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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Jerome Bon   

GalerieVéro-Dodat 

"城市场面"

为了跟上巴黎十九世纪的通道潮流，1826年，维埃罗（Véro）和多达（Dodat
）的屠夫在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街和十字街（de-在这个城市的
最后几段幸存的经文中，VERO-DODAT画廊保留了它在起源时所特有的雄伟壮
丽。大理石柱，黑白格仔地板，天花板上的壁画和绘画展示了新古典主义的
建筑学派。经常被巴黎精英所钟爱，它内衬着众多专门设计时尚，古董古董
，家具，家居装饰和艺术品的精品店。如果不去购物的话，这个历史地标值
得一游。

 +33 1 4952 4263 (Tourist Information)  19 rue Jean-Jacques Rousseau, 巴黎

 by JFXie   

MarieHélènTaillac 

"耀眼的糖果色的小玩意儿"

复古首饰或精美的钻石完美地与礼服和优雅的服装，但同样的东西不符合你
的休闲服装。设计师MarieHélènTaillac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想法，即涉猎宝
石和半宝石，并设计可搭配牛仔裤和休闲T恤的珠宝。结果是惊人的，现在这
些作品被所有人所喜爱。这个巴黎的商店展示了这个多彩的艺术品，即使是
一个简单的派对也可以穿着。

 +33 1 4427 0707  paris.mariehelenedetail
lac.com/

 paris@mhdt.net  8 rue de Tournon, 巴黎

 by Hans   

Karl Lagerfeld商店 

"香奈儿的脸"

Karl Lagerfeld是高级时装的代名词。凭借与Chanel的长期合作，这位设计
师和艺术家将他的眼光和折衷主义带到了世界时尚之都的同名品牌精品店。
这家最先进的建筑拥有充满单色色调和别致风格的前卫和未来派设计。服装
，配饰，眼镜，手袋，鞋和香水的收集迎合了大都会和时尚前沿的客户。

 +33 1 4222 7499  www.karl.com/experience/en/karl-
likes/karl-lagerfeld-store/

 194 Boulevard Saint-Germain, 巴黎

 by Nicola Fioravanti on 
Unsplash   

套房114 

"时尚概念精品店"

穿好衣服很重要，但是当你在巴黎这样一个时髦的城市时，最好在任何时候
都能做到最好。确保你永远不会再犯一次时尚假的套房。这是一个终极时尚
目的地，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品。这家店拥有像Jean Paul
Gaultier这样的国际知名时装设计师，他们将会在未来的人才库中出现

 +33 1 4281 0756  114 rue de Bac,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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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Italic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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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stores.hermes.com/Europe/Fran
ce/Paris/Hermes-Faubourg-Saint-
Honore

 24 Rue du Faubourg Saint-Honoré,
巴黎

 by Pexels   

纪梵希 

"时间得到一个转换"

纪梵希旗舰店位于时尚街圣奥诺雷街（Faubourg Saint-Honoré），可以满足
您所有的服装需求。从办公室服装和鞋子到包包，太阳眼镜等配饰，到化妆
品 - 纪梵希都可以为您提供任何您能想到并与时尚相关的东西。即使你想了
解最新的趋势，或者购买一些不可抗拒的香水，那么这个精品店就是为你准
备的。

 +33 1 4268 3100  www.givenchy.com/  28 rue du Faubourg Saint-Honoré,
巴黎

 by Carrie Kellenberger I
globetrotterI   

伊夫圣罗兰 

"没有时装"

Pret-a-porter是这家精品店的风格咒语。而Yves Saint Laurent拥有一支全
新的设计师团队，为即将到来的多个季节带来新鲜感。这个精品店是专门为
妇女的时尚，没有别的。随着服装的顶级趋势加上梦幻般的时尚配饰，香水
等，你会惊喜地发现一个新的你离开商店。做好准备，至少要少收几欧元。

 +33 1 4265 7459  ysl.com/  32 rue du Faubourg Saint-Honoré,
巴黎

 by soyalina   

尼娜·里奇 

"Ricci Rich"

香水在世界各地都很受欢迎。但是这里的女装都是魅力十足的女性。设计从
时尚到时尚，给佩戴者带来个人魅力，确保她在众人中脱颖而出。礼貌和乐
于助人的工作人员随时准备提出一些特别适合你的形式和形象的设计。试试
这个精品店，让所有观众都惊叹不已。

 +33 1 4088 6451  www.ninaricci.com/#/home  39 Avenue Montaigne, 巴黎

 by Martin Greslou   

克里斯汀·迪奥 

"世界著名品牌"

精美的鞋子、时尚服装、经典手袋，还有现成的高级女士服装，克里斯汀·
迪奥可以一次满足你的所有愿望。坐落在蒙田大道的迪奥专门店绝对是购物
狂的最爱，但如果想要在这里购物，请务必带够现金，否则，你可能要空手
而回。现在，这个世界著名品牌更向家具装饰方向进发。

 +33 1 4073 7373  www.dior.com/  30 Avenue Montaigne,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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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mrkathika   

芬迪 

"时尚超越想象"

意大利时装大师卡尔·拉格菲尔德（Karl Lagerfeld）在这家商店展示他精
心制作的成衣，精美的鞋子和皮草。但最重要的是，Fendi以其众多超级明星
所钟爱的精美手袋而广受欢迎。太阳镜，钱包和其他时尚配饰的收集也值得
一试。

 +33 1 4952 8452  www.fendi.com/  22 Avenue Montaigne, 巴黎

 by Irenna86   

巴黎世家 

"一个模式"

巴黎世家（Balenciaga）是一个时尚的房子，你会发现超级时尚的配件，为
你的衣柜调味。男人和女人的服装也是别致的定义。你可以用军事印花去看
看泡泡裙或者瘦小的裤子。手袋的收集绝对值得一试。

 +33 1 4720 2111  www.balenciaga.com/  10 Avenue George V, 巴黎

 by Siek woon yueat   

保罗·卡 

"切成大小"

如果您喜欢经典的传统裁剪，Paule Ka只为您服务。设计师Serge Cajfinger
结合了他的剪刀快乐技能来满足你的欲望。搭配时尚装备，包括裙子，开襟
衫，长裤，夹克和壮观的配饰，一定会吸引众人的目光。

 +33 1 4720 7610  www.pauleka.com/  boutique.francoispremier
@pauleka.fr

 45 rue François 1er, 巴黎

 by myahya   

拉科斯特 

"着名的网球品牌"

Lacoste是一种与绿色鳄鱼同义的品牌，以众多知名玩家所喜爱的网球衬衫而
着称。世界着名的香榭丽舍大街上的旗舰精品店提供简单而优雅的服装，手
表，鞋类，太阳镜和皮带，永不过时。商店可以给任何人的衣橱增添一种运
动而又时尚的感觉。

 +33 1 4723 3926  www.lacoste.com/  9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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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store-
details?StoreID=FR00005

 51 Avenue George V,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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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jean-louis zimmermann 

路易威登 

"世界奢侈手提包"

路易威登是法国众多世界著名奢侈品牌之一，自从1888年首款大航旅游行李
箱问世以来就闻名于世。如果你想要找路易威登全棕色系列的话（行李箱、
手提包等），那你就要到路易威登在香榭里舍大道的店面，当然不要忘了带
上你的支票薄，因为你一定需要用上它。你还可以在这里买到很多奢华的成
衣和单品。你也可以在蒙田大道八54号和巴黎馨乐庭六号找到。

 +33 1 5357 5200  www.vuitton.com/  101 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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