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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早餐 

"真正的美国食品在巴黎"

在巴黎这是一个保存得非常好的秘密。只有几张桌子，早餐在美国重现了美
式早餐餐厅的经验，它应该 - 它是在2003年由一个真正的美国前拍拍摄建立
的。用美式咖啡OJ，用真正的枫糖浆煎蛋，以及早餐和早午餐菜单是更知名
的产品。但是，一定要在下午检查他们的汉堡。

 +33 1 4354 5028  breakfast-in-america.com/  17 rue de Écoles,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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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Éditeurs 

"图书馆暨网吧"

位于文学巴黎的中心，这个咖啡馆是一个创新的地方，你可以享受文学的思
考食物或咖啡。餐厅以优雅的装饰，光线充足的客房和宁静的氛围营造出一
个完美的沉思和反思的氛围。再加上一些食物，或者只是一杯清淡的咖啡，
这是一个让你的身心愉悦的完美配方。这200个座位有超过5000本书，其中许
多是最受欢迎的畅销书，让您在这里过得愉快。

 +33 1 4326 6776  www.lesediteurs.fr/  info@lesediteurs.fr  4 Carrefour de l'Odéon,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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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ly咖啡厅 

"美丽的景色，更好的食物在咖啡馆Marly"

咖啡馆Marly拥有巴黎最好的地点之一，可以俯瞰卢浮宫博物馆的庭院和世界
着名的Richelieu翼楼商场的玻璃金字塔。玛丽的装饰风格是皇室的典雅，提
醒客人卢浮宫的历史就像是巴黎的王宫。菜单同样高档，米其林评级厨师让
- 弗朗索瓦·皮耶格（Jean-Francois Piege）将他当代的法国作品献给渴望
的博物馆参观者。完美的一天在博物馆，咖啡馆马利是一个必须停止，如果
只是为了看。

 +33 1 4926 0660  contact@beaumarly.com  93 rue de Rivoli,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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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Dali餐厅 

"有趣的餐厅"

Le Dali餐厅在神秘而富有创意的环境中供应丰盛的法式美食。位于盛大的Le
Meurice，您首先注意到这个地方是由Ara
Starck绘制的广阔的145平方米（1560平方英尺）的绘画，他的父亲Philippe
Starck设计了这个地方。金色和赭石色增强了这个地方的醒目装饰。厨师制
作出适合这家优秀餐厅的诱人菜肴。早上从8点开门，这是一个理想的地方，
热腾腾的早餐。

 +33 1 4458 1044  www.dorchestercollectio
n.com/en/paris/le-meuric
e/restaurant-bars/le-
dali/

 reservations.lmp@dorches
tercollection.com

 228 rue de Rivoli, Le
Meurice,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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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Train Bleu 

"Gare de Lyon经典"

Le Train Bleu位于里昂火车站（Gare de Lyon
Station），与大皇宫，亚历山大三世桥（Pont Alexandre
III）和小皇宫（Palais
desCongré）同步建成，为1900年世界博览会（World Exhibition of 1900）
。这个餐厅华丽而华丽，装饰着精美的壁画，镀金的横梁，有蓝色图案的木
制小房间。该服务是现场，服务员在领带和套房与法国Escoffier风格准备的
美食。必须品包括夏布利沙司中的Escargots，羔羊普罗旺斯腰和芥末中的小
牛肉。此外，大笨钟酒吧还提供饮料。

 +33 1 4343 0906  www.le-train-
bleu.com/uk/index.php

 reservation.trainbleu@ss
p.fr

 Place Louis Armand, 1st
Floor, Gare de Lyon,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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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éde la Paix咖啡厅 

"在巴黎和平！"

这家咖啡馆无疑是巴黎最受欢迎的咖啡厅之一。以其精致的第二帝国风格，
它一直是名人和游客的青睐聚会。树叶茂盛的外观与华丽的华丽装饰和深度
抛光的木材相结合，营造出与课堂融为一体的新鲜气氛。您可以在这里享用
早餐或延迟的晚餐，因为咖啡厅一直营业至深夜。在冬季，您可以在俯瞰着C
apucines大道的冬季露台上用餐，而在夏季，您可以在露天露台上观赏人潮
，欣赏歌剧院的美景。而在巴黎，这是一个你不应该错过的目的地。

 +33 1 40 07 3636  www.cafedelapaix.fr  reservation@cafedelapaix
.fr

 12 Boulevard des
Capucines, InterContinental
Paris Le Grand Hotel,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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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住房餐厅 

"必须尝试早午餐"

位于Hotel Mama Shelter酒店的是其同名餐厅。时尚而舒适，这个地方非常
迷人。随着工作人员总是乐于提供帮助和相当出色的菜单，它几乎总是拥挤
，与当地居民和旅客嗡嗡。值得一提的是星期天的早午餐，在这里住宿的客
人肯定会受到打击。随着美味的冷热菜，包括汤，主菜，甜点和更多的永无
止境的名单，你不断回来！虽然有点贵，这是一个华丽的传播;不容错过。

 +33 1 4348 4848  www.mamashelter.com/en/paris/res
taurants/restaurant/

 109 rue de Bagnolet, Hotel Mama
Shelter,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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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tte 

"地标糕点店"

在特罗卡德罗广场上，享有艾菲尔铁塔的壮丽景色，这个可追溯至20世纪30
年代的别致而持久的机构提供了精致的法国最好的糕点选择。他们的甜美的
炒鸡蛋，丰富的沙拉和乳蛋饼，所有的美味面包，是午餐或早午餐的完美。
然而，他们声名鹊起真的是一切的甜蜜 - 他们的许多味道“马卡龙”和他们
的奶油的热巧克力，被许多美食家认为是最好的城市。

 +33 1 4727 9885  paris-carette.fr/nos-ma
gasins/place-du-
trocadero/

 contact@carette-
paris.com

 4 Place du Trocadéro,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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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Relais du Parc 

"享受世界级的法国美食"

如需享受独特的体验，请参观文艺复兴巴黎勒卡公园特罗卡德罗酒店的米其
林一星级餐厅Le Relais du Parc。其内饰与色彩缤纷的高档家具是非常诱人
的。你可以享受你的饭，而被其中一个壁炉加热。如果那还不够好，那户外
露天庭院露台怎么样？所以，来享受季节性菜单和户外用餐，特别是在温暖
的月份。

 +33 1 4405 6610  www.marriott.co.uk/hote
ls/hotel-information/res
taurant/parsp-renaissanc
e-paris-le-parc-
trocadero-hotel/

 restaurant.lerelais@rena
issancehotels.com

 57 Avenue Raymond
Poincare, Renaissance Paris
Hotel Le Parc Trocadero,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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