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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ageFrères 

"茶上的茶点"

自1854年以来，MariageFrères一直是法国下午茶在巴黎的参考点。随着光明
之城，东京，伦敦和柏林的沙龙，他们自豪地收集了无与伦比的全球茶叶。
手工从30个国家的花园中选择，收获融合创造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茶基菜单。
样品超过600冲洗和混合准备准备，并提供茶灌输糖果。尽情享用绿茶敬酒，
Carre D'or，黑巧克力慕斯，配以黑魔法茶或Nostalgie De Pondichery，咖
喱奶茶以及美味的甜味和咸味佳肴。古董家具和橡木柜台为鉴赏家和业余爱
好者提供了一个迷人的氛围，以发现饮茶的艺术。

 +33 1 4272 2811  www.mariagefreres.com/F
R/accueil.html

 info@mariagefreres.com  30 Rue du Bourg-Tibourg,
巴黎

 by John Gillespie   

LaCaféothèque 

"所有的事情咖啡"

在咖啡馆丰富的巴黎享受悠闲的咖啡几乎是一种罪行。位于Marais区的LaCaf
éothèque咖啡厅将咖啡视为近乎艺术的形式。拥有来自各国约1000种咖啡的
地方，这不是你平均的咖啡馆。临时展览，开始咖啡机和主题咖啡聚会的课
程都清楚地表明咖啡在这里非常重视。来享受一杯你最喜欢的啤酒，并学习
如何做一个或只是喜欢尝试新品种。

 +33 1 5301 8384  www.lacafeotheque.com/  contact@lacafeotheque.co
m

 52 rue de l'Hôtel de
Ville, 巴黎

 by joyosity   

茶壺的小舞 

"可喜与可口"

位于馬雷区的一个后街里，这家让人感到愉快的餐厅茶屋可以满足那些特别
喜欢咖啡厅氛围的顾客的需要，包括华丽的canapés。这里有高雅的环境、高
品位的装修以及让人放松的氛围。这里全天供应可口的热食，像意式香肠派
、西班牙煎蛋或东亚香辣派。这里的甜品更是出色。Tatin tarte
（苹果派），苹果和肉桂蛋糕，或者巧克力pavé，还可以点上不同品味的茶
。

 +33 1 4272 9061  3 rue des Rosiers, 巴黎

 by Joanna Kosinska on 
Unsplash   

MariageFrères 

"欢迎来到茶会"

如果你喜欢喝茶，就可以步入这个茶室，无畏无畏。这Mariage兄弟企业的内
部是石头和木头的一个有趣的组合。来自世界各地的老式茶收藏将压倒你，
酿造将会打动你的味蕾。自从1854年茶馆成立以来，在Mariage
Freres，一个悠久的饮茶遗产继续生存下去。

 +33 1 4051 8250  www.mariagefreres.com/  13 Rue des Grands-Augustins,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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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Milada Vigerova on 
Unsplash   

LADUREE 

"马卡龙和茶"

六号街和Rue Bonaparte街六角的典型面包店在后面有一个可爱的茶室。一个
受欢迎的当地人早餐的地方，Ladurée的茶室实际上是反对谷物创造一个间隔
出的殖民地设置，而不是传统的法国设置。在树冠下，房间里散布着人造棕
榈树，红色和绿色的椅子，墙上挂着壁画。茶是伴随着羊角面包，奶油泡芙
和喜欢，只是老式的方式。而且，因为你会在回去的路上从马卡龙购物中心
挑选一些东西，所以请他们把这些东西装进一个精品盒子里，那就是完美的
巴黎纪念品。

 +33 1 4407 6487  www.laduree.fr/laduree-
paris-bonaparte.html

 contact@laduree.com  21 Rue Bonaparte, 巴黎

 by b_d_solis   

Les Deux Magots 

"豪华与历史"

Les Deux Magots传奇式的露台一直是巴黎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的聚会地点。
欧内斯特·海明威经常在酒吧里跳出来，难怪巴黎最好的书店在隔壁开店。
这个传说继续存在下去，就像咖啡店一样，经常在附近的商店购物后，人们
正在啜饮一杯Kir Royal。除了典型的巴黎咖啡厅餐厅菜单外，还有沙拉和冷
肉混合的盘子，以及一天中的一道菜，如乡村鸡肉料理鼠王汤和冷鲑鱼。

 +33 1 4548 5525  www.lesdeuxmagots.fr/  contact@lesdeuxmagots.fr  6 Place Saint-Germain-des-
Prés, 巴黎

 by Free-Photos   

Maison des TroisThés 

"它的下午茶时间"

热烈欢迎，Maison des TroisThés是一个地方，您可以关闭巴黎的旅游景点
的杂音，并放松清凉的茶。店主曾女士了解自己的茶叶，唯一触动你的嘴唇
的是从中国和越南精心挑选的异国情调。装饰是微妙的细微差别和民族元素
的混合，例如在柜台后面的橱柜里有无数的茶壶，在你踏入的那一刻，引起
你的注意。工作人员非常友善，但不会过于乐观，并乐于提出你是否未定。
因此，在这个舒适的茶室里，前往五号的绿荫区，品尝一些高品质的茶点。

 +33 1 4336 9384  1 Rue Saint-Médard, 巴黎

 by Lolame   

望远镜 

"咖啡和食物"

Télescope是位于巴黎第一区中心的一家迷人的咖啡店。客人们经常光顾这家
咖啡馆，因为它有着温暖的氛围和很棒的酿造。在凉爽的惬意氛围中品尝带
有蛋糕的热茶，甜食和烘焙食品。熟练的咖啡师提供他们友好的服务，而在
装饰鲜花添加一个家庭吸引力的地方触摸。

 5 rue Villedo, 巴黎

 by Katrin Morenz   

面包和玫瑰 

"现代法国咖啡厅"

在卢森堡公园散步之后，继续走到花园西边的面包和玫瑰，一个美妙的面包
店和熟食店。这家友好的咖啡店明亮而现代，却又明显地法国风味，是您放
松身心，品尝一些最好的面包，城市所提供的美味佳肴和糕点的完美场所。
尝试菠菜乳清蛋饼或朝鲜蓟沙拉，然后去香蕉奶油蛋挞或梨姜饼。绝对不要
忘记面包。无论是橄榄面包，干果面包还是有机多粒面包，您都会喜欢它的
味道和质量。

 +33 1 4222 0606  www.breadandroses.fr/  7 rue de Fleurus,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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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Robert Schediwy   

安吉丽娜 

"历史的巴黎法式蛋糕店"

安吉丽娜自1903年以来一直安抚甜美的牙齿。这个典型的巴黎法式蛋糕店准
备并提供创新版本的经典法国糖果，如小饼干，蛋白杏仁饼干和奶油蛋卷，
以及沙拉，三明治和乳蛋饼等美味食品。没有一杯着名的热巧克力，访问是
不完整的。配上一勺奶油，非洲巧克力是另一个菜单上的最爱。

 +33 1 4260 8200  www.angelina-paris.fr/  angelina@groupe-
bertrand.com

 226 rue de Rivoli, 巴黎

 by Yuya Tamai   

虎屋 

"日本茶在巴黎"

Toraya餐厅供应着名的日式烤制糕点，食谱可以追溯到日本皇室。你会惊叹
于室内设计的特色融合。在1980年这个传统的茶室在巴黎开业的时候，Toray
a背后的人们也恰好是把瓦果带到法国的先驱。如果你对日本的茶文化感到好
奇，你将不得不冒风行。

 +33 1 4260 1300  www.toraya-group.co.jp/
paris/paris/index.html

 f-toraya@toraya-
group.co.jp

 10 Rue Saint-Florentin,
巴黎

 by tammylo   

LADUREE 

"世界着名的食品"

传统的法国马卡龙的发明者，Ladurée的Rue Royal糕点店是巴黎原来的旗舰
店。如果你碰巧在巴黎，那就抽空在这个马卡龙咖啡厅享用美味的早餐或下
午茶。典型的糕点店在后面有一个舒适的茶室，在那里他们会用一杯热茶和
三明治来帮助你。这里的环境让人联想到18世纪的茶馆，维多利亚时代的装
置，镀金的镜子以及墙壁和天花板上的复杂细节，非常适合那些温馨的茶馆
。如果你只是捡起甜美的东西，那么他们会很高兴地把它们包装在最优雅的
精品盒子里，那些你想要保持安全的精品盒子。而玛丽 -
安托瓦内特，焦糖加盐黄油和橙花是三个品种，你一定要尝试！

 +33 1 4260 2179  www.laduree.fr/en/ladur
ee-paris-royale.html

 espacecommercial@laduree
.com

 16-18 Rue Royale, 巴黎

 by Free-Photos   

Coutume 

"咖啡魔术"

Coutume是巴黎街头的新热门，它引人注目的全新系列的神话般的啤酒，瞬间
刷新了饮酒者。每一款精美的咖啡样本，无论是卡布奇诺咖啡，摩卡咖啡，
摩卡咖啡还是玛奇朵咖啡，都是不错的选择。咖啡馆里有熟悉的新鲜咖啡的
香气，在其区域内散发出令人振奋的情绪。尝试三明治和点心，开胃和填充
。酒店内设有免费无线网络连接。

 +33 1 4551 5047  info@coutumecafe.com  47 Rue de Babylone, 巴黎

 by gadost0   

咖啡厅Lomi 

"所有关于咖啡"

咖啡厅Lomi是咖啡鉴赏家的目的地，为了品尝由技术熟练的烘焙师完美烤制
而成的精致酿造工艺，并保持精细的技术。这里的咖啡是工匠，每一次的关
心都是为了向食客提供最好的食物。豆类来自世界各地，并为这种饮料增添
了美味。 Lomi咖啡厅还举办讲习班和活动，展示提取技术并展示这种饮料中
的变化。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咖啡爱好者。

 +33 9 5127 4631  info@lomi.paris  3 ter rue Marcadet,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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