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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 Amor 

"童话精品"

总是被提到与一个类似的商店，蓖麻油爱茉莉Amore相结合，销售由不同的艺
术家和时装设计师创造的人造珠宝，礼品，围巾，手套和帽子。这家商店的
字面意思是包装着原创的创新系列，这是一种由羊毛，天鹅绒和丝绸混合在
一起的羽毛，亮片，珍珠，玻璃或galalith珠子组成的另一种多彩时尚。美
丽的丝绸花瓣制成的围巾旁边展示着大量的服装珠宝，如蜻蜓或蜡纸花项链
。对于寒冷季节的羊毛帽子，花朵和围巾本来是剪裁成形的，如火焰，条纹
和辫子。

 +33 1 4271 7929  contact@miamor.paris  10 rue du Pont Louis-Philippe, 巴黎

 by Bru-nO   

精品Vanessa Tugendhaft 

"巴黎时尚"

年轻而充满活力的Vanessa Tugendhaft的同名珠宝系列在时装界蚀刻了一个
复杂的标志。精致的切割钻石和独一无二的设计，为任何装备增添了适量的
浮华和魅力。玫瑰吊坠和植物风格作品的Idylle系列融合了激情与浪漫，带
有面具手镯与项链的侯爵夫人带给人一种神秘的氛围。每一件都是优雅，迷
人，优雅，但价格合理，使伟大的礼物和谈话起动器。

 +33 1 4553 2954  www.vanessa-
tugendhaft.com/fr/

 contact@vanessa-
tugendhaft.com

 1 rue de L'Abbaye, 巴黎

 by KYLE CUT MEDIA on 
Unsplash   

安妮特吉拉登 

"豪华首饰"

Annette Girardon使用高级珠宝作为最佳定义巴黎精致的媒介。她的同名系
列具有永恒的风格和创造性的设计。位于第一区的可爱商店位于旺多姆广场
（PlaceVendôme）的咫尺之遥，这是设计师的长期灵感源泉。品牌的国际客
户中最喜爱的戒指，手镯和耳环的独特创作。培养了与当地工厂的关系，保
证了无与伦比的质量。每件定制作品都刻有设计师的个性，并保留自己的个
性。

 +33 1 4824 5007  www.annettegirardon.com/  7 rue du Mont Thabor, 巴黎

 by Moonik   

绰美 

"皇家珠宝"

由皇室贵族和法国贵族组成的这家珠宝店并不适合所有人。如果你有一个健
康的银行帐户，然后通过一切手段，下降。这是巴黎最负盛名和历史悠久的
珠宝店之一。这家店的创始人成立于1780年，原为拿破仑的官方珠宝商。从
手表到精致的戒指和创新设计的吊坠创作精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Frize的一
个系列，由散布在白色和黄金中的细分散的钻石组成。还有其他令人赏心悦
目的收藏品可供选择，熟练的工匠甚至可以为您定制珠宝。

 +33 1 4477 2626  www.chaumet.com  information@chaumet.com  12 Place Vendome,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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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paularps   

Maison Goyard 

"豪华包"

1792年，皮埃尔 - 弗朗索瓦·马丁（Pierre-
FrançoisMartin）率先开创了“马丁之屋”（House of
Martin）。经过一系列接班人之后，品牌于1885年由Edmond Goyard彻底革新
。今天，知名的手袋制造商以拥有遍布全球各地的国际客户群为荣。专门从
事旅行配件，豪华的收集功能的树干，手推车，手提包，公文包以及宠物载
体。在一切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像定制和手工制作一样，经典的设计与尖端
的工作室紧密相连。

 +33 1 4260 5704  www.goyard.com/  paris233@goyard.com  233 rue Saint-Honoré, 巴黎

 by donterase   

荼靡 

"行李运动"

Tumi的创始人，在南美志愿服务访问期间受到秘鲁文化的启发，以同名古代
神的名义命名了他的创业。品牌成立于1975年，代表着无与伦比的豪华旅游
配件。将尖端设计，顶级品质和无与伦比的功能融合在一起的三重理念取决
于创新。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将旅行者介绍给尼龙包，并在十年后推出了具
有突破性的带轮行李箱，他们一直处于旅行革命的最前沿。本发明的商品具
有背包，公文包，用于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的电子小配件盖，以及时尚的日常
包。把家里的旅行箱带回家，个性化你的行李。

 +33 1 4579 7030  www.tumi.com.au/  245 rue Saint-Honoré, 巴黎

 by plazafinanciera.com   

宝齐莱 

"永恒的优雅"

宝齐莱自1888年以来一直是时间的守护者。瑞士奢侈品牌由宝齐莱（Carl F.
Bucherer）推出，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欧洲销售。展望巴黎市场，他们
的旗舰店取代了144岁的老英格兰，占据了这个标志性建筑的三个层次。它靠
近歌剧，使其在城市的游客和购物爱好者中广为人知。与古奇，斯沃琪集团
，名士，浪琴表，劳力士等高端品牌一同展示精湛的工艺和无与伦比的设计
，并购买一个低调的精致。

 +33 1 5504 8490  www.bucherer.com/  12 Boulevard des Capucines, 巴黎

 by Aloveswiki   

香奈儿 

"时髦中心"

香奈儿是世界上最出名的女式时装品牌，也是最历史悠久的时装店了（在190
9年开张）。香奈儿以迷你黑色晚装、粗花套装和玛丽莲梦露的香奈儿N°5香
水著称。著名设计师卡尔·拉格菲尔德从1984年掌舵香奈儿。这家著名的时
装店就坐落于旺多姆广场附近的高级时装区。

 +33 1 4450 6600  services.chanel.com/fr_FR/storel
ocator/crp/store/chanel paris
cambon-101

 31 rue Cambon, 巴黎

 by ArtisticOperations   

Elie Bleu 

"真正独特的精品"

Elie Bleu是一家吸引收藏家的专卖店，制作并储存手工制作的设计师雪茄盒
，使其完美无瑕。这里的每一件产品都是由稀有和优质木材制成的杰作，这
也体现在价格上。 Alain
Berda制造的雪茄盒被认为是古董，并以非常高的价格出售。

 +33 1 4742 1221  www.eliebleu.fr/  8 bis rue Boissy d'Anglas, Galerie
Royale,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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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Irenna86   

爱马仕 

"不仅是衣服"

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仅仅是售卖衣服，那你就大错特错了。除了围巾、领带
、精美珠宝和香水外，爱马仕还特别划分了一个名叫家具用品的部门。你可
以在这里找到杯子、相框、床单和很多家具用品。你还可以在海滩系列那里
挑选印有海滩图样的毛巾和手袋。

 +33 1 4017 4600  www.hermes.com/us/en/find-store/
france/paris/hermes-paris-
faubourg-saint-honore-DDB38Q6R/

 24 Rue du Faubourg Saint-Honoré,
巴黎

 by ell brown   

哈里温斯顿 

"精致的钻石"

皇室，商界巨子和电影明星都来这里挥霍首饰和时计。已故的纽约人哈里·
温斯顿（Harry Winston）仍被称为“钻石之王”，他创立的商业帝国享有国
际声誉。知名人士每年出席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时候都被称为“借用”设计，
甚至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卢浮宫也展示了温斯顿的独家制作作品。这些被称
为“沙龙”的商店保持着高调的地位，巴黎的这一家也不例外。你可以期待
无可挑剔的服务，如果你决定保护其中一件精美的作品，可能会损失数千美
元。

 +33 1 4720 0309  www.harrywinston.com/  29 Avenue Montaigne, 巴黎

 by Moonik   

娇兰 

"感谢拿破仑三世的妻子"

在香榭丽舍大道上的一家华丽门店专门销售娇兰全线香水、化妆品和护肤品
，而且很多产品都只在这家店里找到。幸亏当年，拥有香水副业的制醋者—
娇兰，受欧金尼皇后委托，制造“皇家香露”。今天，你仍然可以在这家精
致的法国店铺里找到这款香水，以及其他上十多种香水。

 +33 1 4562 5257  www.guerlain.com/int/en-int  68 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 巴黎

 by Virgil Cayasa on 
Unsplash   

高田贤三 

"样式文件"

步入Kenzo即时风格夹具。裙子，夏季连衣裙，迷你裤和热裤配有配件在这里
等待着你。颜色是年轻和明亮，增加一个人的外观魅力。这些服装都是实惠
的，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带回家一块Kenzo。

 +33 1 4723 3349  www.kenzo.com/eu/en/store-
details?StoreID=505581

 51 Avenue George V,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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