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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特摩歌舞表演 

"回到时间"

歌舞剧比尔特摩是旧时代的荣耀和新时代的优雅融合。俱乐部的目的是把温
哥华介绍给一些优雅的娱乐。这是通过鼓励本地人才，每天晚上展示无数国
际知名人士来完成的。俱乐部汇集了新奥尔良，哥特式的波尔多，摇滚俱乐
部和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表演，让观众在这个时代品尝歌舞表演。现场音乐
表演，喜剧表演和时装表演主宰赛事进程。俱乐部还为乐队和表演者提供宽
敞舒适的绿色房间。老比尔特莫尔是真正的黄金！

 +1 604 676 0541  www.biltmorecabaret.com  booking@biltmorecabaret.
com

 2755 Prince Edward Street,
温哥华 BC

 by Shinsuke Ikegame   

酒吧没有 

"独家的，时髦的环聊"

这个建立是这个城市的流体俱乐部场景的一部分。酒吧没有一个时尚前沿的
温哥华时尚的绿洲。您可以通过融合的装饰，雪茄保湿盒和马提尼酒吧，这
是城市的年轻，城市专业人士的聚会，它是圆滑，超臀部和时髦。夜间娱乐
从现场乐队到DJ。有一个着装规定，所以避免穿运动鞋或牛仔布。考虑到其
中一个地方，尽早到那里以避免排队等候。

 +1 604 689 7000  barnoneclub.com/  barnone@donnellygroup.ca  1222 Hamilton Street,
温哥华 BC

 by winvcf   

小屋小酒馆 

"大街上的现场音乐"

着名的夜间现场音乐和流畅的饮食，主街小屋小酒馆是一个臀部和发生联合
。植有深色木制桌子和茶灯，富有红色墙壁的棕褐色调的音乐传奇，乐队和
艺术家的照片整夜摇滚。美味的高档酒吧grub在这里供应意味着你可以在这
里度过整个晚上，从鸡尾酒时间，晚餐到晚上的帽子。

 +1 604 876 6138  www.cottage-bistro.com/  cottagebistro@shaw.ca  4470 Main Street, 温哥华
BC

 by JAKKMODE   

共和国 

"好的酒吧"

共和国位于格兰维尔，是一个美好的地方度过一个晚上。它的所有奇特灯光
，好酒和激动人心的音乐氛围非常棒。这个两层楼的酒吧也像一个活动场地
，有许多表演者登台。在音乐的带领下，在这个美妙的地方跳舞，在酒吧品
尝世界上最好的烈酒。要求事件计时和其他信息。

 +1 604 669 3266  www.republic958.com/  republic@donnellygroup.c
a

 958 Granville Street,
温哥华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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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Leodgario Pescador on
Unsplash on Unsplash   

的Gorg-O-米什 

"有趣的夜晚"

Gorg-O-Mish带来了温哥华的夜生活场景。这个地方提供了一个平台，如零D
，贤哲，泰勒约翰逊，PK，埃里克艾伦和其他人，这些充满了他们砰砰的节
奏这个地方的流行DJ。像万圣节和情人节这样的场合在这里庆祝，俱乐部装
饰与主题和访客预计相应的打扮。俱乐部在星期五和星期六在2a开门。在黎
明之前，俱乐部可以享受无限乐趣。

 +1 604 694 9007  gorgomish.com/  alisani@gorgomish.com  695 Smithe Street, 温哥华
BC

 by Public Domain   

场地夜总会 

"大调和舞蹈"

场地夜总会是温哥华最大的热点之一。这家酒店是一家夜总会和音乐厅，整
个月都会举办各种娱乐活动。 Venue夜总会拥有两个不同的层次，可容纳600
人，足够容纳大量的人，而仍然感觉像一个亲密的场地空间。来宾DJ，现场
乐队，为人们疯狂的跳舞打好了一把，让它成为在温哥华举办舞会的好地方
。

 +1 604 646 0064  info@venuelive.ca  881 Granville Street, 温哥华 BC

 by Public Domain   

名人 

"总理LGBT夜总会"

作为加拿大最大的LGBT夜总会之一，Celebrities是真正的夜游猫头鹰之都，
从80年代开始就已经有了。这个生命力不足的多层俱乐部里散布着众多的酒
吧和舒适的休息室，您可以在那里休息一下。广阔的舞池里通常挤满了美丽
的人，让他们的头发留在常驻DJ的歌曲中，以及来自Boy George，Bob Sincl
air和Tiesto等国际艺术家的各种现场表演。当您品尝到城市充满活力的夜生
活时，丰富多彩的活动，拖放表演，每周主题之夜和现场演出让您流连忘返
。该空间还可以出租商务会议和派对，俱乐部还提供餐饮服务。查看网站，
了解更多关于当前和即将发生的事件

 +1 604 681 6180  www.celebritiesnightclu
b.com/

 info@celebritiesnightclu
b.com

 1022 Davie Street, 温哥华
BC

 by Public Domain   

AuBAR 夜总会 

"精英酒吧"

奢华、优雅与高级，位于温哥华市中心的AuBAR夜总会为这里带来了曼哈顿风
情。甚至是好莱坞明星有时也会光顾这里。电影明星，如Ryan Phillipe,
Cuba Gooding, Jr. 和Carmen Electra都曾经在拍摄电影期间到这里品尝鸡
尾酒放松。这里的开放区域，配以订造的家具与时尚装饰，有三个独立的吧
台和一个大型舞池。不妨到这里来体验一下感性周五与奢华周六，与社会名
流一起品尝饮料。这里也是举行各种活动的理想首选，如婚礼派对、时装表
演和生日庆典与公司活动等。请浏览网站获取更多信息。

 +1 604 648 2227  www.aubarnightclub.com  info@aubarnightclub.com  674 Seymour Street, 温哥华
BC

 by Public Domain   

财富音响俱乐部 

"很棒的俱乐部"

“财富”音乐俱乐部以其时髦的装饰，华丽的灯光和宽敞的舞池重新定义了
娱乐的概念。每天晚上播放最好的DJ音乐，以娱乐已经成长为热爱这个俱乐
部的城市人民。检查网站的即将到来的事件列表。

 +1 604 569 1758  www.instagram.com/accou
nts/login/?next=/fortune

 gman@fortunesoundclub.co
m

 147 East Pender Street,
Chinatown, 温哥华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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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riam-Cute   

波旁酒 

"热和发生"

波旁国家是现场音乐的热门场所，可容纳300多人的时尚空间。摇滚乐的摇滚
节奏由DJ唱出来，或留下来聚会和无限的乐趣晚上！它定期举办新的即将到
来的艺术家和乐队现场演出和音乐表演。如果你喜欢结识新朋友，摇摆于嘈
杂的音乐，那么这就是你应该去的地方。查看网站了解更多关于当前和即将
上演的节目

 +1 604 684 4214  www.thebourbon.ca/  info@thebourboncountry.c
om

 50 West Cordova Street,
温哥华 BC

 by Altnet   

Red Room on Richards 舞厅 

"整夜狂舞"

无论是想要欣赏拉丁音乐，还是房子音乐，或者是欣赏现场乐队表演，这里
都可以满足不同要求，这里云集了众多本地天才。上百的人都会涌到这里来
在多彩灯光下跳舞狂欢，在多个吧台上喝酒，甚至是在副室内玩撞球。很多
喜欢派对的人都会在周末的时候到这里来看新晋或著名DJ的表演。在这里看
到摇动的荧光棒与拿少年糖的人都不奇怪。

 +1 604 687 5007  redroomonrichards.com/  redroomultrabar@shaw.ca  398 Richards Street,
温哥华 BC

 by pasevichbogdan   

1181休息室 

"获奖夜总会"

1181休息室是一个时尚的同性恋夜总会。美学内饰，如软木和镜子装饰的墙
壁，青苔色的长椅和一个对齐的空间设置给它一个独特的性格。这个城市最
好的DJ播放的音乐让这个地方摇摆不定，但是它永远不会太响。难怪这是一
个屡获殊荣的休息室，并受到温哥华的同性恋和直接的出版物广受好评。快
来看看自己。

 +1 604 787 7130  1181 Davie Street, 温哥华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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