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

歡迎蒞臨斯特恩羅曼帝克酒店（ ）

希望您在此住宿愉快。

所有有用的信息都可以在此酒店指南中找到，从

若仍有其它疑問或需求之處，請洽櫃檯服務人員，我們很樂意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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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歡迎

加里吉 著名畫家。他最出名的作品包括 提著小鈴鐺的烏利 。加里吉的手跡在酒店內隨處可見，尤

其是在二樓的加里吉宴會廳內

安全規定 出於安全考量，客房內不配備熨斗。

報刊雜誌 早餐餐廳、加里吉宴會廳和餐廳內備有報刊和雜誌供您閱覽。

停車位 酒店有免費停車位供住客使用。也可以租用車庫泊車，費用為每晚 瑞士法郎。

博物館 開館時間

藝術博物 週二至週日 至

自然科學博物 週二至週日 至

拉埃提亞博物館 週二至週日 至

擦鞋服務 酒店每層樓都配有一台自動擦鞋機。

餐廳 位於一樓櫃臺左方。如需用餐，建議您致電 預約。

茶和咖啡 客房內免費提供茶和咖啡。

傳真服務 如有需要，我們可以為您在櫃臺發送傳真，每頁費用

瑞士法郎。您也可以在酒店接收傳真

酒店傳真號碼：

寵物 在酒店內請您牽好您的寵物。寵物不能帶進早餐廳。

寢具用品 若您在酒店停留的天數較多，我們樂意每日為您更換新的寢具用品。

更換寢具用品的費用為每天每床 瑞士法郎。

電話 如有需要我們樂意為您推薦電話卡。

電源 轉換插頭 酒店電源電壓為 伏特。如需轉換插頭，請與櫃臺聯繫。

需收取 瑞士法郎押金。

屋頂花園 屋頂花園位於酒店 樓。

房門 請不要忘記將房門上鎖。

縫補服務 我們非常樂意為您提供簡單的縫補服務。

網路 酒店內提供免費 。

火災 發生火災時，會在整間酒店內響起火災警報。

請按照逃生路線圖走樓梯逃生。

聽到火警後請立即前往櫃臺。

計程車 我們樂意幫您叫車。

起床服務 您可以用房內的電話自行輸入起床提醒時間。您也可以致電櫃臺，安排起床服務。

緊急救援 請撥打 。

酒店正門 酒店正門開啟至晚間 點。若是正門關閉，請按大門左側的夜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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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醫 在緊急情況下我們可以協助您聯繫值勤中的醫生或庫爾救護隊。

緊急呼救電話：

客房保險箱 保險箱的使用說明在衣櫃內。

庫爾旅遊服務中心 地區旅遊服務中心（ ）和庫爾觀光局辦公室位於火車站地下。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

週六、週日

旅行支票 如需兌換旅行支票，請向櫃臺咨詢。

旅遊 酒店櫃臺的工作人員非常樂意向您介紹庫爾市周圍的

主要觀光景點。

美髮 美髪廳 電話

美髪廳 電話 無需預約）

其它物品 如果需要枕頭、毛毯、毛巾、額外的浴巾、浴帽、浴袍、室內拖鞋、針線包、

擦鞋用具或者其它物品，請隨時向櫃臺索取，我們隨時樂意為您效勞。

櫃臺電話 。

櫃檯 本酒店櫃檯 小時有人值班。

市區地圖 可向櫃臺索取。

市區導覽 在五月到十月期間，每週三都會舉辦庫爾老城區的導覽。

退房 退房當日房客必須在最晚 點前離開房間。如有需要可將行李寄放於酒店櫃臺。

外幣兌換 酒店櫃臺按照每日最新匯率兌換外幣。

吸煙 請不要在房間內吸煙，謝謝！

洗衣服務 洗衣袋和價目表掛在衣櫃內。洗衣服務需約 小時。

個人護理用品 酒店備有一些男性和女性的清潔用品供選用，如有需要請向櫃臺索取。

信件 若收到您的私人信件，我們會替您存放在櫃臺的鑰匙櫃內。

信用卡 本酒店接受 銀行儲蓄卡及以列信用卡： 、

、 、 、 、 、 和 。

行李寄存 如有需要，我們樂意替您寄放行李。請向櫃臺聯繫或致電 。

藥局 離酒店最近的藥局需步行約 分鐘時間。

位於火車站地下的 藥局週末也營業。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六

週日

雨傘 可在櫃檯取用（ 瑞士法郎）

浴巾 如果需要我們樂意為您每日更換新浴巾。

（請將需要更換的浴巾放入浴缸或淋浴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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燙衣服務 我們每天在 至 之間提供付費的特急燙衣服務，

在洗衣籃內有價目表。

早餐 酒店早餐供應時間：週一至週六： 至 ，週日： 至

針線包 如有需要請向櫃臺索取。

枕頭 酒店備有各式枕頭供您使用（人造布料、小枕頭、硬枕頭）。

請致電 向櫃臺詢問。

租車 車行電話：

車行電話：

送餐服務

早餐

送餐時間：每天 送餐電話

歐陸式早餐

每增加一份 瑞士法郎

日間供餐

送餐時間：每天 以及 送餐電話

沙拉拼盤 瑞士法郎

可選擇：法式、意式或油醋醬

瑞士風乾牛肉拼盤 瑞士法郎

薄切格勞賓登州特色風乾牛肉

搭配麵包和奶油供應

（瑞士特色菜） 瑞士法郎

格勞賓登州風乾牛肉和高山起司拼盤

搭配麵包和奶油供應

起司拼盤 瑞士法郎

瑞士和各國種類的起司拼盤

搭配麵包和奶油供應

格勞賓登大麥湯 瑞士法郎

搭配普施拉夫黑麥麵包供應

恩加丁香腸配薯餅 瑞士法郎

恩加丁煙燻香腸配薯餅

歐姆蛋 瑞士法郎

可選擇搭配香草、奶酪或火腿

夜間供餐

送餐時間：每天 至次日 送餐電話

（瑞士特色菜）

瑞士法郎

格勞賓登州風乾牛肉和高山起司拼盤

搭配麵包和奶油供應

起司拼盤 瑞士法郎

瑞士和各國種類的起司拼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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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麵包和奶油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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