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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ullivans反叛酒吧 

"充满乐趣的晚上"

在O'Sullivan's Rebel Bar酒吧享受一下有趣的时间观看现场体育赛事和大
量啤酒。这个令人振奋的场地是一个典型的爱尔兰酒吧，有一个愉快而随和
的氛围，青春的人群和大量有趣的活动，使客人难忘的时光。食物充满，并
有一些伟大的汉堡，沙拉和薯条。疲倦的办公室观众可以放松身心，放松身
心，还可以观看现场表演。虽然周末不太拥挤，周末是最好的时间。场地还
提供了有趣的聚会和聚会的空间和设施。

 +33 1 4271 4272  www.osullivans-pubs.com
/pub-irlandais/rebel-
bar/

 events.rebel@osullivans-
pubs.com

 10 Rue des Lombards, 巴黎

 by ChodHound   

处方鸡尾酒俱乐部 

"时尚的巴黎鸡尾酒俱乐部"

处方鸡尾酒俱乐部拥有所有的豪华，时髦和时髦的地形，但没有在类似的酒
吧或俱乐部可能遇到的自命不凡。处方的工作人员是友好的，调酒师肯定知
道如何掀起一个美味的鸡尾酒。单独的装饰是足够的理由来过夜，度过。处
方有两层，里面装满了优雅而豪华的色彩，沙发和扶手，以及独特的灯具。
停下来和时尚和有趣的人群打成一片，这正是医生的要求。

 +33 9 5035 7287  23 Rue Mazarine, 巴黎

 by Ralph Daily   

雪利酒对接 

"纽约酒吧"

Sherry Butt的创新鸡尾酒采用自制糖浆和高档烈酒精制而成。酒吧的装饰非
常注重细节，设有裸露的石墙，天鹅绒沙发和昏暗的灯光。来到这里，你可
能会想一想，你正在进入一个亲密的，高档的布鲁克林酒吧。威士忌和进口
啤酒是鸡尾酒的绝佳选择。

 +33 9 8338 4780  www.sherrybuttparis.com
/

 drink@sherrybuttparis.co
m

 20 Rue Beautreillis, 巴黎

 by congerdesign   

La Compagnie des Vins
Surnaturels 

"复杂的酒吧"

La Compagnie des Vins Surnaturels是巴黎几个巴黎第六区无与伦比的水坑
的集体创意。位于马歇尔圣日耳曼（MarchéSaint Germain）的时尚区域，葡
萄酒酒吧是这座城市蓬勃发展的葡萄酒场所的一大亮点。经过精心挑选的葡
萄酒系列涵盖300多个品种，与精美的盘子搭配得非常出色。装饰精致，蓝色
的墙壁，亲密的灯光，舒适的壁炉，别致的口音和有趣的室内装潢。一个典
型的巴黎建立的当代版本，空间散发着夜总会式的吸引力。

 +33 9 5490 2020  www.compagniedesvinssur
naturels.com/

 reservation@compagniedes
vinssurnaturels.com

 7 rue Lobineau,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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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门 

"创造性的调酒"

与Haut Marais区的老顾客一样，赚到小红门的钥匙。在这家纽约风格的酒吧
，调酒是一种崇高的艺术，以高级鸡尾酒为荣。不断发展的清单包括牙买加
混蛋苦味和威士忌的创造性混合物，以及香槟和芹菜。享受玉米吻，1885年
或梨装饰复古眼镜，并辅以美味的小吃。外露的砖石外墙和柔和的蜡烛灯一
直通向夹层，有助于营造一种亲密的氛围。

 www.lrdparis.com/  contact@lrdparis.com  60 rue Charlot, 巴黎

 by Unsplash   

流行音乐 

"独立流行音乐满足国际风尚"

Pop In成立于1997年，不仅仅是一个常规的水坑。这也是各种即将到来的音
乐家的发射台。这家俱乐部擅长独立流行音乐，本周举办音乐会，周末还有
现场DJ。在巴黎的国际人群中流行，这是一个听到前沿节拍的好地方。赞助
人称赞其音乐品种。在您品尝饮品的同时，前往酒吧欣赏现场表演。

 +33 1 4805 5611  www.popin.fr/  denis@popin.fr  105 rue Amelot, 巴黎

 by Adam Jaime on Unsplash 

栏228 

"巴黎优雅的缩影"

位于Meurice酒店的这家可爱的酒吧于2007年12月由Philippe Starck重新设
计。酒吧实现了舒适而别致的完美平衡，供应五十多种威士忌和麦芽酒，三
百多种饮品，包括十七种原创作品鸡尾酒Starcky或228酒吧228还供应法国特
色菜的完整菜单以及小吃小吃般的盘子。

 +33 1 4458 1066  www.dorchestercollection.com/en/
paris/le-meurice/restaurant-
bars/bar-228/

 228 Rue de Rivoli, Hotel Le
Meurice, 巴黎

 by simonov   

哈利的纽约酒吧 

"在巴黎的大苹果"

在鼎盛时期，哈利被海明威亲自定期拜访。切到现在的时间，酒吧像以前一
样烟熏海明威或他的鬼魂。坐在原始的血腥玛丽的食谱之一坐下来（当哈利
打开时，味道仍然是一样的），沉浸在这个历史悠久的酒吧历史悠久的氛围
中，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100多年前。其他经典鸡尾酒，如法国75和侧车也被
认为是来自这里。

 +33 1 4261 7114  www.harrys-bar.fr/  5 Rue Daunou, 巴黎

 by Wilrooij   

佛之吧 

"老友欢聚"

这家富有艺术感与异国风情的餐厅，是商务人士和时尚人士的聚集地，而且
位置也出乎意料地便捷，就在气隆豪华酒店和时尚十分的协和广场附近。爬
上巨型的楼梯，来到这家大餐厅的小餐室，餐厅里有很大佛像。而且菜单也
是想象力丰富的加州日式菜，以烤鸭和其他肉食为主。

 +33 1 5305 9000  www.buddhabar.com  buddhabar@buddha-bar.com  8-12 rue Boissy d'Anglais,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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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CARMEN 

Le Carmen 

"使任何事件特别"

坐落在一个历史悠久的结构，勒卡门是你想组织你的下一个事件的地方。 19
世纪豪宅的新巴洛克风格建筑令人惊叹。最初是巴黎着名作曲家乔治·比才
（Georges Bizet）的故乡，咖啡厅的名字来源于这位作曲家最着名的歌剧“
卡门”（Carmen）。这个场地有两个层面的五个房间，可以用于一系列的私
人，文化和企业活动。在过去的几年里，咖啡馆已经成为巴黎时尚人士和时
尚达人的中心。每周举办独立音乐，电子和嘻哈音乐会，DJ和时尚派对，以
及每周一次的图书交换和舞会等。

 +33 1 4874 3310  www.le-carmen.fr/  34 rue Duperré, 巴黎

 by Ash Edmonds on Unsplash
   

Le Bar du PlazaAthénée酒店 

"超级别致的鸡尾酒"

在巴黎酒吧的层次结构中，这个蓝色的休息室是富有的和时髦的地方。位于
巴黎雅典娜广场酒店，巴塞罗那雅典娜酒吧并不是什么普通的东西，小吃包
括鱼子酱和寿司，甚至你的马提尼，高球和热带不仅仅是混合。酒吧本身是
雕刻和喷砂玻璃，照亮与冒泡发光的饮料。另一个休息区设有丰富的皮革家
具和艺术品，是一个温馨的场所，非常适合在巴黎度过夜晚。

 +33 1 53 67 6600  www.dorchestercollection.com/fr/
paris/hotel-plaza-
athenee/restaurants-bars/le-bar/

 25 Avenue Montaigne, Hôtel Plaza
Athénée Paris, 巴黎

 by Joseph Pisicchio on 
Unsplash   

乐吧 

"乔治五世大道的美景"

这家名为Le Bar的酒店深受巴黎人和世界着名的四季酒店乔治五世的客人的
欢迎。巴黎街道之一的乔治五世大街有一个美丽的景色。酒吧供应咖啡和茶
，鸡尾酒（含酒精和不含酒精），奶昔和轻食菜单，包括小吃，沙拉和三明
治以及更加热衷的鸭肉，扇贝和牛肉鞑靼。这是一个完美的地方放松一杯您
最喜爱的饮料。

 +33 1 4952 7006  www.fourseasons.com/paris/dining
/lounges/le_bar

 31 Avenue George V, Hôtel George V,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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