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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érard Sibourd-Baudry 
Legrand Filles et Fils 

荐酒世家执行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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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朋友们：

 

Legrand Filles et Fils 是一座

拥有百年文化历史底蕴的老字

号酒窖，创始于1880年，坐落

在巴黎市中心皇家御花园旁久

富盛名的薇薇安艺术区内。凭

借着祖孙三代对葡萄酒的热爱

与丰富的选酒经验赢得了顾客

的长久赞誉，使得酒窖延续了

百年的辉煌。

 

葡萄酒源自于大自然，是天地

的力量与种植酿造者几代人辛

勤耕耘与执着钻研的结晶。

我们诚挚地欢迎您的莅临，

希望用我们的严谨和专业给

您带来一次与众不同的红酒

品鉴之旅! 

GSB



巴黎百年老字号酒窖 
- Legrand Filles et Fils 

荐酒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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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ves Legrand Filles et 

Fils 始于1880年最早以进

口印度香料而闻名。1919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Legrand家族接管店铺

并由Pierre Legrand先生转

型为一家专业的酒窖。 

Legrand的出现开辟了当

时巴黎葡萄酒界的一个新纪

元，也让巴黎的上流社会有

了一个分享葡萄酒文化的场

所。家族长子 Lucien (鲁西

安)凭借着对葡萄酒天生的

独特敏感和其对葡萄酒的热

衷，亲力亲为地投身于葡萄

酒事业。从去酒庄选酒、订

酒再到向顾客推荐酒，他的

努力使得酒窖像一颗耀眼的

星星在巴黎地区冉冉升起。 

2000年Gérard Sibourd-

Baudry先生组建了年轻活

力的团队，秉承Legrand家

族严谨专业、追求卓越的传

统，始终如一地为您提供各

种葡萄酒相关服务，零售批

发，波尔多名庄期酒订购 ,

红酒出口，酒会承办，葡萄

酒庄园游等等。 

酒窖前的旧大街 Lucien Legrand 在送货三轮车前 20世纪初酒窖



产 品 与 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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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窖的特色：

葡萄酒和烈酒：多样化的产品以产地和价格分门别类，从日常饮用的餐酒到经典年

份的佳酿。 

葡萄酒用具和工具 ： 各式各样的酒杯、开瓶器、醒酒器、酒塞…… 

Legrand酒窖的产品均由专家亲自品鉴，精选来自于法国及世界各地主要产区350

个酒庄的10 000余种佳酿，为您提供广泛全面的选择和无与伦比的品质。

葡萄酒图书馆 ：“葡萄

酒的世界浩如烟海，需要

多年的品尝经验积累 。

为此酒窖提供众多专业的

葡萄酒书籍，包括著名的

红酒鼻子、美酒与美食的

搭配，各个葡萄产区以及

相对于葡萄酒的种类，产

地， 年代，身份等各式

各样的葡萄酒百科知识全

书。

品鉴区域：古典的法式风

格，吧台区昏黄的灯光柔

和地投射在木质的桌椅

上，明暗相间，暧昧中透

出一丝优雅奢华的情调。

发黄的照片、各式各样的

葡萄酒瓶….. 林林总总的

细节都给人以“亲切感”

让过往的游客和酒客们多

了一份在喧闹中的宁静。

藏酒与服务：酒窖专业的

团队为您和您重要的客户

精心挑选适宜的葡萄酒、

香槟、烈酒礼盒用于节

日、婚礼和晚会；同时为

高端客户提供一个葡萄酒

鉴赏家和收藏家汇集的乐

园。



品鉴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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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窖品鉴区古色古香，

浓浓的法国旧时古典风

情，独具一格，充满了魅

力的艺术气息。根据时令

与季节的变化为尊贵的您

提供来自世界著名酒园的

葡萄酒与美食。这里也是

举办各类私人聚会和商务

活动的最佳场所。

品鉴区提供午餐和下午精

美小吃。午餐设有前

菜、主菜、饭后甜品。搭

配着酒单上近30款的红白

葡萄酒、香槟酒和烈酒。

除此之外，根据您的需

要， 可以随意挑选店内的

10 000种葡萄酒在品鉴区

消费，均以店内售价为准

（无开瓶费和服务费），

体现了酒窖“用您自己喜

欢的方式享受美好生活”

的初衷。



葡萄酒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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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品酒入门课程：

教您如何的品鉴，选择与

搭配葡萄酒，帮助葡萄酒

爱好者提高基本知识和品

鉴能力。其内容丰富、主

题明确、定位精准。

周二的红酒品鉴会：

还原品酒会最原始的“品

酒”本质。全面服务于广

大葡萄酒爱好者，由酒庄

庄主进行现场讲解，分享 

葡萄酒经验。全面突出“

专业、优雅、体验、交

流”的主题，通过对比品

鉴，与您共同探索葡萄酒

世界的深层次知识。

周四的特别活动：

艺术主题晚会。汇集了著

名艺术家与演奏家，为您

打造生动难忘的音乐与红

酒之夜。

艺术是纯粹的精神享受，文化是精神的传承力量，葡萄酒是以物质为载体，传递

这优雅的生活理念！酒窖专注于葡萄酒鉴赏和葡萄酒文化推广，开设了以下精彩

活动：



高端定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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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VIP葡萄酒品鉴课程

是根据每个客人各自要求

而推出的趣味性主题课

程，旨在推广葡萄

酒文化，由专业的品鉴师

带您在轻松惬意的品酒过

程中学习葡萄酒知识。

个性化培训：针对各个不

同层次不同领域，葡萄酒

企业定制课程（高级管理

层培训、企业

员工培训。

其他活动服务：企业年

会、品酒会及晚宴，大型

公关酒会。

Legrand Filles et Fils 将

以卓越的品质和完善的服

务带给您高端优质的尊贵

体验。

我们以专业、诚信、品质、品牌为服务准则根据需求为您量身定制以下服务：



会议厅宴会厅酒会举办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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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rand葡萄酒品鉴吧-

以图书馆的形式分类呈现

不同产区不同年份的葡萄

酒，配合吧台里专业的侍

酒师为您服务

鲁西安宴会厅-为您私人

或商务不同类型的会议酒

会午宴晚宴提供举办场所

薇薇安拱廊-巴黎最低调

奢华历史悠久的拱廊，连

接起Legrand葡萄酒品鉴

吧和鲁西安宴会厅，使得

Legrand可以举办多至

300人的大型活动

Legrand为您提供举办各种规模活动所需要的专业配套服务，从选酒到配餐，

或是专业的侍酒师讲解和主持都以法国最顶尖的水准严格要求，以求您每次光临

Legrand都会获得一次完美经历。



退 税 须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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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税条件：

最低购物金额限制: 175€ （欧元）

退税比例: 19,6%

退税时间: 在法国境内不超过6个月，离境前三个月内

特殊规定: 每一张收据消费满175欧，退税比例19,6%只限于葡萄酒和烈酒。

食品类退税5,5%

退税流程：

酒窖把顾客的消费物品填写在一式三份的退税单上（Tax‐free cheque)。

我们需要顾客的护照信息（名字，中国地址，护照号）和电子邮件（用于

退款的通知）用来填写退税单。

在退税单上标明退税的金额，白色那联由商家保存，粉色和绿色二联+ 贴

有邮票的信封交由消费者在出境时出示给海关并盖章后把粉色联寄回，绿

色联由消费者保留。

当我们收到粉色联后一个月内会把退税金额返还到您的信用卡里并以邮件

的形式通知您。

Legrand支持中国银联卡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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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时间：

星期一 11:00 ‐19:00

星期二‐五 10:00 ‐19:30

星期六 10:00 ‐ 19:00

地 址：1, rue de la Banque 或

7‐ 11 Galerie Vivienne 75002 Paris

地 铁：Bourse （3号线）或 Palais Royal

Louvre（1，7号线）

地下停车场：Parking Place de la bourse

或Parking Croix des Petits-Champs

联系人：田青阳女士

联系电话：33 (0)1 42 60 07 12

传 真：33 (0)1 42 61 25 51

公司网站：www.caves-legrand.com

公司邮箱：qingyang@caves-legrand.com

公司微博：Legrand1880



我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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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ue de la Banque - 75002 Paris
Tél : 33 (0)1 42 60 07 12 - Fax : 33 (0)1 42 61 25 51 

www.caves-legran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