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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俱乐部 

"另类文化的中心"

位于巴黎市中心的Klub是所有类型的摇滚联合的地方。 Le Klub成立于2006
年，现在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尖端摇滚和电子乐队，包括金属，心理到朋克
，后朋克和新浪潮。它也吸引了艺术家，作家和演员作为替代文化的多学科
展厅。分布在两层，这个空间可以容纳大约250位客人。

 +33 1 4271 4930  www.leklub-paris.com/  davidklub@yahoo.fr  14 rue Saint Denis,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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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Roméo俱乐部巴黎 

"认识Roméo！"

离圣心大教堂巴黎圣母院以及圣日耳曼大街仅几步之遥，这家俱乐部非常适
合放置。各种音乐在3个不同的地方播放。主题之夜加入这个俱乐部的精神。
在巴黎LeRoméo俱乐部喝鸡尾酒是必须的！也可以租用整个俱乐部进行私人聚
会。欲了解更多信息，你也可以看看他们的网站。

 +33 1 4329 3728  www.leromeo.paris/  contact@leromeo.fr  71 Boulevard Saint-
Germain,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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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宾室 

"从来没有足够的VIP"

贵宾室巴黎剧院是在巴黎的地方。老板兼VIP驻场DJ Jean
Roch确保来访的DJ始终是欧洲最好的DJ。 VIP ROOM Theatre Paris酒店充满
了充满活力的音乐和诱人的饮料。跳舞的夜晚，你甚至可能发现一个或两个
名人。

 +33 6 7707 7707  viproom@viproom.com  188 bis rue de Rivoli,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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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克斯俱乐部 

"庭和电音圣地"

这是巴黎最好的庭和电子音俱乐部。这里很宽敞，看上去就像是燃料仓一样
，DJ者都在这里展现他们的音乐才华，配上出色的音响系统，简直完美。Lau
rent Garnier、Carl Cox，Jack de Marseille和Daft Punk都曾经在这里演
出过。每逢周三，这里就有Megafolies演出，周四五六则有更多的庭和电子
音演出。每月最后一个周五的Charles Schilling混音演出也是不容错过的。

 +33 1 4236 1096  www.rexclub.com/  infos@rexclub.com  5 Boulevard Poissonnière,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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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中国 

"餐厅，酒吧和夜总会"

乐中国是一个多功能的场地，人们可以去那里的美味佳肴或热闹的酒吧。它
甚至在巴黎拥有最好的DJ的夜总会。有现场音乐家的定期阵容，谁充满了这
个地方充满活力的旋律。点一份美味的鸡尾酒，准备好随着音乐跳舞。

 +33 1 4346 0809  www.lechina.eu/  reservations@lechina.eu  50 rue de Charenton,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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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AGE 

"时髦，Hip艺术之家地点"

Etage是位于巴黎第十区的一家酒吧，餐厅和音乐厅。它被放置在一个50年代
的电影院，已被改造成一个时髦，艺术气息的阁楼，吸引了年轻人群。餐厅
提供法国美食，包括鹅肝，生牛肉片，牛肉鞑靼，烤鸭和烟熏蔬菜等。舞台
上举办各种各样的音乐活动，看到一个挤满了观众。

 +33 1 4484 0786  www.letage.fr/  contact@letage.fr  77 rue du Faubourg du
Temple,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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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Java 

"拉丁俱乐部在巴黎"

这个俱乐部的座右铭是'一切为了舞蹈'。自1920年以来，La Java已经使贝尔
维尔摇摆不定。这个前公共浴池首先被改造成歌舞表演（伊迪丝·皮亚芙（E
dith Piaf）在这里首次亮相），然后成为舞厅。今天，古巴Jam Sessions所
演奏的爆炸性莎莎舞使古巴节奏摇摆不定。现场表演持续到3a，在巴黎最好
的拉丁乐队随后是DJ，让你跳舞直到天亮。

 +33 1 4202 2052  communication@la-java.fr  105 Rue du Faubourg du Temple,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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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 

"时装文化情结"

沿着塞纳河沿岸一个热闹而欢快的夜晚，Wanderlust提供了一个令人难忘的
数字，吸引精英人群的夜晚。在户外露台上跳舞，欣赏城市天际线的壮丽景
色，在黑暗中闪闪发光。咖啡厅和餐厅确保你不要饿肚子。作为城市文化活
动的热门场所，如展览，电影放映和工作坊，这是您必须参观的城市活动中
心。

 +33 6 1496 7764  www.wanderlustparis.com
/

 events@wanderlustparis.c
om

 32 Quai d'Austerlitz,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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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Djoon 

"深情的核心！"

拉·琼被吹捧为巴黎最“深情”的俱乐部。 Djoon是市内最好的夜总会之一
，分布在两层，以大窗户和明亮的室内装饰为特色。国际DJ在La
Djoon玩好玩。从Norman Jay，Ian Pooley，Timmy Regisford，Alix Alvare
z，Jovonn等在场内表演中受到观众的赞赏和掌声。摇滚，流行，放克和其他
类型的音乐也在Djoon找到表达。它还设有一家精致的法式餐厅和酒吧，供应
美味的拼盘。拉·琼是一个经验本身。

 www.djoon.com/  contact@djoon.fr  22-24 boulevard Vincent Auriol,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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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az'Art艺术咖啡厅 

"试验性的咖啡厅"

开业于1992年，这个娱乐性为主的咖啡厅和演唱会场地前身就是公共汽车站
。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了很多艺术家（画家、摄影师、雕刻家和歌手）的跳
板。这里的展览、演唱会和其他派对都吸引了各种各样的人。无论你是喜欢
蓝调、摇滚、流行音乐或其他风格，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喜欢的音乐。绝对值
得一游！

 +33 1 4036 5565  hello@glazart.com  7-15 Avenue de la Porte de la
Villette,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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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ais Maillot 

"在宫殿附近泡吧"

坐落于娱乐场所的一端，巴黎会议宫（Palais desCongrèsde Paris）是一个
典雅而充满活力的俱乐部会场。吊在天花板上的一个巨大的吊灯，在房间的
中央，给这个俱乐部带来了优雅的条纹。一些晚上的DJ，而另一些现场表演
者用他们的旋律填充这个地方。像Flo Rida，Rihanna，Timbaland，Niki
Belucci，P.Diddy和Pussycat Dolls这样的着名人物已经为他们的表演增色
不少。如果咚咚的音乐变得太多，就去露台，静静地享受一下你的饮料吧。

 +33 1 4561 1886  www.palaismaillot.fr/  benjamin@eleganceprivile
ge.com

 2 Place de le Porte
Maillot, Palais des
Congress, 巴黎

加入我们:
cityseeker.com

条款及条件  |   隐私政策  |   应用程序接口  |   联系我们  |   版权 2022 CITYSEEKER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oncert_Laplage.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cityseeker.com/zh/paris/24560-glaz-art艺术咖啡厅
https://www.flickr.com/photos/marsupilami92/5754537951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paris/742969-palais-maillot
http://cityseeker.com
https://cityseeker.com/doc/wCities - Terms of Service 2012.doc
https://cityseeker.com/doc/wCities-Privacy_Policy.doc
http://wcities.com/
https://cityseeker.com/san-francisco/about-us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