻找爱之墙，然后可以步行至
Anvers乘坐公共缆车或者步行上圣心大教堂，曾经艺术家聚集的小
丘广场，还可在蒙马特寻找天使艾美丽的足迹，晚上可以去红磨坊
观看康康舞(90-180欧)。伴着流浪艺人的音乐，在蒙马特高地欣赏
日落结束一天的行程(在蒙马特注意小偷扒手，不要搭理想给你缠红
线的黑人)。
第三天是凡尔赛郊游。乘坐RER C线或者郊区小火车(30-60分钟)前
往凡尔赛，参观欧洲宫殿园林的典范，太阳王的宫殿凡尔赛宫(门票
15-25欧，夏季周末晚上还有烟火演出)。如下午返回巴黎较早，可 
以乘坐RER C约30分钟顺路参观Invalides荣军院(军事博物馆，拿

破仑墓，门票9欧)，或者Musee D’Orsay奥赛博物馆(门票9欧)。

★ Tips：小巴黎、巴黎大区、20个区(Arrondissement)、6个圈 
(Zone)

巴黎市区(la ville de Paris)俗称小巴黎(75省)，分成了20个区，邮
政编码分别以75001至75020标记。而巴黎大区还包括了近郊92、

93、94省及远郊77、78、91，95省组成的法兰西岛地区(Île-de-
France),机场、迪斯尼、凡尔赛等都不处于市区。在公共交通资费
上，以小巴黎为中心，划成6个圈(Zone)。类似于中国的二环、三环
等。Zone1是巴黎的核心，Zone 2-6就是类似中国的郊区。凡尔
赛、奥利机场位于Zone 4；戴高乐机场、迪斯尼乐园位于Zone 
5；枫丹白露位于Zone 6。

一般任何一个地铁站和RER车站都能在售票咨询处拿到公共交通
图。3圈以内就是小巴黎，一般的旅行者购买3圈以内的通票就足够
了，而所有的地铁都是在2圈以内，只有RER才能延伸到外面。 

2011年7月1日起，Zone 5、6资费合并；接下来几年，巴黎将逐
步资费一体化，取消所有zone。

实用信息
★ Tourist information 游客中心 见地图标识                
巴黎旅游与会议促进署(Office du tourisme et des congrès de 
Paris)分布于巴黎市区主要景点及主要车站处，巴黎旅游局的官网是
www.parisinfo.com，有中文版。机场及巴黎郊区有法兰西岛旅游

委员会(Comité régional de Tourisme (CRT) d'Île-de-France)提
供咨询预定等服务。

★ 地图 简略版巴黎地图见第2页
巴黎市各旅游信息处、酒店都可以索取免费的巴黎市旅游地图；各
个地铁站、火车站机场等都提供公共交通地图以及市区详细地图。

★ 电话
法国手机三大公司SFR、Orange、Bouygues资费都较贵,但比较 
适合3G使用较多者。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Prepaid套餐，一般不推
荐其他游客使用，资费近乎是全球最高。近年法国手机市场被垄断
的局面被打破，有两家不错的Low cost手机公司，Lyca和 
Lebara。一般移民较多地区的烟草店Tabac可以买到，打国际长途
比较便宜，打中国手机大约0.09欧元/分钟, 但是Lebara需要连接费 
用，Lyca不需要连接费用，同家公司之间通话免费，Lyca支持
3G，需要设置APN，暂无3G流量套餐。这两种电话卡可以在全球
大部分地区漫游，欧洲漫游资费适中。还有凤凰卡、B&You等low 
cost运营公司暂不作详细介绍。所有法国手机卡接电话在法国境内
都免费，不存在漫游费用，烟草店Tabac一般都提供充值服务。

如果是全球通用户，上网要求不多，建议直接开通国际漫游，拨打
法国国内电话比法国当地通讯公司都还便宜，0.69人民币/分钟。公
用电话卡，在地铁站、 Info Center 、邮局均有出售，一般移民较
多地区的Tabac处有廉价的国际电话卡, 一般拨回中国在0.1欧左右/
分钟，拨打法国当地电话较贵，0.3欧左右/分钟。

公用电话亭遍布市区，一般可以使用电话磁卡，Visa等信用卡以及
其他IP卡。电话卡在烟草店、电信手机店、邮局等均可购得。法国
各电信手机店都有法国手机卡购买。不过到达法国前，尽量在居住
国办好漫游服务以防意外。中国的手机除CDMA以外，一般都可以
直接使用。否则可以租借手机。

★ 网络
巴黎市政府提供了约400个免费无线发射点遍布各
市区政府，图书馆，博物馆，花园等260个场所。
Paris-Wifi开放时间一般是7-23点，或者跟博物馆
图书馆等开放时间一致，可以连续使用2小时，之后
无条件再登陆。麦当劳等快餐厅及部分餐馆，咖啡
厅都提供免费无线网络。同时市区有不少网吧；有些酒店的网络需
要收费；机场不提供免费网络，而且比较贵。戴高乐机场提供15分
钟免费wifi，超出后资费较贵。也可以购买Orange、Sfr、Free等
公司的全法wifi接入套餐，约9.9欧一周，19.9欧一个月，比较适合
在法停留一周以上的游客。

http://place.qyer.com/poi/59604/?local_poi_id=59604
http://place.qyer.com/poi/59604/?local_poi_id=59604
http://www.parisinfo.com
http://www.parisinfo.com


P 9

旅游日历
由于法国本土纬度较高，所以冬夏日出时间相差很大，建议冬日行
程不要安排过紧，夏日可以适当延长出游。有时天气变化很大，近
年气候有些反常，出发前请根据天气情况备好相应衣服。请查询法
国天气预报：www.meteofrance.com

新年 Nouvel an 1月1日 
新年前夜可以在铁塔下倒数，赏新年烟火，彻夜狂欢。元旦这天夏
约宫有各种欢庆活动，但是此日绝大部分博物馆商场也都将歇业一
起庆祝新年。

冬季打折 Les Soldes 1月9日-2月12日
原本欧洲的品牌基本上都便宜过国内价格，加上30-70%左右的打折
扣，这样的白菜价会让很多人疯狂。Chanel和LV等极少数品牌不参
加此活动，但是GUCCI、BV、DG、DIOR等大多数品牌也有部分货
品参与，只是选择不多。

巴黎狂欢节 Carnaval de Paris  2月10日
2013年的主题是“玩具世界”！
carnaval-paris.org

夏令时开始  3月31日
周日凌晨1:59:59，时间跳至3点整，当日出行以及有约会的朋友请
注意时间变化。即日起与北京时间缩短为6小时。

巴黎马拉松 Paris Marathon 4月7日 
4月7日(周日)早上8:45，第37届巴黎马拉松赛鸣枪。春季在这个最
适宜步行的城市举办的马拉松赛吸引了众多长跑爱好者。
www.parismarathon.com

国际劳动节“铃兰节”Fête du travail et du muguet 5月1日
这天绝大部分博物馆商店都关门，很多工会会组织示威游行活动。
同时这一天也是法国的“铃兰节”，大家会买上几束玲兰赠送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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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及自己，以带来一整年的好运。

二战纪念日 Victoire de la Guerre 5月8日
凯旋门下将会有向烈士送鲜花等纪念活动，此日部分博物馆闭馆休息。

第九届“博物馆之夜”Nuit des Musees 5月18日 
夜间参观博物馆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此日大部分博物馆从18:00
一直开放到午夜。
www.nuitdesmusees.culture.fr

法网公开赛 Roland-Garros French Open  5月21日-6月9日
大满贯系列赛之一。
www.fft.fr/rolandgarros

音乐节 Fête de la Musique  6月21日
这是北半球日照时间最长的一天，自1982年起成为法国的全民音乐 
节。无论是音乐家还是业余爱好者，这天都会让音乐充满巴黎的每
个角落。

同志游行 Gay Pride  6月29日
巴黎最大的游行活动，可以当作个七彩的节日。

巴黎国际航展 Paris Air Show  6月17-23日
全球两大国际航展之一，吸引无数航空爱好者的目光。今年为第50
届巴黎航展，其中6月21-23日为公众开放日，现在已开放售票。
www.paris-air-show.com

夏季打折 Soldes  6月26-7月30日
跟冬季打折一样，喜欢Shopping的不要错过哦。

热带狂欢节 Carnaval Tropical de Paris 
预计7月6日，具体时间待定。香榭丽舍的街头洋溢着热带风情，各
国民族在此狂欢。
www.carnavaltropicaldeparis.fr

国庆节 Fête nationale française 7月14日

绝大部分商店景点都关门，但是这天上午香榭丽舍有阅兵式，下午
马尔斯广场有演唱会，晚上则可欣赏国庆烟花!

第100届环法自行车赛最后一枪  7月21日
环法的最后一站，在环绕巴黎一圈后，将在香榭丽舍举行颁奖仪式。
www.letour.fr

巴黎海滩 Paris plages 7月20-8月20日
也许巴黎的唯一缺点就是没有海滩，但浪漫的法国人把夏日的塞纳
河岸铺上了人造海滩，你可以在塞纳河畔穿上比基尼!

          ★ 货币帮助  银行及兑换场所 见地图标识 
       外币兑换：机场，火车站，外币兑换处，银行的主要分理处一
般都可以进行外币兑换。交易前最好对汇率，手续费进行咨询确
认。旅行支票不推荐在法国使用，大部分商家都不能接受，而且不
少银行也不能兑换，一般兑换还需要手续费。尽量少带500欧的现
金，因为大部分商户拒收。

信用卡：Visa、Master card普遍通用，American Express，
Diners不少地方尚不接受，老佛爷Lafayette，春天百货Pintemps
等可以接受银联卡。信用卡挂失电话：08-92-70-57-05

ATM取现：银联卡可以在里昂信贷(LCL)，花旗银行(Citibank)，法国

农业银行(CA)，法国储蓄银行(Caisse D’epargne)等可以直接提现。

★ 邮局 见地图标识 
巴黎邮局的营业时间周一到周五8:00-19:00，周六
8:00-12:00。有些邮局营业时间早晚略有差异。寄
往中国明信片，20g以内平信最新邮资为0.89欧元。
特例：卢浮宫邮局(52 Rue du Louvre 75001 
Paris，地铁Louvre-Rivoli站) 每日营业23小时 7:20-次日6:20。

城际交通
★ 机场 见地图标识 
巴黎有两大民航机场：戴高乐机场CDG，奥利机场ORY；两机场间
有区间快线RER B+Orly Val以及法航大巴Airfrance Car连接；巴
黎大区外还有一个廉航伯韦机场BVA。乘坐飞机时请注意机票上的
机场代码。

http://www.meteofrance.com
http://www.meteofrance.com
http://carnaval-paris.org
http://carnaval-paris.org
http://www.parismarathon.com
http://www.parismarathon.com
http://www.nuitdesmusees.culture.fr
http://www.nuitdesmusees.culture.fr
http://www.fft.fr/rolandgarros
http://www.fft.fr/rolandgarros
http://www.paris-air-show.com
http://www.paris-air-show.com
http://www.carnavaltropicaldeparis.fr
http://www.carnavaltropicaldeparis.fr
http://www.letour.fr
http://www.letour.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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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 见地图标识 
巴黎市区(Zone1)有七个火车站，分别开往不同方向目的地。火车票
上一般都会标明具体到达车站，比如Paris Gare de Lyon等。除了
Gare de Bercy以及Gare d'Austerlitz，其他的火车站都分为
Transilien(巴黎大区内火车)以及Grand lignes(国内国际列车)两大
块，所以去火车站的时候注意分别两个标志的不同。巴黎大区还有
戴高乐机场、迪斯尼等火车站(Zone 5)，方便不进巴黎市的旅客。
法铁超过100公里的线路，火车晚点30分钟起赔。

★ 长途汽车
位于东边的Gallieni是巴黎汽车总站(Zone 2)，绝大部分国际线路始
发站。Euroline的另一大车站位于西边的La Defense(Zone 3)，请
注意车票上的具体车站。今年有Megabus及法铁集团Sncf的Id 
Bus进入大巴竞争行列，票价服务车况比Euroline更具竞争，巴黎到
伦敦可以买到甚至低于5欧的票价，而且大巴上还有wifi；其中新军
Id Bus的出发车站是Bercy(地铁6，14号线)火车站。

学⼀一点当地的语⾔言，了解⼀一些当地的历史、宗教和⽂文化，留出⼀一点时间和当地⼈人喝茶聊天，你会在旅途中收获更多的乐趣。

          ✈ 戴高乐机场 CDG，Aéroport Paris-CharlesdeGaulle A
    位于巴黎大区东北部(Zone 5)，分为CDG1、CDG2A-2G、
CDG3 多个航站楼，航站楼之间有24小时的免费CDG VAL(机场内
线轻轨)，且CDG2处有通往外省的TGV火车站，方便不进入巴黎市
区的旅客。

★ Tips：机场注意事项
从戴高乐直飞中国的航班一般与其他飞往亚洲的航班集中在同一时
间段，退税边检安检人流量较大，如果不能享受优先通道，建议尽
量提前去机场。边检和安检的时候建议排在靠近欧盟护照通道或者 
优先通道的队伍，一般速度较快，如果时间比较紧张，建议求助工
作人员协助办理登机手续。出发前务必确定好自己的航班在哪个机
场及哪个航站楼，如果你弄错航站楼，将浪费不少时间：比如说从
戴高乐的2A走到2E，可能需要30分钟。需要退税的朋友如果在时
间不足的时候建议选择改退信用卡；一般海关盖戳的队伍不长，但
是取现的队伍比较长比较慢。
戴高乐机场wifi价格下调，15分钟免费，30分钟1.9欧，90分钟4.5
欧，如果你在巴黎停留时间超过3天，其中会搭乘RER往返戴高乐机
场，直接购买1-5圈周票比较划算。现在很多酒店前台或者出租车公
司提供前往机场的拼车服务，性价比较高。
        
 公共交通     
区间快线RER B              机场大巴Roissy BUS
票价9.25欧，4:56~23:56  票价10欧，6:00-23:00
每10-15分钟一班   每15-20分钟一班
约30分钟到达火车北站  约40-60分钟开往Opera
另外还有公交大巴和夜车(NOCTILIEN)，最廉价的交通方式是
BUS350,351分别开往火车东站和Nation，每15-60分钟一班，行
程40-70分钟，票价：2-3张Ticket T+(见第3页“车票”)，夜间
0:30-4:30有N120、N121、N140。法航大巴AIRFRANCE CAR
有不同线路开往凯旋门，里昂火车站等参见：www . c a r s -
airfrance.com。TAXI根据时段，交通状况，目的地等不同，约
45-60欧元左右。

✈ 奥利机场 ORY， Aéroport de Paris-Orly                     A
位于巴黎大区南部(Zone 4)，有南站楼(Orly Sud)，西站楼(Orly 
Ouest)两个航站楼，之间有免费Shuttle Bus连接。

公共交通
机场快轨+区间快线B                     机场大巴
Orly Val+RER B    Orly BUS
票价11.30欧    票价7.2欧
4-7分钟一班    15-20分钟一班
6:00-23:00运行   开往Denfert-Rochereau
还可乘坐免费Shuttle BUS去Rungis换乘 RER C，Orly Sud站前
有BUS以及夜车Noctilien开往巴黎。法航大巴AIFRANCE CAR(参
考CDG机场资料)，TAXI到城区大概30-50欧元左右。

✈ 伯韦机场 BVA，Aéroport de Beauvais-Tillé              A
位于巴黎大区外，主要停靠Ryanair、Wizz等廉航。地铁1号线西北
Porte Maillot外有shuttle Bus去机场,每航班起飞前3小时15分开
一班车，15欧元，行程约75分钟。每班飞机到达时也有一班车开往
Porte Maillot。也可以从火车北站乘火车前往Beauvais再乘坐bus
或者TAXI去往机场(此方式比较耗时并且价格无优势，只适合途经北
站或者不进入巴黎的游客)。

公共交通
巴黎公共交通发达，RATP和SNCF等公司运营整个巴黎大区的交通
网络。M1-14号(加3bis和7bis)共16条地铁，ABCDE五条区间快
线，Transilien火车约400条公交线路加上45班夜车以及轻轨、水
上巴士等，构成了巴黎公交网络。
公共交通线路车次票价信息请查询：www.ratp.fr
交通地图：www.ratp.info/orienter/cv/carteidf.php?lang=uk

地铁Metro                                                                     
全世界最早投入使用的地铁，已有100多年历史。虽然巴
黎的地铁略显破旧，但是地铁里的卖艺者，水果小摊，地
铁海报等也是一种巴黎文化。 始发站首发车5:30，末班
车1:15到达终点站，周五，周六及节日前夜延长运行至2:15。高峰
期车次大约2-3分钟一班，夜间，周六车次频率稍低，周日、节日班
次相对较少。推荐：地铁M6号线，地铁上游览巴黎。

★ Tips：巴黎地铁
地铁的出口和入口不一样。进站需要检票，然后所检车票必须保留
到离开地铁站，否则将作为无票处理，遇到查票人员将处以25-40
欧不等的现场罚款。巴黎地铁车厢近年都在现代化更新中，但还有
些线路车厢较老,上下车需要手动开门如何换乘地铁可以去巴黎公共
交通的官网 www.ratp.info 查询。

区间快线RER                                                       
运行时间4:30到0:30，RER方便游客前往机场，凡尔
赛，迪斯尼等郊区场所。RER不一定所有经停线都停车，
所以上车前，首先注意站台上显示屏里此班车次的终点
站，同时还要注意站台显示牌或者车厢里显示的经停车站，是否能
到达您的目的地。RER进站需要检票，出站也需要检票，每次转乘
地铁的时候，需要持入站车票再检一次。
         
公共汽车BUS
首班车6:30，末班车一般20:30，也有部分线路运行至
0:30或更晚，24、26、27、64路适合观景。

http://place.qyer.com/poi/59594/?local_poi_id=59594
http://place.qyer.com/poi/59594/?local_poi_id=59594
http://place.qyer.com/poi/59594/map/?local_poi_id=59594
http://place.qyer.com/poi/59594/map/?local_poi_id=59594
http://www.cars-airfrance.com
http://www.cars-airfrance.com
http://www.cars-airfrance.com
http://www.cars-airfrance.com
http://place.qyer.com/poi/59595/?local_poi_id=59595
http://place.qyer.com/poi/59595/?local_poi_id=59595
http://place.qyer.com/poi/59595/map/?local_poi_id=59595
http://place.qyer.com/poi/59595/map/?local_poi_id=59595
http://place.qyer.com/poi/59596/?local_poi_id=59596
http://place.qyer.com/poi/59596/?local_poi_id=59596
http://place.qyer.com/poi/59596/map/?local_poi_id=59596
http://place.qyer.com/poi/59596/map/?local_poi_id=59596
http://www.ratp.fr
http://www.ratp.fr
http://www.ratp.info/orienter/cv/carteidf.php?lang=uk
http://www.ratp.info/orienter/cv/carteidf.php?lang=uk
http://place.qyer.com/poi/59599/?local_poi_id=59599
http://place.qyer.com/poi/59599/?local_poi_id=59599
http://www.ratp.info
http://www.ratp.info
http://place.qyer.com/poi/59600/?local_poi_id=59600
http://place.qyer.com/poi/59600/?local_poi_id=59600
http://place.qyer.com/poi/59601/?local_poi_id=59601
http://place.qyer.com/poi/59601/?local_poi_id=59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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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is Visite
可以选择购买Zone1-3或者1-5之间
1,2,3,5天的天票；在票面Zone内无限制
乘坐所有公共交通，而且还可以享受到
18个合作伙伴提供的优惠，例如：凯旋
门Arc de Triomphe: 20% 折扣；塞纳
河游船Bateaux Parisiens: 25% 折扣；枫丹白露城堡Chateau de 
Fontainebleau: 优惠2欧；老佛爷 Galeries Lafayette: 10%的折
扣(奢侈品等除外)，具体折扣情况参见商场。
www.ratp.fr/fr/ratp/c_22599/paris-visite

车票
可以根据自己的旅行计划，选择次票、天票、周票或月票：

★ 次票 Ticket t+
票价1.7欧，Carnet相当于10张次票，
售13.30欧，上bus后购次票为2欧。用
它转乘有一套复杂的规则，大致说来，
可以单程乘坐，也可以在90分钟内在地
铁以及Zone 2以内的RER之间转乘，或
者在公交车和Tramway之间转乘，但是这两组之间不能相互转乘。夜
车Noctilien和机场巴士不能乘坐。

★ 天票 Mobilis
天票Mob i l i s及青年周末票Jeunes 
Week-end(26岁以下周末和节日使
用)，当日有效，在票面Zone范围内使
用。不同Zone票价不同，购买后填上姓
名使用日期。不可以乘坐机场便捷交通Orly Val、Roissy/Orly 
BUS、Roissy Rail、Orly Rail。

青年周末票 Jeunes Week-end青年周末票 Jeunes Week-end

zones 1 - 3 €3.65

zones 1 - 5 €7.85

周票周票

zones 1 - 2 €19.80

zones 1 - 5 €34.40

★ 周票和月票 Pass Navigo Decouverte
购买时需附上一张照片以及5欧的不可退
补卡费。然后选择自己需要的交通zone
充值周票或者月票；周票从周一开始生
效，月票从1号开始生效。不可以乘坐
Orly Val。

         夜间公车Noctilien                                               
        运行时间0:30至5:30，45条线路一周七日运行，周
末及节日前夜车次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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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交通
★ 红色双层观光大巴 Cars Rouges
天气晴好的时候，露天的双层红色观光巴士是最讨喜的交通方式之
一，坐在大巴的顶上，可以从各个方向欣赏巴黎。巴黎市中心最重
要的9个景点大环线，上车买票，随上随下，有中文解说，绕一圈不
下车的话需要2小时15分。从9:30-21:30，夏季车次频繁到3-5分
钟一班，淡季大约10-13分钟一班；有1天票27欧和2天票29欧两
种。穷游专属优惠价格：2天票优惠4欧后25欧，见最后一页优惠
券。此交通方式比较合适在巴黎时间比较紧凑的朋友。
www.carsrouges.com

巴黎还有另外一家比较大型的绿色观光巴士l'open tour，线路更
多，价格较贵1天票31欧，2天票34欧。

★ 公共自行车 Vélib'
Vélib'是巴黎市政府的公共自行车租赁服
务。371公里的自行车道，20000辆自行
车，约1500个租赁站点遍及市区及近郊，
站点之间间隔约300米，24小时可以租用。

您可以在任何一个租用站点取车还车。租用自行车需要注册一个租
借卡，短期租借天票1.7欧，周票8欧。每次租车半个小时内免费，
31-60分钟内加收1欧，61-90分钟内再加收2欧，90分钟后每半小
时加收4欧。

★ 自驾
巴黎市政府，旅游局都强烈建议不要使用私家车及租车。为了环保，
巴黎市政府去年新设了类似公共租用自行车Velib'的公共租用环保汽
车Autolib'，由于Autolib'不太适应也不建议游客使用，所以这里不
多介绍。法国交通法规基本跟中国一样，中国游客等持短期签证，可
以使用国际驾照在法国驾驶。除了环保原因以外，巴黎市区车位难找
或者较贵，单行线较多，公车道较多，不太适合自驾。如果在巴黎郊
区旅游，或者环法旅游，可以考虑租车自驾。
www.autoeurope.cn/index.cfm?aff=go2eu

★ TAXI
在机场、火车站以及出租车站处可以搭乘
出租车。在非Taxi车站处 遇上空车(亮白
灯)司机一般都会拒载。住宿、餐馆等处都
可以电话预定 Taxi。

天票 Mobilis天票 Mobilis

zones 1 - 2 €6.60

zones 1 - 5 €15.65

http://www.ratp.fr/fr/ratp/c_22599/paris-visite/
http://place.qyer.com/poi/62031/?local_poi_id=62031
http://place.qyer.com/poi/62031/?local_poi_id=62031
http://www.ratp.fr/fr/ratp/c_22599/paris-visite/
http://www.ratp.fr/fr/ratp/c_22599/paris-visite/
http://place.qyer.com/poi/59602/?local_poi_id=59602
http://place.qyer.com/poi/59602/?local_poi_id=59602
http://place.qyer.com/poi/88696/?local_poi_id=88696
http://place.qyer.com/poi/88696/?local_poi_id=88696
http://www.carsrouges.com
http://www.carsrouges.com
http://www.carsrouges.com
http://www.carsrouges.com
http://place.qyer.com/poi/59606/?local_poi_id=59606
http://place.qyer.com/poi/59606/?local_poi_id=59606
http://place.qyer.com/poi/59607/?local_poi_id=59607
http://place.qyer.com/poi/59607/?local_poi_id=59607
http://www.autoeurope.cn/index.cfm?aff=go2eu
http://www.autoeurope.cn/index.cfm?aff=go2eu
http://place.qyer.com/poi/59608/?local_poi_id=59608
http://place.qyer.com/poi/59608/?local_poi_id=59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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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场 Cabarets

红磨坊 Moulin Rouge 见地图标识                                 A
巴黎最有名的秀场，历史最久远，地处巴黎红灯区，
消费90-180欧。
地址：82 boulevard de Clichy,75018 Paris
地铁：Blanche站 (M2线)。
www.moulinrouge.fr

丽都 Lido 见地图标识                                                     A
就在香榭丽舍大道上，传闻巴黎最华丽的秀场，接受银联卡，有中
文网页。
地址：116 Bis Avenue Des Champs-Elysees,75008 Paris
地铁：Gerge V站 (M1线)。
www.lido.fr

★ 演唱会 Concert
在巴黎地铁街头，经常可以看见一些国际巨星的演唱会宣传海报。 
演唱会主要集中在贝西体育馆Palais Omnisports de Paris-
Bercy，法兰西体育馆Stade de France，巴黎王子公园球场Le 
Parc des Princes。其他地方比如Zenith也有不少著名演唱会。关
于购票，可以在相应网站上买，也可以去Fnac、家乐福等地方买，
有时候，有些太热门的票已售完时，可以看看二手票交易或者在门口
等待机会。

在拍摄别⼈人之前，请尽量取得被拍摄者的同意。如果有幸被允许拍照，请尽量在旅⾏行结束后给他们寄回⼀一些照⽚片。

活动
★ 体育活动
对于爱好体育的朋友，法国网球公开赛、环法自行车赛不可错过，
还可去法兰西体育馆(Stade de France)看场球赛。

法网(Internationaux de France)每年5月中到6月初举行，地点是
Stade de Roland Garros特有的红土球场；

环法(le Tour de France)每年7月举行，最后一天的比赛会把终点
设置在香榭丽舍大街，这时通常比赛大局已定，还会在凯旋门前面
进行颁奖仪式。

法兰西体育场在巴黎市郊的Saint-Denis，它是法国唯一的欧足协五
星级球场，1998年法国队就是在这里战胜巴西队，首次获得世界杯
冠军。

★ 歌剧 Opera
巴黎有两个大剧院，喜欢歌剧和芭蕾的朋友可不要错过这个艺术天

堂。巴黎有两大国家歌剧院，一是加尼叶歌剧院(Palais Garnier) 

A ，还有一家是巴士底歌剧院(Opera Bastille)见地图标识  A
具体的歌剧演出情况可以在官网上找到：www.operadeparis.fr

★ 戏剧 Theatre
巴黎有140多个剧场，剧场的活动可以参考巴黎旅游局的相关信
息，或者官方网站：
www.chatelet-theatre.com      www.theatredurondpoint.fr
www.mogador.net

餐饮
作为美食之都的巴黎，你几乎可以找到任何你想吃的菜肴，法餐、意
大利餐及其他欧洲菜系遍布巴黎；中餐、日餐等亚洲美食也随处可
见，还能找到阿根廷菜、古巴、墨西哥等美洲美食，非洲、阿拉伯美
食也能在此享受。同时你还能惬意的喝咖啡、泡茶、品尝甜点...

★ 营业时间
餐馆Restoran t一般营业时间是午餐12 :00 -15 :00，晚餐
19:00-23:00，周日和节日休息；也有些餐馆周一休息，还有少数一
周7天营业，甚至24小时营业的餐厅也有；其他时间Brasserie(啤酒
屋)，Cafe(咖啡厅)，Bistrot au Vin(小酒馆)也是不错的选择。

★ 预约 
一些声誉好的餐馆和高档餐馆，最好提前预约，否则排队或者客满
的情况时常发生；一般都可以进行电话预约，不少高档餐馆还可以
在网上预约。

★ 小费 
菜单里含服务费。给小费并非强制，如果觉得服务或者菜肴不错的
话，顺手留下5-10%的小费也是一种礼节。

★ 菜单价格
法国的所有菜单价格是含了消费税TVA和10-15%的服务费，账单
就是菜单上的价格，不含有任何附加费；最新餐饮税为7％，大部分
地方午餐都有特价，套餐价格可能比晚餐便宜30-50%左右。

         巴黎统一叫车电话：01-45-30-30-30 
         最大的两家出租车公司：Taxi G7 0147394739(英文) 3607(本
地拨号)；Taxis Bleus  0149361010(英文) 3609(本地拨号)
起步价2.4欧，最低车费6.6欧，超过三人搭乘，超出人数每人3欧，
超重及特殊行李1欧一件。根据行驶时段，地区不同，分ABC三种资
费，每公里0.96欧/1.21欧/1.47欧。

巴黎的出租车一般预约为主，但是预约的车需要支付来车的里程和
停留时间的费用，往往上车时就已经超出起步价好几欧元。也可以
在Taxi站点附近打车，顶灯绿色表示是空车，如果在路边或者十字
路口附近拦车，衣冠不整，行李肮脏，目的地超出的士行驶范围
等，出租车是会拒载的。顶灯下有蓝红白三只小灯，分别表示三种
不同的资费。 

★ Tips：塞纳河游船                                              A
塞纳河上有多家公司提供游船及就餐服务,比较推荐铁塔下方最大的 
游船公司Ba t e a u x P a r i s i e n s ,有中文网页的详细介绍 : 
www.bateauxparisiens.com。Bateaux Parisiens的游船较新, 全
透明玻璃窗,每个座椅配有中文解说器。
票价：成人13欧，使用锦囊最后一页的优惠券特别优惠8欧有效期
到3月31日。 

http://www.mogador.net/
http://place.qyer.com/poi/33931/?local_poi_id=33931
http://place.qyer.com/poi/33931/?local_poi_id=33931
http://place.qyer.com/poi/33931/map/?local_poi_id=33931
http://place.qyer.com/poi/33931/map/?local_poi_id=33931
http://www.moulinrouge.fr/
http://www.moulinrouge.fr/
http://place.qyer.com/poi/55626/?local_poi_id=55626
http://place.qyer.com/poi/55626/?local_poi_id=55626
http://place.qyer.com/poi/55626/map/?local_poi_id=55626
http://place.qyer.com/poi/55626/map/?local_poi_id=55626
http://www.lido.fr/
http://www.lido.fr/
http://place.qyer.com/poi/59613/?local_poi_id=59613
http://place.qyer.com/poi/59613/?local_poi_id=59613
http://place.qyer.com/poi/59613/map/?local_poi_id=59613
http://place.qyer.com/poi/59613/map/?local_poi_id=59613
http://place.qyer.com/poi/53600/?local_poi_id=53600
http://place.qyer.com/poi/53600/?local_poi_id=53600
http://place.qyer.com/poi/53600/map/?local_poi_id=53600
http://place.qyer.com/poi/53600/map/?local_poi_id=53600
http://www.operadeparis.fr
http://www.operadeparis.fr
http://place.qyer.com/poi/59614/?local_poi_id=59614
http://place.qyer.com/poi/59614/?local_poi_id=59614
http://www.chatelet-theatre.com
http://www.chatelet-theatre.com
http://www.theatredurondpoint.fr
http://www.theatredurondpoint.fr
http://www.mogador.net/
http://www.mogador.net/
http://place.qyer.com/poi/59609/?local_poi_id=59609
http://place.qyer.com/poi/59609/?local_poi_id=59609
http://place.qyer.com/poi/59609/map/?local_poi_id=59609
http://place.qyer.com/poi/59609/map/?local_poi_id=59609
http://www.bateauxparisiens.com
http://www.bateauxparisie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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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菜单
       正式的经典法餐，高档餐厅的法餐可能会详细分到11道以上，
而且还会每一道配上不同的酒，这无疑是最斟酌的一道美食盛宴，
如果有条件，选择一家米其林三星去体味下法餐的精华吧。当然，
一般的大众法餐，一个普通的套餐Menu/Formule是分成三道：头
道/前菜+主菜+甜点；有些餐厅还有不少简易套餐，就是 头道/前菜
+主菜 或者 主菜+甜点，一般酒水另点。

★ Tips: 点菜
前菜 Entrée / Hors d'Oeuvre
一般包括 Soupe / Potage 汤，Salade 沙拉，Crudite 冷盘，比
较有名的 Foie gras 鹅肝，Escargot 蜗牛 都属于头道
主菜 Plat

* Viandes 肉类 或 Rotisserie 烧烤：Veau 小牛肉，Boeuf 牛，

Porc 猪，Agneau 羊，Poulet 鸡，Canard 鸭，Jambon 火腿，
Saucisson 香肠

*牛排：五分熟Saignant / 七分熟 A point  / 全熟 Bien cuiit

* Poissons / Fruit de mer 海鲜：Crevette 虾，Saint-Jacques 

干贝，Homard 螯虾，Thon金枪鱼，Langouste 龙虾，Huitre 牡
蛎，Moule 贻贝，Saumon 三文鱼
配菜 Accompagnement
一般有 Frites 薯条，Haricot vert 豆角，Riz 米饭

*Legumes 蔬菜类：Asperge 芦笋，Auberg ine茄子，

Concombre黄瓜，Herbe香草，Choux 包菜，Epinard 菠菜，
Oignon 洋葱，Carotte胡萝卜

★ 法餐

比较经济的连锁餐馆，包括河马餐厅 A (Hippopotamus，

www.hippopotamus.fr)，以河马为标志，主营法式牛排，遍布巴
黎各地营业时间较长，人均消费20-30欧不
含酒水；还有克莱蒙之家(Chez Clement，
www.chezclement.com)主营法国家常菜。

★ 推荐餐馆

Chez Clement, Opera 见地图标识                                A
克莱蒙之家，主营法国家常菜，装饰也比较有乡土特色。人均消
20-30欧不含酒水。
地址：17 Boulevard des Capucines, 75002 Paris
地铁：Opera站(M3,7,8线)。
www.chezclement.com

La Coupole 见地图标识                                             A
装饰精美，众多名人曾光顾于此，像海明威、西蒙·波娃等。
地址：102, bd du Montparnasse, 75014 Paris
人均消费：50欧左右。
地铁：Vavin站(M4线)。

L'Escargot Montorgueil 见地图标识                             A
位于老食街上已经有180历史的“蜗牛餐厅”，“蒜香ail、咖喱
Curry、奶酪Roquefort”三种口味的蜗牛拼盘是这里的主要卖点，
这里的牛肉、红酒也不错，服务好。如果不在这里用餐，可以在街
边的露台单点一盘蜗牛享用。人均消费30-50欧。
地址：38 Rue Montorgueil  75001

穷游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种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穷游是⼀一种聪明的旅⾏行。

地铁:  Sentier(M 3)   Etienne Marcel(M 4)   Les Halles( M 4)
RER：Chatelet-Les Halles(RER A、B、,D线 M 1、4、7、11、14)。
www.escargot-montorgueil.com

Restaurant Chartier 见地图标识                                  A
能人居，百年老店，米其林及许多导游书推荐巴黎最便宜的法餐厅
之一，其中有有1欧的沙拉和汤，菜价约10欧左右，人均消费
10-20欧。也许因为价格太便宜，所以门口经常是长队(近年质量下
滑，笔者及身边最近去试用过的朋友并不推荐此家餐厅，但作为感
受巴黎大排档的氛围还是值得一试)。
地址：7 Rue du Faurbourg Monmarte,75009 Paris
地铁：Grand boulevard站(M8线)。

★ Tips：巴黎小吃
布列塔尼薄饼(Crêpe)
分甜味(sucre)和咸味(Salé)两种，一般售价2-5欧
一个，也有贵到10欧的街头小店。Rue de 
Montparnasse可以说是Crêpe一条街。

比利时方块薄饼(Gauffre)
法国北部小吃，牛奶，奶油，糖为主要原料。

法式三明治(Sandwich)
法式长棍剖开，里面夹火腿，生菜，番茄，奶酪，金枪鱼等。注意
法棍外面比较硬，不一定能适应。

其他
意大利三明治(Panini)，土耳其烤肉，
希腊三明治 (Kebab/Sandwich Grecque)

★ 咖啡馆
著名的左岸咖啡指的是塞纳河左岸的咖啡馆。这里著名的咖啡馆有 
地牢的墓穴(le caveau des oubliettes)、小桥咖啡(café du Petit 
Pont)、选择(le Select)、丁香庄园(La closerie des Lilas)、花之
咖啡(café de Flore)、双偶(les Deux Magots)等。

★ 中餐
巴黎的中餐虽然好过欧洲其他地方，但不可跟国内对比。13区Porte 
Choisy站(M7线)附近是粤菜及东南亚菜的聚集点，Belleville站(M2,11
线)附近是温州菜的聚集点。川菜，湘菜，云南菜，鲁菜也都有。

★ 世界特色
Pizza Pino是24小时营业的意大利pizza店，意大利餐连锁Bistro 
Romain分店遍布巴黎各处；Leon de Bruxelles则是比利时餐，有
来自比利时的新鲜贻贝(青口)；Opera站附近有不少正宗日餐,特别
是Rue Sainte Anne一条街；15区集中有正宗韩餐；另外泰国菜和
越南菜也能在巴黎找到。

★ 甜点
去巴黎一定得尝的法式甜点就是马卡龙
(Macaron )。甜品店的连锁品牌很多，La      
Duree是传统法式甜点的第一选择，Le Notre则
是法国糕饼新派始祖，Pierre Herme有巴黎最棒的马卡龙Macaron。
Angelina的“勃朗峰”和热巧克力也深受甜点爱好者的欢迎。

http://place.qyer.com/poi/40249/?local_poi_id=40249
http://place.qyer.com/poi/40249/?local_poi_id=40249
http://place.qyer.com/poi/40249/map/?local_poi_id=40249
http://place.qyer.com/poi/40249/map/?local_poi_id=40249
http://www.hippopotamus.fr
http://www.hippopotamus.fr
http://www.chezclement.com
http://www.chezclement.com
http://place.qyer.com/poi/59616/?local_poi_id=59616
http://place.qyer.com/poi/59616/?local_poi_id=59616
http://place.qyer.com/poi/59616/map/?local_poi_id=59616
http://place.qyer.com/poi/59616/map/?local_poi_id=59616
http://www.chezclement.com
http://www.chezclement.com
http://place.qyer.com/poi/55582/?local_poi_id=55582
http://place.qyer.com/poi/55582/?local_poi_id=55582
http://place.qyer.com/poi/55582/map/?local_poi_id=55582
http://place.qyer.com/poi/55582/map/?local_poi_id=55582
http://place.qyer.com/poi/88697/?local_poi_id=88697
http://place.qyer.com/poi/88697/?local_poi_id=88697
http://place.qyer.com/poi/88697/map/?local_poi_id=88697
http://place.qyer.com/poi/88697/map/?local_poi_id=88697
http://www.escargot-montorgueil.com
http://www.escargot-montorgueil.com
http://place.qyer.com/poi/59618/?local_poi_id=59618
http://place.qyer.com/poi/59618/?local_poi_id=59618
http://place.qyer.com/poi/59618/map/?local_poi_id=59618
http://place.qyer.com/poi/59618/map/?local_poi_id=59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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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 综述
从20欧左右的青年旅馆床位到13900欧的Ritz王宫式套房，巴黎有
满足不同需求的所有住宿。虽然选择很广，但是由于游客众多，如
果要住在市区，最好提前预订，否则旺季时满房情况时常发生。巴
黎五星级酒店较少，一般价位是500欧元起。市区地理位置不错的
三四星级酒店价位一般在150-500欧元。如果偏向时尚购物，建议
居住在Opera歌剧院地区，这里是巴黎最适合购物旅游的地区，酒
店特别集中，价位偏高。如果偏向更文艺或小资式旅行，左岸的拉
丁区将是不错的选择。
巴黎旅游局的合作网站：www.hotels-paris.fr/zh
100家巴黎小酒店：www.small-hotels-of-paris.com

★ Tips：如何在BOOKING网站上预定酒店
预订链接：www.qyer.com/hotel
打开BOOKING网站，然后直接在黄色方框
里输入“Paris"，到达与离开的时间，就可
以找到巴黎的几千家酒店。你不但可以根据
价格、星级、地点、风格等选项,也可以根据
是否有免费无线网络、停车场、机场班车，
甚至在地图上直接找到适合自己的酒店。虽
然绝大部分需要填写信用卡，但只是担保，
并不在预定的时候划款。全部是到酒店现付的。请注意看一下不同
酒店的取消条件。

★ 经济型酒店
经济型酒店一般分布在近郊市区边缘地带或者治安较差的18、19、
20区较多。如果停留时间较长，喜欢自己做饭，可以选择酒店式公

请不要购买任何野⽣生动物制品，包括⻥鱼翅、珊瑚、海⻳龟制品、蛇⽪皮、象⽛牙、犀⽜牛⾓角、沙图什等等。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

寓。自驾者可以有郊外的露营，经济连锁公寓及星级酒店等众多选
择，大部分价位在30-100欧之间。普通二星级及以下酒店价格在
100-150欧之间，也有100欧左右的经济型酒店。如果提前预订，
促销时会有低于100欧甚至50欧元左右。

★ 青年旅馆 Hostel
学生的首选，适合认识新朋友，缺点是条件一般，有时候一个房间
甚至十几个床位，有些还有年龄限制35岁以下。价格一般15-35欧
左右一个床位，有些含简单早餐。

在穷游上预订全球青年旅舍：
reservation.bookhostels.com/qyer.com
巴黎旅游局推荐青年住所：
en.parisinfo.com/paris-hotels/young-paris

★ 法国人家庭旅馆 chambre d'hotes
是否想让让本地人带你游巴黎，了解法国人日常生活？有些法国人
把自己家或者一间几间房来招待客人，房屋条件一般都有统一规
定，屋主一般都要求会英文，了解当地景点，餐馆，有些还可以在
家为你做法餐，价格适宜，让你更深入法国，这种住所一般在巴黎
叫chambre d'hotes，其他地区叫Gites。

巴黎旅游局推荐住所：www.parisinfo.com

★ 短租公寓
想呆长一点时间，家庭式的生活，短租无疑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巴
黎比较大的两家机构：www.citea.com   www.residhotel.com

★ 华人家庭旅馆
巴黎有不少华人家庭旅馆，条件看起来很诱人：省钱、性价比高，
而且不用担心语言问题，店家可以用汉语向你介绍旅行路线。但是
住进去究竟好不好，很大程度上要碰运气了。有的穷游儿住过条件
很不错的华人家庭旅馆，但是遇到问题的也不在少数：空间狭小、
卫生糟糕、位置偏僻，而且不少店主的态度很恶劣。出了问 题也常常投
诉无门，因为大多数这样的旅馆是没有营业执照的。

这样的华人家庭旅馆，一般是留学生或在法国工作的中国人，为了补贴
收入在租的房间里开设的，并非正规的旅馆。条件究竟好不好，就完全
要凭自己判断了。而且预定程序也很不正规，一般在qq或msn上进行，
不论是店家还是预订者都习惯于临时更改日期、房间。如要选择华人家
庭旅馆，请在穷游超市：qyer.com/shop 查询，并广泛搜索该旅馆的
评价，选择信用最好的旅馆，预定房间时请遵守信用。

★ 沙发冲浪
CouchSurfing，或sofa surfing，通常翻译为沙发客、沙发冲浪或
者沙发旅行。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公益网络，简单的说，如果你旅行
到当地时，你可以作为一名沙发客住在当地会员家；如果有别的会   
员来你的城市时，你可以接待他们住你家，既可以省钱又能进行文化交
流。即使不能提供住宿，你还可以选择“出去喝一杯”，即做免费导
游带他们逛你的城市。除此以外，还有沙发客举行各种聚会。这个  
全球性的沙发客网站已经有了200多万注册会员，如果你感兴趣，可
以访问：www.couchsurfing.org 

         ★ 冰淇凌

         Amorino                                                               A                                                                       
意大利小天使冰激凌，巴黎最畅销的冰激凌，勾起了无数人的食欲!

Maison Berthillon 见地图标识                                       A
传说中最好吃的法国冰激凌。
地址：31 Rue Saint Louis en l'Ile，75004 Paris
地铁：Pont Marie站(M7线)

★ 酒吧 Bar
巴黎的酒吧一般营业到凌晨2点结束。不少酒吧都有happy hour，
这个时段酒水比较便宜，或者份量比较足。巴黎的酒吧区主要集中
在Bastille附近，顶级酒店都有一些很精致的酒吧。开放的巴黎还有
位于Marais的同志酒吧区。

★ Tips：如何寻找美食
除了米其林的指南，在法国，另外一本特别有名的Guide那就是
Routard，他们基本找遍了巴黎各个角落各个档次的各种美食。如
果你看到哪个餐馆门口贴满了Michelin、Routard及其他推荐标
志，那这餐馆就该挺不错的，但是同时可能会遇到排长队的情况
的！如有可能最好先预定！

http://www.couchsurfing.org
http://www.hotels-paris.fr/zh/
http://www.hotels-paris.fr/zh/
http://www.small-hotels-of-paris.com/
http://www.small-hotels-of-paris.com/
http://www.qyer.com/hotel
http://www.qyer.com/hotel
http://place.qyer.com/poi/59623/?local_poi_id=59623
http://place.qyer.com/poi/59623/?local_poi_id=59623
http://place.qyer.com/poi/59624/?local_poi_id=59624
http://place.qyer.com/poi/59624/?local_poi_id=59624
http://reservation.bookhostels.com/qyer.com/
http://reservation.bookhostels.com/qyer.com/
http://en.parisinfo.com/paris-hotels/young-paris/
http://en.parisinfo.com/paris-hotels/young-paris/
http://place.qyer.com/poi/59625/?local_poi_id=59625
http://place.qyer.com/poi/59625/?local_poi_id=59625
http://www.parisinfo.com/hotels-paris/chambres-d-hotes-b-b-1/
http://www.parisinfo.com/hotels-paris/chambres-d-hotes-b-b-1/
http://place.qyer.com/poi/59626/?local_poi_id=59626
http://place.qyer.com/poi/59626/?local_poi_id=59626
http://www.citea.com
http://www.citea.com
http://www.residhotel.com
http://www.residhotel.com
http://place.qyer.com/poi/59627/?local_poi_id=59627
http://place.qyer.com/poi/59627/?local_poi_id=59627
http://go2eu.com/shop
http://go2eu.com/shop
http://www.couchsurfing.org
http://www.couchsurfing.org
http://place.qyer.com/poi/45834/?local_poi_id=45834
http://place.qyer.com/poi/45834/?local_poi_id=45834
http://place.qyer.com/poi/45834/map/?local_poi_id=45834
http://place.qyer.com/poi/45834/map/?local_poi_id=45834
http://place.qyer.com/poi/59619/?local_poi_id=59619
http://place.qyer.com/poi/59619/?local_poi_id=59619
http://place.qyer.com/poi/59619/map/?local_poi_id=59619
http://place.qyer.com/poi/59619/map/?local_poi_id=59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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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 
★ 综述 
巴黎是购物的天堂，一年中冬夏两个打折季更是让众多人为之疯狂。
Chanel、BV、Gucci、LV等欧洲名牌相比亚太区是便宜了许多，退
税后比香港都要便宜不少。如果时间少，需要购买的品牌多，可以选
择在老佛爷或春天等百货公司，一次性采购，一次性办理退税单。如
果专注于某个心仪品牌，那么去她的旗舰店，购物环境会更舒适。时
间比较充裕，专门来购物的话，那就选择适合自己的购物商圈去尽情
享受。Outlet位于远郊，去之前查查看是否有您中意的品牌。如果偏
向Zara、H&M、Mango等平价品牌，可以去香榭丽舍或者Opera附
近。高端护肤品可以在百货公司、Sephora、Marionnaud等连锁店
及机场采购，一般来说美国日本品牌不是特别划算，药妆在
Pharmacie药店都有出售，价格相对亚洲特别实惠。当然巴黎也有不
少古董二手店等，可以淘到您的珍宝。法国的电子产品普遍较东亚地
区较贵，不宜采购。

★ 巴黎四大购物商圈

黄金三角 Triangle d'Or                                                              A
位于香榭丽舍旁边，乔治五世大街 Avenue George V、弗朗索瓦
一世街Rue Francois 1er、蒙田大道Avenue Montaigne构成了巴
黎最奢华的黄金三角，这里聚集了近乎全部知名的顶级名牌： 
Gucci、LV、Dior、Chanel、Dolce&Gabana等。
地铁：George V站(M1线)，Franklin D.Roosevelt站(M1,9线)，
Alma Marceau站(M9线)

圣·多诺黑街 Rue Saint-Honoré                                      A
这里是巴黎时尚的最前沿，新老时尚势力的融合与碰撞在此上演。
这里曾是贵族居住区，街上汇集了众多奢侈品店和古董店，丝巾专
家爱玛仕(Hermès)更是从1837年起就落脚此地了。此外Chanel、
Dior、Gucci、Versace等聚集于此。新近宠儿LV前设计师自创品
牌Marc by marc jacobs也在此：19 Place du marché Saint-
Honoré 75001 Paris。一定不能错过的是位于此街的213号：
COLETTE，这家概念店吸引了无数时尚达人的眼球。
地铁：Pyramides站(M7,14线)，Palais Royal-Musee du Louvre
站(M1,7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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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多姆广场 Place Vendôme                                           A     
这里的珠宝店在19世纪初就已经名闻遐迩。那些闪得让人眩晕的珠
宝是当之无愧的主角。珠宝商们在此云集，一些巴黎的老字号固守
这里，后来者如Chaumet、Dior、Chanel等名牌也毫不逊色。
地铁：Opera站(M3,7,8线)，Tuileries站(M1线)。

圣日耳曼 Saint Germains des Pres                         A
这里不光以左岸咖啡有名，Armani、LV、Dior、Ralph Lauren等
为您提供一个闲适的购物环境。Sevres-Babylone有最高档的百货
公司Bon Marche。除了购物外，还可以去Armani以及Ralph 
Lauren里悠闲地喝杯咖啡。
地铁：Saint Germains des Pres站(M4线)，Sevres-Babylone站
(M10,12线)。

★ 购物中心、购物街
老佛爷百货公司 Galeries Lafayette Haussmann

见地图标识                                                            A
www.galerieslafayette.com 
巴黎最大的百货公司，平均每日有10万人次光临，建于1895年，
如今中国游客超过日本美国，成为此百货公司的第一大客户群,外国
人(非法籍)可以直接在柜台免费索取10%折扣卡，也可以从某些酒
店，或者Paris Visite观光卡直接获得，除了红点商品(LV、Chanel
等奢侈品牌、食品红酒)外都可以打折，同时还可以获得12%的信用
卡退税，或者10.8%的现金退税。
旗舰地址：40 Boulevard Haussmann，75009 Paris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9:30-20:00，周四 9:30-21:00 
地铁：Chaussee d′Antin站(M7,9线)，Havre-Caumartin站

(M3,9线)
RER：Auber站(A线)。

春天百货 Printemps Haussmann 见地图标识                 A
departmentstoreparis.printemps.com 
建于1865年的春天百货紧靠老佛爷，3栋楼27层，43500平米，每
年接待750万人次，其中20%是外国游客；外国人(非法籍)直接在网
站或者前台索取10%折扣卡，巴黎旅游局刊物等都附有折扣券，还
可以获得12%的信用卡退税，或者10%的现金。 但Gucci等奢侈品
牌，食品、红酒不能打折。

旗舰地址：64 Boulevard Haussmann，75009 Paris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 9:35-20:00 ，周四 9:35-22:00 
打折期间或者圣诞新年假期前，某些周日营业
地铁：Havre-Caumartin站 (M3,9线)
RER：Auber站(A线)。

Outlet ---La Vallee Village                               A
全年365天开放，所有商品至少33%的折扣。
有Armani、Burberry、Dolce&Gabbana，Kenzo等品牌。 营业
时间：10:00-20:00(周日10:00-19:00) 
RER：Val d'Europe站(A线) 。

Fauchon 见地图标识                                                     A                                         
甜点巧克力，法式茶叶，葡萄酒等法国土特产的购物点。
地址：24-26Place de Madeleine，75008 Paris

         ★ 巴黎酒店注意事项
       1. 大部分酒店都可以通过订房网站以及酒店自己的网站预订，
预订时建议最好注意酒店所在区域是否交通方便，入住客人的评
价，市内18,19,20区及近郊93省的治安需要注意，这些地区酒店邮
编编码一般为(75018,75019,75020及93XXX)。
2. 巴黎的酒店一般都不带牙刷和拖鞋等个人洗洁用品，所以个人洗
漱用品请备好。
3. 酒店房间价格一般不含早餐，早餐需要另外计费，早餐一般分简
单套餐Continental和自助餐Buffet两种(一般在5-50欧一人)。          
4. 酒店几乎都有无线网络，但并不一定都是免费的，酒店等级越
高，网络付费情况越普遍。
5. 少数酒店没有电梯，法律规定二星级的酒店五层楼以上必须有电
梯，三星级的酒店四层楼以上必须有电梯，行李多的朋友最好提前
咨询酒店。
6. 市内酒店房间面积跟中国相比普遍较小，双人房一般规定不能供
三人使用，有些酒店可以加床，有些酒店需要预订三人间或者套
房。预订时注意加床费用或者是否许可小孩跟大人同床。

http://place.qyer.com/poi/59628/?local_poi_id=59628
http://place.qyer.com/poi/59628/?local_poi_id=59628
http://place.qyer.com/poi/59628/map/?local_poi_id=59628
http://place.qyer.com/poi/59628/map/?local_poi_id=59628
http://place.qyer.com/poi/59629/?local_poi_id=59629
http://place.qyer.com/poi/59629/?local_poi_id=59629
http://place.qyer.com/poi/59629/map/?local_poi_id=59629
http://place.qyer.com/poi/59629/map/?local_poi_id=59629
http://place.qyer.com/poi/51690/?local_poi_id=51690
http://place.qyer.com/poi/51690/?local_poi_id=51690
http://place.qyer.com/poi/51690/map/?local_poi_id=51690
http://place.qyer.com/poi/51690/map/?local_poi_id=51690
http://place.qyer.com/poi/59631/?local_poi_id=59631
http://place.qyer.com/poi/59631/?local_poi_id=59631
http://place.qyer.com/poi/59631/map/?local_poi_id=59631
http://place.qyer.com/poi/59631/map/?local_poi_id=59631
http://place.qyer.com/poi/49492/?local_poi_id=49492
http://place.qyer.com/poi/49492/?local_poi_id=49492
http://place.qyer.com/poi/49492/map/?local_poi_id=49492
http://place.qyer.com/poi/49492/map/?local_poi_id=49492
http://www.galerieslafayette.com/
http://www.galerieslafayette.com/
http://place.qyer.com/poi/45086/?local_poi_id=45086
http://place.qyer.com/poi/45086/?local_poi_id=45086
http://place.qyer.com/poi/45086/map/?local_poi_id=45086
http://place.qyer.com/poi/45086/map/?local_poi_id=45086
http://departmentstoreparis.printemps.com/
http://departmentstoreparis.printemps.com/
http://place.qyer.com/poi/37821/?local_poi_id=37821
http://place.qyer.com/poi/37821/?local_poi_id=37821
http://place.qyer.com/poi/37821/map/?local_poi_id=37821
http://place.qyer.com/poi/37821/map/?local_poi_id=37821
http://place.qyer.com/poi/43809/?local_poi_id=43809
http://place.qyer.com/poi/43809/?local_poi_id=43809
http://place.qyer.com/poi/43809/map/?local_poi_id=43809
http://place.qyer.com/poi/43809/map/?local_poi_id=43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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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时间：周一到周六 9:00-21:00
          地铁：Madeleine站(M8,12,14线)。

 ★ Tips：打折季 Soldes
一般一年有两次大型的打折季，冬季打折一般在
圣诞新年假期后，持续3-6周，夏季打折则一般在
6月底和7月初，持续一个月左右，大部分品牌都
有30%-70%的折扣，不过LV、Chanel不参加打
折行列，Gucci、Burberry等品牌一般都有商品
打折促销，近年因为经济萧条，非打折季时有些商家也有不同程度
的促销。老佛爷，春天百货春秋季也都有一周左右的打折，部分品
牌低到50%。

2013年冬季打折法国大部分地区从1月9号开始至2月12日结束。 
        
★ 纪念品、小店
法国的普通纪念品如明信片、冰箱贴、纪念币、钥
匙扣、恤等都可以在书报亭买到，蒙马特地区比较
集中。而法国的土特产一般比较昂贵，比如葡萄
酒、鹅肝酱、黑松露、甜点巧克力等，Madeleine
教堂附近比较集中。药店Pharmacie不光卖药，还
卖化妆品，价格比国内便宜不少，有些贴着Taxe Free的商店还可
以享受退税。

CITY PHARMA 见地图标识                                           A                                 

据说巴黎最便宜的药妆店
地址：26 Rue du Four, 75006 Paris
地铁：St. Germains des Pres站(M4线)

★ 超市
巴黎常见的小超市便利店有家乐福、Monoprix、
Franprix、ED、DIA等等，前两者营业时间较长，
但一般周日不营业或者上午营业。夜间或者周日节
日可以去阿拉伯人便利店，价格较贵。

★ 退税销售 TA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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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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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大使馆 见地图标识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                                                   A
地址：第八区乔治五世大街11号
(11, avenue George V, 75008 Paris)
电话：01-49-52-19-50

领事部地址：第八区华盛顿街20号                                         A

(20, rue de Washington75008Paris)                                                                                                                                      
电话：0153758831
www.amb-chine.f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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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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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24小时营业，(84 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地铁George-V站

(M1线)。

2. Pharmacie Européenne 药房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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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还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特别感谢：fujiaqi1984  一个字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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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中去体验新的东⻄西，探索未知。它让我们更丰富，更懂得，更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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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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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7 旅⾏行中去体验新的东⻄西，探索未知。它让我们更丰富，更懂得，更开阔。

12,00 € => 8,00 € 每人
Croisière Promenade Paris Magique 12,00 => 8,00

上船地址：Bourdonnais码头3号登船口（埃菲尔铁塔脚下）
Port de la Bourdonnais (au pied de la Tour Eiffel) 
Ponton n°3 75007 Paris

儿童票 : 5 € (3-12 ans) 小于三岁儿童 : 免费
(从埃弗尔铁塔出发的一小时带解说游船票)

埃菲尔铁塔出发塞纳河游船 

-4€

♥ 穷游专属优惠
请剪下此券买票时出示。

Bateaux
Parisiens

有效期至Date d'expiration:z31/03/2013

两天随上随下红色观光巴士票 29,00 € => 24,00 € 每人

夏季平均5-7分钟一班车，冬季10-13分钟一班车。
Une réduction de 5 € sur notre billet 2 Jours 
consécutifs d'une valeur de 29€.

4-12岁儿童按照原价，3岁以下免费。
Pas de réduction pour les enfants (entre 4 et 12 inclus)

Les Cars Rouges 
巴黎红色观光巴士 

♥ 穷游专属优惠
请剪下此券买票时出示。 有效期至Date d'expiration:z31/03/2013

请打印并剪下使用 请打印并剪下使用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