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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berge du Vieux Port 

"设计奖得主"

这个美丽的老蒙特利尔仓库提供阁楼风格的客房，硬木地板，外露的木梁和
砖，和轻松的气氛。在这个旧世界的魅力，客人会发现所有现代化的设施热
水浴缸，电视，空调在每个房间。屋顶露台在夏季提供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
的景色，而一个需要不去比大堂找到蒙特利尔最好的法国餐厅Narcisse小酒
馆之一。

 www.aubergeduvieuxport.com/  info@aubergeduvieuxport.com  97 rue de la Commune Street East,
蒙特利尔 QC

 by Porto Bay Trade   

酒店Nelligan 

"魁北克古雅的豪华"

Hotel Nelligan酒店是熟悉蒙特利尔老城区魅力的理想之地。这间迷人的酒
店的客房坐落在两栋可爱的19世纪相邻的建筑内，设有壁炉，外露的石墙和
砖墙，豪华的现代化家具以及所有现代设施。附近的Pointe-à-Callière考古
与历史博物馆和蒙特利尔圣母圣殿等附近景点，蒙特利尔的其他地方距离酒
店仅几步之遥。度过一个浪漫的周末，或与朋友一起度过几个欢乐的夜晚，
并预订Hotel Nelligan酒店价格合理的客房。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网站
或拨打免费电话+1877 788 2040。

 www.hotelnelligan.com/  sales@hotelnelligan.com  106 Saint Paul Street West,
蒙特利尔 QC

 by Booking.com 

Le Place d'Armes酒店及套房 

"豪华和舒适"

Le Place d'ArmesHôtel＆Suites酒店位于蒙特利尔旧城区的中心地带，是您
在城市中的理想下榻地点。该建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和装饰有相同的
优雅证据。客人可以从客房欣赏到美景。酒店配备了所有现代化的设施，使
您的住宿奢华，非常舒适。此外，城市的所有主要景点，如圣母院大教堂，P
ointe-a-Calliere，蒙特利尔会议中心，Marche Bonsecours和老圣路易斯大
街距离酒店都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享受一个可爱的地中海感觉在他们的“雨
水疗”，提供完全放松和各种治疗。

 www.hotelplacedarmes.com/  info@hotelplacedarmes.com  55 Rue Saint-Jacques West, 蒙特利尔
QC

 by Booking.com 

蒙特利尔希尔顿大使套房酒店 

"精品酒店"

位于老蒙特利尔和市中心核心的门户，这间希尔顿连锁酒店的套房酒店提供
公寓风格的客房。 Hilton Embassy Suites Montreal酒店俯瞰蒙特利尔主要
的会议中心和繁忙的市中心街道。接待处是一个广阔的空间，酒店的招牌餐
厅和酒吧供应早餐，午餐和晚餐。传统上任命的房间最初是作为公寓建成，
宽敞，并包括一流的设施。

 www.hilton.com/en/hotels/yuldnes-embassy-suites-
montreal/

 208 Saint Antoine Ouest, 蒙特利尔 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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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Gault 

"五星级的舒适"

Hotel Gault酒店是蒙特利尔一家精致的精品酒店，拥有当代工业风格。房间
宽敞，开放，通风，简约地布置了20世纪50年代Eames椅子和混凝土地板。加
热的浴室地板，长毛绒长袍和咖啡厅交付到您的家门口是一些快乐，你不能
得到足够的！巨大的等离子屏幕与装饰相得益彰，设计师的浴室看起来就像
一个家庭和装饰杂志。有一个健身中心为那些谁想要保持健康。无论您是商
务旅行还是休闲度假，都可以在休息室的壁炉旁舒适地休息。欲了解更多信
息，请查看他们的网站或拨打免费电话+1866 904 1616。

 www.hotelgault.com/  info@hotelgault.com  449 Sainte-Hélène Street, 蒙特利尔
QC

 by Booking.com 

圣保罗酒店 

"美学恢复的地标"

在圣保罗酒店享受老蒙特利尔的景点和声音。靠近世界贸易中心，会议中心
和其他景点，这个建立是商务和休闲旅客的理想选择。经过修复的建筑和优
雅的室内设计可以舒缓忙碌的游客。酒店内的设施包括餐厅和酒吧，互联网
接入，商务设施等，这是一个方便的选择。
120间客房和套房别致，设计精良，是这个历史地标的完美融合。

 www.hotelstpaul.com/  info@hotelstpaul.com  355 rue McGill, 蒙特利尔 QC

 by Booking.com 

Delta蒙特利尔 

"在高档地区的商人酒店"

作为蒙特利尔最好的商务酒店之一，三角洲提供私人访问的“商务区”客房
。该设施位于高档购物，俱乐部和餐厅区，麦吉尔大学校园和皇家山附近。
商务区设施包括带阳台的客房，语音信箱，调制解调器出口以及在凌晨工作
的免费咖啡。电脑，传真机，激光打印机和无绳电话是行政商务中心的标准
设施。招牌俱乐部活动包括私人使用行政楼层的客房与私人休息室。

 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y
uldb-delta-hotels-montreal/

 deltamontreal@deltahotels.com  475 Avenue Du Président-Kennedy,
蒙特利尔 QC

费尔蒙伊丽莎白女王酒店 

"庄稼的女王/王后"

蒙特利尔市中心最豪华的酒店内外都老得很好。对于高档的商务旅客或游客
来说，金钱不是目标，伊丽莎白女王仍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客房和套房从
舒适到奢华;都有开窗，迷你吧，熨斗，吹风机和各种壮观的景色。健康俱乐
部设有全方位服务的健身室和室内游泳池，海狸俱乐部餐厅供应精美的加拿
大食物。

 www.fairmont.com/queen-elizabeth-
montreal/

 queenelizabeth.hotel@fairmont.com  900 Boulevard René-Lévesque Ouest,
蒙特利尔 QC

 by zevhonith   

Hotel Le Crystal酒店 

"高端，套房酒店"

Hotel Le Crystal是一家位于蒙特利尔中心的高档精品酒店，是一家全套房
酒店，提供全方位服务的Spa，健身中心和盐水泳池。这家时尚的酒店位于贝
尔中心体育和娱乐中心对面，设计简洁，包括La Coupole招牌餐厅。客房享
有美丽的城市景观，宽敞，舒适的床铺以精致的埃及床单制成。酒店以其个
性化的服务而自豪。

 www.hotellecrystal.com/  info@hotellecrystal.com  1100 Rue de la Montagne, 蒙特利尔
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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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嘉酒店蒙特利尔 

"风格和舒适"

这家宏伟的酒店是丽思卡尔顿连锁酒店最古老的酒店，提供毫无疑问是城市
最豪华的住宿。客人进入华丽的大堂，男士们必须穿上夹克和领带，从舍布
鲁克街（Brightbrook Street）经过精美修复的遮阳篷下。在里面的客人发
现服务完美无瑕，各种大小的豪华客房和不少于三个蒙特利尔机构的舒缓酒
吧，许多名人停下来喝一杯;以下午茶闻名的Les Jardins du
Ritz;和巴黎咖啡厅，这个城市最好的法国餐馆之一。

 www.ritzcarlton.com/en/hotels/ca
nada/montreal

 reservations@ritzmontreal.com  1228 Sherbrooke West, 蒙特利尔 QC

 by Booking.com 

凡尔赛宫 

"独特的爱德华"

这个独特的市中心蒙特利尔酒店，这个亲切的大约1919爱德华时代的结构最
初是一个四层楼的豪宅。氛围是欧洲的，这使得凡尔赛宫在旅客中享有令人
羡慕的声誉。所有客房都拥有独特的风格，包括一些带壁炉的客房，为客人
提供温馨的氛围。该网站于1996年进行了翻新，方便客人前往购物区和文化
区。要求更多细节。

 www.chateauversaillesmontreal.com/  1659 Sherbrooke Street West, 蒙特利尔 QC

 by Booking.com 

Hilton Garden Inn Montreal
Airport酒店 

"在西岛"

坐落在西岛1公顷（2英亩）的环境中，距离蒙特利尔市中心仅20分钟路程，
这家希尔顿酒店提供优质的服务和住宿，与整个连锁一致。其特点包括一个
行政酒廊的礼宾楼层，以及讲法语，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希腊语和
德语的友好的多语种工作人员。众多的现场餐厅和酒吧为国际旅行的紧张刺
激提供了完美的补品。客人可以在巨大的游泳池放松身心，或在Le
Gazebo池畔酒吧的甲板上品尝饮品。计算机可用，还有软件，CD
ROM和打印机;前往多瓦尔机场的免费班车服务

 www.hilton.com/en/hotels/yuldhgi-hilton-garden-
inn-montreal-airport/

 7880 Côte de Liesse Street, Saint-Laurent, Island of
Montreal 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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