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最佳作为标准



“建构生活，而不仅是建筑” 是尚思瑞开创的基本理念。为了实现
这个目标， 我们认为实现优质生活最重要的是设计与细节。从1984年
公司创立以来，该理念一直推动我们成长，也是最重要的核心理念。

位于华欣的 “Baan Kai Muk” 是尚思瑞的首个项目，象征我们致力
提升生活品质的承诺，正是我们与众不同之处。该项目由著名的建筑师
与技术团队合作，为泰国度假海滨胜地打造的第一个现代化建筑。建筑
风格独树一帜，包括特制的芥末黄镶嵌锦砖，在历经30年后的今天， 
仍为精典风格和品质的象征。这种注重细节和打造“提升生活”

的空间理念，造就尚思瑞全方位的成功。

我们最新的旗舰公寓98 Wireless 与“Baan Kai Muk” 一样，不惜
重金打造精典设计和极佳品质。无线路(Wireless)为曼谷主要

地段著名的林荫大道，伦披尼 (Lumpini) 公园、菲隆齐(Ploenchit) 购物区
和公共交通运输均近在咫尺。

98 Wireless 的开发将挑战普遍公认的标准， 远远提升人们对豪华公寓的预期。
这座公寓采用永恒经典的设计风格，质量和工艺均为首屈一指。

建筑设计利用钢铁和玻璃的现代感， 营造出温馨氛围和优质的环境。
因此，98 Wireless 代表了尚思瑞高端奢华的品质标准
（“THE BEST COMES AS STANDARD”）。



无线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这条大道的建立
是为了连接繁华的拉玛4路(Rama 4)和菲隆齐路。

这条绿树成荫的大道，享有美国大使馆官邸一望无际的广袤绿地
及伦披尼公园郁郁葱葱的景色，泰国许多城市的历史建筑

在此一览无余，如瑞士建筑师查尔斯·博杰·朗(Charles Berger Lang)设计的
Witthayu Palace(前蓝实王子寝宫)、曼谷皇家体育俱乐部和诸多大使馆。
每个地标性建筑都源于著名地点-此处将经典历史建筑、老树、清新绿地和
现代繁荣的商业娱乐交织在一起。这是一个聚集文化、社会、经济和历史

融合的地方， 彰显出无线路与众不同的特色。

无线路



U.S.
Ambassador’s

98 Wireless

Residence

Siam
Paragon

BTS
Chit Lom

Central
Embassy

BTS
Phloen Chit

Plaza
Athenee

Rama I Road

The Royal
Bangkok

Sports Club

Lumphini
Park

RBSC
Polo Club

Ra
tc

ha
da

m
ri 

Ro
ad Sarasin Road

U.S.
Embassy

W
ire

le
ss

 R
oa

d

BTS Ratchadamri

So
i R

ua
m

ru
de

e

Central
World

尚思瑞股份有限公司35年来最新旗舰豪华公寓，98 Wireless 位于
知名的无线路上。它不仅意味着生活居住地，

更占据着余量不多的永久产权土地，，亦为该大道上仅剩罕见的
永久产权土地，并位于大都会著名的商业、饭店和外交使馆特区

交汇的十字路口旁。

98 Wireless提供高度的隐私和专属氛围，周边云集高档餐厅、
百货公司、豪华五星级饭店、外国领事馆、大使馆以及为数不多的
绿荫草地。这座25层的东南亚最豪华的公寓就位于曼谷著名的

无线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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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顶级建材作为标准
以“永恒优雅”为主题融合于整体概念和设计理念，
“精湛工艺”已成为98 Wireless每个建筑阶段的宗旨。

从精挑细选的建材采购至精湛的工匠工艺，
均能展现精雕细琢的精神。



大理石采石场—— 意大利卡拉拉市



设计团队亲赴意大利山脉臻选每一块世界顶级大理石契合的尺寸、
品质和纹路，采集用于本项目的总面积超过28,000平方米，
大理石和石灰岩为建筑的内饰和外观增添了永恒优雅的气质。



以卓越工艺作为标准
由世界顶级的工艺匠师雕塑的精美内饰彰显豪华最高境界。

98 Wireless是依据曼谷当代文化和背景量身打造而成,
其建筑设计的完整性和传统工艺已达最高等级。



The Wireless大厅



以精美设计作为标准

我们精心设计并采用最高级的建材，并运用到每一个角落，设计灵感
来自于深受古典欧洲影响的“布杂艺术(Beaux- Arts)”风格。

尚思瑞98 Wireless与世界顶级的设计团队合作，其中包括国际
建筑公司DWP(Design Worldwide Partnership)、曼谷景观
建筑工作室T.R.O.P. （Terrain + Open Space），及位于纽约的

安妮·卡森(Anne Carson)室内设计公司。
宏伟的门厅接待区和3层楼的专属设施均由安妮·卡森(Anne Carson)设计，

并搭配拉夫劳伦家居 (Ralph Lauren Home)风格独特的家具。

备注：
布杂艺术(Beaux-Arts): 19世纪起源于法国的建筑流派，融合了新古典主义、哥特式及文艺复兴元素，并对美国建筑产生深远影响。

安妮·卡森(Anne Carson): 著名室内设计师，曾参与拉夫·劳伦美国麦迪逊大道88号旗舰店的设计。



Gampu 休闲室



以尊荣专属作为标准
98 Wireless住户独享专用设施，并享受前所未有的服务水准和

热情款待，包括专属管家服务、专属司机、代客停车
和泰国Quintessentially第一个社区专属礼宾服务。



项目总览

98 Wireless座落于无线路上，为曼谷最独特的街道之一，
一条林荫大道贯穿伦披尼公园公园和城市最高端的购物商圈。

本项目为目前无线路上稀有的具有永久产权的顶级豪华公寓。

这座25层楼的公寓大楼占地约2莱(约3,200平方米)，为曼谷的地标型建筑。
仅77间豪华住宅，室内面积从120平方米到950平方米，包括两房、三房、
顶楼，和被称为“The One”最壮观的超级顶楼公寓--位于该建筑最高的

两个楼层。

所有住户均可乘载私人专属电梯，通往停车场的专属车库，
超级跑车的停车位和电动车充电设备。





*需附加费用

设施

优雅门厅 (The Wireless Hall)

迎宾接待室 (Embassy Hall)

大厅休闲室 (Gampu Lounge)

商务会客室 (State Lounge)

私人会议室 (Attache Suites)

茶室 (Wittayu Tea Room)

花园露台 (Embassy Terrace)

室外游泳池和按摩池 (Swimming Pool & Patumwan Jacuzzi)

SPA水疗室和按摩室 (Ploenjit Spa)

美甲室 (The Parlour)

98健身房（配备意大利著名健身品牌泰诺健顶级健身器材
(Fitness Studio equipped by Technogym)

儿童游戏室 (Children's Playroom)

多功能运动室 (The Studio)

蒸汽室 (Steam Room)

自行车储藏室 (Bike Storage Room)

司机室 (Driver's Lounge)

服务

国际精英会(Quintessentially)英式高端礼宾服务

管家服务

宾利豪华轿车服务

24小时大门侍者

24小时代客泊车服务

24小时维护和居家服务

24小时警卫安保

24小时闭路电视

家政服务*

日常用品购物和送货服务*

干洗和洗衣服务*



大使馆

匈牙利大使馆
爱尔兰大使馆
越南大使馆
荷兰大使馆
英国大使馆
瑞士大使馆
新西兰大使馆
美国大使馆
瑞典大使馆
日本大使馆
波兰大使馆

购物中心

尚泰大使购物中心 (Central Embassy)
尚泰奇隆购物中心 (Central Chidlom)
盖桑购物中心 (Gaysorn Plaza)
尚泰世界购物中心 (Central World)
暹罗百丽宫 (Siam Paragon)
暹罗购物中心 (Siam Center)
暹罗探索购物中心 (Siam Discovery)

酒店

雅典娜豪华精选酒店 (Plaza Athenee)
大仓新颐酒店 (The Okura Prestige)
康莱德酒店 (Conrad)
英迪格酒店 (Hotel Indigo)
柏悦酒店 (Park Hyatt)
万丽酒店 (Renaissance Bangkok)
四面佛君悦酒店 (Grand Hyatt Erawan)
索菲特特色酒店 (So Sofitel Bangkok)
暹罗凯宾斯基酒店 (Siam Kempinski)

办公楼
Park Venture
汤森塔 (Tonson Tower)
四季新天地 (All Seasons Place)
暹罗天地 (Siam Piwat Tower)
尚泰世界购物中心办公楼
(The Offices at Central World)

休闲活动

曼谷皇家运动俱乐部 (RSBC Polo Club)
伦披尼公园 (Lumpini Park)
曼谷皇家运动马球俱乐部
(Royal Bangkok Sports Club)

医疗

康民国际医院
(Bumrungrad International Hospital)
朱拉隆功国王纪念医院
(King Chulalongkorn Memorial Hospital)

公共交通

BTS菲隆奇轻轨站(BTS Phloen Chit)
MRT伦披尼地铁站(MRT Lumpini)
乍聿-玛项纳干高速公路
(Chalerm Maha Nakhon Expressway)

邻近地区



落客区



Wittayu茶室



大门入口



@sansiriplc

泰国尚思瑞SansiriThailand

ThailandSansiri

在尚思瑞，我们相信家不仅仅是人们居住的场所，更是个人或家庭感到舒适和便捷的良好环境，
也是充分享受生活的殿堂。我们致力于提供最好的住宅房地产和服务，以满足我们客户更深层的
需求。这也是对信任我们并成为尚思瑞之家会员的尊贵客户的承诺。

服务

• 住宅维护服务——24小时全天候在线的紧急通知服务，帮助您全方位照管房产，无需担心。
• 付款服务——登录尚思瑞网上付款系统，查看分期付款状态及账单。
• 尚思瑞住宅服务APP(Sansiri Home Service Application)——通过手机APP浏览新闻、查看
物业实时通知、申报维修、办理出租、转卖等服务。在苹果应用商店及各大安卓市场均可下载。
是您的城市日常生活必备。
• 项目修建进展——通过www.sansiri.com/projectprogress/en查看项目工程进度。

优待特权
• 专享——只有尚思瑞之家成员才能享受的一系列的专享特权和有趣活动，为您的珍贵家庭时光增添色彩。
• 尚思瑞SCB铂金卡(尚思瑞-汇商银行铂金卡/SCB Sansiri Platinum Card)——只需一张卡，
就能享受到诸多优惠特权，让您的生活更加出彩。

房产管理——PLUS PROPERTY经验丰富的团队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帮助增加您的投资机会。
关注我们的社交账号，了解最新新闻，也可联系电话+66 (0) 2201 3999

sansirithailand.cn

facebook.com/sansirifamily

twitter.com/sansiriplc

sansiri home service application

pinterest.com/sansiri

sansiri.com/blo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