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五大百货公司详细购物攻略

1、Galeries Lafayette Haussmann 老佛爷百货公司
http://www.galerieslafayette.com/

老佛爷，巴黎最大的百货公司，平均每日有10万人次光临，建于1895年，中
国游客超过日本美国，成为此百货公司的第一大客户群。外国人（非法籍）可以
直接通过 paris visite 观光卡直接获得10%的折扣，也可以通过巴黎大部分酒店
获得10%的折扣券，(因为现在老佛爷前台基本上不再直接提供10%的折扣卷，
都送给巴黎酒店了），除了红点商品（LV,Chanel 等奢侈品牌，食品红酒外）都
可以打折，同时还可以获得12%的信用卡退税，或者10%的现金退税。
老佛爷这个词儿，有那么点子威严范儿，还有点儿复古风，总之，没去过的，没
听过的，一听有人说巴黎有个老佛爷，哎哟哟，先要笑出声儿来，等到真的身临
其境，见到满目琳琅的名品 logo，把不把持得住……？看钱包吧还是。
站在老佛爷里，举头望着新拜占庭风格的穹顶，这座昔日公主的宫殿，现在
挤满黑头发、黄面孔。耳边听到的都是母语，有的来自顾客，有的来自商场的中
文广播。摊位与摊位之间排列紧张，一线名牌或还有独立的容身处，Chloe、Marc
Jacobs 之类副牌的摆放就同地摊没什么区别了。Longchamps、LV 外大排长龙，
Chanel 就跟刚遭抢了似的，货架货柜空空如也。没有细致的服务，所有营业员
都扯着喉咙、疲于应对——买名牌如买白菜是对此处最好的形容。而这样惊人的、
挥霍的购买力都未能给中国游客带来欢迎与尊重，有钱都不行，这座商场的冷漠
与不友好令人毛骨悚然。
国内的旅游团一般会把大巴停在老佛爷百货和巴黎春天之间，导游也会大大
方方的给你好几个小时的购物时间。老佛爷为啥那么火？因为老佛爷有 LV。去
之前功课一定要做足，自己要买的，要帮别人带的，所有的包包的型号、规格都
记住，记不住就抄下来，看见了就冲进去，找个中文导购，给她型号、规格，几
分钟就能搞定——拿货、买单、走人。为什么这么急？不光是因为要留出宝贵的
时间给巴黎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和公园！大家仔细点就能观察到，不断有旅游大巴

拉着一车车的人往老佛爷和巴黎春天里送，你动作慢慢腾腾的，不但货会被扫光，
中文退税点也备不住你走到时便人山人海，排队的人绕了好几圈。告诉你你知道
这里是巴黎，不告诉你的话你兴许还以为是国内哪儿的火车站售票处呢。
旅人提示：多带点箱子绝对必要，不然，不敢保证你会不会在现场买箱子装
货，何必呢？不过，现在很多老饕们都知道，lafayette 里千万别去，那里是宰
外地来的。老佛爷简直就成了中国游客为法国贡献 GDP 的最佳场所和标志性地
标！里面甚至都有中文广播，感觉跟到了太平洋百货一样。
地址： 40 Boulevard Haussmann 75009 Paris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六 9 ：30-20 ：00 ， 周四 9 ：30-21 ：00
地铁： Chaussee d’Antin（M 7，9） Havre-Caumartin （M 3，9）
RER： Auber（ A 线）

2、Printemps Haussmann 春天百货
http://departmentstoreparis.printemps.com/

建于1865年的春天百货紧靠老佛爷，3栋楼27层，43500平米，每年接待750
万人次，其中20%是外国游客。
春天百货的建筑本身就是历史文化遗产，让顾客总是能够一边购物，一边领
略法国文化历史。再看外墙装饰，更是美艳不可方物，让整条奥斯曼大道都为之
动容，而1881年修建的装饰着彩色马赛克和玻璃天窗的角楼现在已经是举世闻
名的游览地点。登上福楼咖啡厅的7楼，观赏春天百货用3185块彩画玻璃组成的
屋顶，绝对是一种艺术的享受。难怪春天百货建筑群被评定为历史古迹，其宏伟
华丽的“新艺术风格”穹顶令人惊叹。
巴黎春天百货在法国百货公司历史上曾经创下许多个第一：第一个有电梯的
商场；第一个在圣诞节装饰橱窗的商场；第一个有男士馆的商场……它始终以领
导百货流行趋势的姿态，领导着世界潮流。它摆脱了拥挤混乱的被动叫卖方式，
彻底改进昏暗沉闷的购物空间，在真正把顾客尊奉为上帝的前提下，商场以消费
者的立场、观点来特别注重人性化管理，创造一种崭新的商业文化，在二楼和五
楼特设舒适优雅的咖啡厅，设有充满浪漫欧式咖啡厅。把消费购物活动由单纯的
买卖行业提升为使人精神愉悦、充满情趣、乐在休闲、充实生活、凝聚情感、充
满知性与感性的活动。
走进春天百货，奢华的感觉油然而生。明亮的灯光，宽敞的走道，颇具艺术
感的摆放，都令人赏心悦目。 春天百货大厦由3栋建筑组成，共27层，琳琅满
目的商品种类超过100万，以及购物迷们最喜爱的3000多个知名品牌。商场细分
为绅士店、女装店和家庭用品店等，店与店或相邻，或隔街相望，由天桥相连成
为一个整体。 绅士店专卖男性用品，从高级西服、衬衫、皮鞋到内衣内裤等一
应俱全。女装店出售新潮女装及皮包、珠宝首饰、婚纱等。家庭用品店则全是居

家用品，小到日用餐具，大到家具都有。因此，如果说每家店都是一个大型的专
卖店，恐怕也并不为过。
最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优质服务。国际部（Printemps International）每天都
为顾客提供个性化的迎宾服务，多语种服务团队通晓10多种语言，让身在异乡
的外国游客享受在家一样的轻松心态。春天豪华世界则（Printemps du Luxe）
浓缩了凡登广场（Vendome）、蒙田大街（Avenue Montaigne）和圣安娜大街
（Faubourg Saint Honoré）的各种时尚精品，令顾客流连忘返。 另外，商场还
特设6家风味餐厅，让走进春天的人在购物之余也能享受美食。 购物结束后，你
还可以走上高耸的露台， 360度的视野，放眼鸟瞰，整个巴黎市景致尽收眼底。
特色服务：
* 提供衣帽、物品寄存。尤其是在冬季，消费者可将厚重的衣物免费存放，然后
轻松地购物。即使再去附近逛逛，也不必拎着大包小包。
* 除此之外，春天还会帮助巴黎的顾客将所购物品免费速递到下榻的酒店，也为
外国消费者将所购商品寄往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 商店为外国消费者办理海关出关退税手续。
* 遇到逢年过节，还可以在商店里缴纳送礼的款额，商店给你开一张本店支票，
并寄往亲友手中，你的亲友持支票即可在商店购物。
* 商店专门配备了各种语言的翻译，免费接待和导购，当然包括中文翻译。据介
绍，外国旅游团来此购物，只要事先打个电话，就能得到周全接待。
* 商店会根据顾客的年龄、身段，为顾客出主意、当参谋。
* 有的餐厅设在楼顶，可以边用餐边俯瞰巴黎市内风光
地址： 64 Boulevard Haussmann 75009 Paris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六 9 ：35—20 ：00 ， 周四 9 ：35-22 ：00，打折期
间或者圣诞新年假期前，某些周日营业
地铁： Havre-Caumartin （M 3，9）
RER： Haussmann Saint-Lazare （ E 线）

3、Le Bon marche 波马舍百货公司
http://www.treeslbm.com/

位于七区的 Bon marche（便宜货）走的是高端线路，卖的东西都不便宜。
这是左岸唯一保留下来的宫殿，开业于1838年，1984年被路易威登集团收购，
成为左岸的奢华百货公司。
Le Bon Marche 是世界最古老的百货公司。今日,呈现在世人眼前的奥斯曼
式、矮圆拱的庙堂风貌,则完成于1869年的扩建工程中。乐蓬马歇也是中上阶级
的巴黎人血拼时,最爱的百货公司。这里也是法国电影经常借用的拍摄场景。法
国大文豪 Zola「左拉」也喜欢流连其中,一方面观察社会人生,一方面寻找写作灵

感。
为什么巴黎人喜欢在 Le Bon Marche 血拼？其实,Le Bon Marche 的面积并
不比其他百货公司宽广,但由于地处寸土寸金的左岸市中心,大型游览车很难在此
停留或找到停车位,少了外国旅游团游客的吵嚷, 逛起来不会人人摩肩接踵像菜
场。另一个成功原因是：用心。不但摆设商品用心,用来摆设的一木一柜也绝不
含糊,一律是高级的上等材料,价格不菲的高档货被衬托得更形出色、更具价值。
Le Bon Marche 三楼(法国的2ème étage),经常举办艺术作品展及活动。血拼
过后在此小憩,吸收些艺术涵养,你就不会觉得自己是无药可救的败家男女了。

地址： 24 rue de Sevres 75007 Paris
营业时间：周一到周三 10 ：00-19 ：30 ， 周四 10 ：00-21 ：00 ，周五 10：
00-20：00周六 9 ：30-20 ：00
地铁： Sevres-Babylone（M 10，12）

4、BHV Rivoli（Le Bazar de Hotel de Ville）市政厅百货公司
http://www.bhv.fr/
1856年在 Rue de Rivoli 开业，起名拿破仑杂货店，1912年更名为巴黎市政
厅百货公司。属于老佛爷集团，可以在顶楼的客服处索取外国人10%打折卡。
B.H.V.的诞生绝不是偶然的，它是巴黎乃至整个法国的经济深度发展的必然。第
二帝国时期，人口增长、储蓄增加、交通工具的发展，由 HUASMANN 男爵实
现的伟大城建工程，工业革命……巴黎人的生活逐渐改变。从前巴黎所习惯并且

喜欢的小店铺，小公司形态渐渐被打破，经济和技术条件的变化对商业体系提出
了新的要求，此时，百货公司成为一个新兴业态。他们将顾客与店家之间的关系
更改为顾客与供应商的关系，人们发现，固定价格，也可以进入自由流通，广告、
目录、海报、年历等新的宣传手段的出现，成为百货公司的窗口。
1852年，Aristide Boucicaut，在巴黎开设了第一个百货公司，Bon Marche，
成功创造了良好市场环境，紧接着第二家、第三家……直到今天，巴黎的百货公
司几乎还保持着当年的竞争业态，他们是1856年的 BHV Le Bazar de l’H?tel de
Ville，1865年的春天百货 Le Printemps，1869年的莎玛丽丹百货 La Samaritaine
和1895年的老佛爷百货 Les Galeries Lafayette 等。

市政厅百货公司 BHV 是一家以经营生活起居用品的专业百货公司，从服装、
化妆品到家具、园林、书籍、文具样样俱全，集传统小柜台和现代商业分门别类
的特色于一身，除各种日用品外，底层还保留了建材和装饰材料部，特别受大众
欢迎，如果要布置家居，此处不可不看。
地址：52 rue de Rivoli 75004 Paris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 9:30-19:30, 周三 9:30-21:00，周六 9:30-20:00

地铁： Hotel de Ville（M 1，11）

5、Samaritaine 莎玛丽丹百货公司
http://www.lasamaritaine.com/

路易威登旗下百货商场之一，2005年火灾后闭门维修，预计2013年重新开
放，详细的就不介绍了。
地址：19 rue de la Monnaie 75001 Paris
地铁：Pont Neuf（M 7）
RER ：Chatelet les halles（A,B,D 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