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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十七世紀之時，咖啡開始在歐陸社會逐漸引進，一六六九年的一場咖啡饗

宴外交，打開了巴黎咖啡文化，品嚐咖啡成了一種流行。在巴黎街道上所

出現的販賣咖啡公共場所，從街頭流動咖啡屋到專業咖啡館，品嚐咖啡的



公共空間卻是隨著時間以及各消費階層的需求而有所改變。 就十七、八

世紀而言，巴黎咖啡館除了提供品嚐咖啡的空間之外，它也是一個人們自

由發揮討論、無任何限制的社交空間。隨著時間演進，現今巴黎咖啡館的

消費文化，特別是巴黎左岸的人文咖啡館，對於巴黎人以外的外來觀光客

而言，他們將咖啡文化物化成一種文化商品，以消費商品的角度去看待與

追求咖啡品味，一邊進行消費咖啡的同時，一邊也在追求咖啡流行風潮以

及消費享受巴黎咖啡館的人文空間品味。  

摘要

(英) 

Concernant la circulation de caf? en Europe, elle y est entr?e au 17e si?cle. Gr?ce ? 

la diplomatie de caf? ( une c?r?monie de caf?, faite par des ?trangers pour le roi 

Louis XIV ) qui ait lieu au Ch?teau de Versailles en 1669, le caf? comme boisson 

commence ? ?tre polulaire et go?ter du caf? est devenu une activit? ? la mode ? 

Paris. De plus, l'espace de la forme de caf? est transform?e du caf? mobile par la 

tente ? la forme d'un magasin. Mais ? l'?gard de l'environnement ou le service de 

caf?, ils sont chang?s au cours du temps ou par le besoin des clients. Au 17e si?cle 

et 18e si?cle, pour les caf?s de Paris, ils sont un espace pour go?ter du caf?. Ils sont 

aussi un espace libre public pour faire la communication. Il n'y a pas aucune 

contrainte, n'importe le statut des clients, les sujets de la communication ou le mode 

d'interaction, etc. Les gens peuvent faire les activit?s librement aux caf?s. Mais 

maintenant, concernant la culture de la consommation aux caf?s de Paris, 

particuli?rement les caf?s litt?raires de la Rive gauche, les caf?s sont commercialis?s 

et transform?s ? un produit. Quand les gens font la consommation aux caf?s de 

Paris, particuli?rement les visiteurs ?tangers pendant la visite ? Paris, ils veulent 

suivre une mode et jouir de la culture humaniste du caf? paris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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