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TS有限公司&尚思瑞有限公司  
合资企业

尚思瑞和BTS携手合作，给您提供富有

前景的区位，带来舒适与便捷，

让您生活更愉快。



在这里，您对未来珍贵的构想会得到实现。
THE LINE Phahonyothin Park

当想象力代表了渴望，

在这个需求多种多样及快节奏的社会，

想象力没有固定的形式或者限制，

不必逃避真实的自己所拥有的想法。



想象⋯居住于中心地段

多个领先的教育机构和众多商场都坐落于此，

这些便是这个地区的魅力所在，

每天为您带来新奇有趣的发现。

拉抛（Lad Prao）路口带您前往各个地点，

满足您交通、工作、居家以及生活方式需求：

邻近两条捷运线和主要高速路，

多种交通方式供您选择，

曼谷汽车总站和廊曼国际机场，

把您连接到泰国内外各个目的地。



想象⋯居住于大自然中

THE LINE Phahonyothin Park项目内，

拥有8莱绿意葱葱的花园，

释放想象力，

铸造创造力，

这便是项目的设计理念与灵感。

“神奇大树”（Magical Tree）把项目内外设施有趣地联系起来，

并将建筑物概念化为一棵大树，随着一天时间的推移，灯光和阴影

会发生自然的变化---仿佛这座建筑是一棵矗立在广阔花园上不朽的

32层高的神奇大树，让您每天都可以享受绿色景观和新鲜空气。 



想象⋯您个人的魔法森林

项目的特别设计---8莱的大花园，让您能每天沉浸在大自然中。

沉思于大自然的简单自由，呼吸新鲜空气，让大城市里的躁动生活得到安抚。大自然是世界上最好的邻居，

您可体验与大自然为邻的生活。



共享生活方式
实现您对生活的想象与期待

花园礼宾大堂 大自然的热情拥抱
精选自然大理石，巧妙的设计，让您感到如同被轻轻包裹于巨树中。

 

如同蔓延伸展的树根般，弯弯曲曲的林中小道带领您来到礼宾大堂，

透过巨大的玻璃墙,您能看到令人赏心悦目的大花园，葱葱郁郁，优雅大气。



共享休闲厅
多功能休闲厅

无论您想要参加派对，看电影或者沉浸于游戏中，

这些休闲活动总能让紧绷的大脑放松，疲惫的身心愉快。

试试沙狐球（Desk Shuffleboard）这个新游戏吧，

玩法新颖，适合几个好友一起比赛，同时，您能透过室

内的落地窗欣赏风景。



共享厨房

想象⋯在森林里享用大餐
厨房内配备有先进的厨具和家电，如LG的InstaView节

能冰箱和智能食物回收器，这款智能食物回收器能将厨房

的食物垃圾转变成用于耕种的肥料。共享厨房带给您超出

想象的烹饪体验。共享厨房的装饰营造出自然森林的气氛，

加上柔和的灯光，您会格外享受烹饪的过程。



观景点

想象...极致美景

在32楼的观景点，踮起脚尖仿佛能触摸天空。从玩跳房子游戏到

探索兔子洞，慢慢地，您会惊喜地发现您孩子的个人发展得到提高。

当您见证您的孩子在空中儿童游乐场玩耍的同时，实际上也提高了他们的

学习能力，您将会有一种自豪感。



悬浮鸟巢

想象⋯烦恼随风而去的感觉 城市中的喧嚣与烦恼褪去，只剩下平静放松的氛围，

就好像您坐于树顶上冥想。悬浮鸟巢内还设有太阳

能充电器，让您能随时充电。32楼的悬浮鸟巢既让您感受到大自然又能把城市

风光带到您眼前。



共享工作空间

想象⋯一个想象力与创意并存的地方

这个空间被分为三个工作室，首先是设备齐全的摄影室，您可以自由地

创造摄影杰作。第二个是共享工作室，您可以在这里独立工作或者小组

合作。这个工作室有可调节和可移动的家具，您可根据您的需求和喜好

设置。特殊的铝链设计用于隔开空间，既能保护隐私又能扩展空间。第

三个是会议室，您可以在这里找到支持各种会议类型的设备。共享工作空间专为满足您所有需求而设计。



共享游戏空间

想象⋯点燃创意想象力的花火

孩子们在游戏世界里探险，玩着各种各样的有趣活动，

他们的脸上挂满了微笑。

这里提供滑梯，书籍和许多游戏，培养孩子想象力，提高学习能力，

同时也帮助孩子全面发展。这个儿童共享游戏空间由三美泰医院专门设计。



星空健身房

想象⋯在星空下锻炼和放松

每个人都可以充满活力与气魄。屋顶健身房被分为3个区域，

拥有180度视角，并配备有多种健身器材。

智能技术设备区设有许多创新设备，如电动稳定控制台（Reax Board），

灵敏感应测试灯（Reax Light），智能镜等。运动器械区有跑步机和带屏

幕的室内自行车，可模拟一些运动，为您提供逼真的骑行环境，让您的健

身更有趣。重量训练区也配备了一系列高品质哑铃。



星空泳池

想象⋯跑向地平线追逐层层波浪

在星空泳池中静静享受游泳的乐趣，把一天的疲惫都游走，

加上泳池瀑布的设计，更为您增添自然愉悦的感觉。

或者您可以坐下来观赏一直延伸到地平线的城市全景，

还有按摩池和儿童戏水区也完美融入设计中，

让您度过美好家庭时光。



我们不仅设计富有美感且实用性强的产品
更融入绿色设计 促进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公共设施：

-礼宾大厅

-公共花园位于1楼，2楼，22楼

-公共工作空间

-摄影室

-手工室

-会议室

-多功能休息厅

-公共烹饪室

-儿童娱乐室

-户外按摩泳池

-儿童泳池

-多功能健身房

-户外儿童游戏区

-自助洗衣室

其他设施：

-在共享设施空间内提供无线网络

-电动汽车充电桩

-临时停车处

3栋楼共享

-12，800平方米绿地花园

-停车楼

-公共道路

-商店

-出入口

其他：

24小时警卫安保

24小时中央监控

备注：

条件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项目平面图 & 公共设施 3栋公寓楼共享区域

1. 公园和花园

2. 16层的停车楼（不包括地下室）

3. 内部使用通行道

4. 商业办公楼（多功能综合楼）

5. 商业办公楼的花园和通行道

6. 环岛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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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rd-16th, 19th, 21st Floor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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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th, 30th Floor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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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th, 31st Floor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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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nd
FLOOR PLAN

楼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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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尚思瑞，我们相信家不仅仅是人们居住的场所，更应该拥有舒适和便捷的良好环境，

是充分享受生活的殿堂。我们致力于提供最好的住宅与服务，以满足客户更深层的需求。

这也是我们对那些将他们的信任交给我们，并成为我们尚思瑞家庭成员客户们的承诺。

Phahonyothin

Project Owner : NUVO LINE AGENCY CO.,LTD Company’s registered no. 0125550046236. Head o�ice : 59 Soi Rim Khlong Phra Khanong, Phra Khanong Nuea Sub-District, Vadhana District, Bangkok 10110. Registered 
capital(THB) : 100,000,000.00, Paid up capital(THB) : 100,000,000.00  (as of date 10 Jan 2022). The President : Mr. Uthai Uthaisangsuk. The Project : THE LINE Phaholyothin Park Building B, Condominium’s registered no. 
11/2564, Land title deed no. 456, approximately area 2 Rai, located at Phahonyothin Road, Lat Yao, Chatuchak, Bangkok ,  as a Condominium of 32 storey(ies), 1 building(s), total of 881 unit(s), (for residential: 880 units, and for 
commercial: 1 units).The Land and building have been mortgaged with Bangkok Bank PLC.,  EIA approved under the approval letter no. 1009.5/14646, dated 6 February 2018. Ready to transfer ownership within 30 days upon 
the purchaser pays the unit price in full together with the sinking fund, common fee, tax and other fees as prescribed by Project Owner or the Condominium Juristic Person subjected to the Condominium la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