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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园名称 普吉幻多奇～世界级文化娱乐夜城

FantaSea 是“Fantasy”（幻想）和 “Sea”（大海）两个词的

结合，象征着“梦幻之海”的含义。

获奖称誉 -荣获 “亚太区最佳旅游景点奖”---英国[汤姆森]旅游集团授予。

-荣获数届旅游业最高金奖“泰国最佳旅游景点奖” --- 泰国旅游局 

颁发。

-荣获国际娱乐业最高荣誉奖“国际旅游品质奖”--- 西班牙108个

 国家俱乐部颁发。

-荣获“全球优质管理奖”--- 西班牙机构颁发。

-荣获“管理质量信誉金奖”--- 法国专业管理行业协会颁发。

-在卓越的表现和客户最佳满意度方面荣获 “T.Q.M

（总体质量管理）杰出代表奖” --- 法国和德国联合机构颁发。

-荣获“伊斯兰（清真）食物水准” --- 泰国旅游局颁发。

-荣获“世界级水准公厕” --- 泰国旅游局颁发。

-荣获“最佳宣传广告印刷奖” --- 第三十八届印度旅游及观光

 旅展（TTF）

-荣获“最佳企业奖”--- 欧洲商业议会颁发。

广告语 赞美神话，

探索神秘，

体验魔幻！

座落方位 普吉幻多奇是泰国投资最大的乐园，座落于甘玛拉海边，最捷近

到达众多普吉著名的景点和酒店，如巴东海滩（Patong）、嘎嗒

海滩（Kata）、傍涛海滩（Bangtao）、拉鼓娜（Laguna）和普吉

市区（Phuket Town）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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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60英亩（大约24.3公顷）

试营业日期 1998年 12月 20日

正式开业日期 1999 年 2月 6日

    每周星期五至星期三，下午5:30至晚上11:30。

（每周星期四休息）

*如星期四是公共假日，乐园可正常开放。

*如有加场表演或举办活动，乐园营业日期和时间可能会更改。

乐园活动 泰国文化幻术表演

自助餐厅

海鲜自助餐厅

点菜和快餐餐厅

啤酒园和酒吧

咖啡店

购物村

文化游行

街边表演

游戏店

与吉祥物见面

手工艺品示范

泰式服装出租和摄影

现场表演

放烟花表演（预先通知日期）

现代和古典音乐表演

骑和喂大象

观赏和喂鲤鱼

观赏和喂孔明鱼

野生慢步

甜品和冰淇淋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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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园景点 「甘玛拉王国之传奇」世界级文化幻术剧场钜作

「象王宫殿」剧场

「金娜里」皇家雅宴自助餐厅

「苏丽雅玛」海鲜自助餐厅

 金色亭榭

「艾雅拉」神象传奇表演

 宫殿广场

「佳节村」购物天堂 

　　　　　　　　　 「西米兰」娱乐中心

　　　　　　　　　  辉煌曼谷表演舞台

　　　　　　　　　  梦幻山

　　　　　　　　　  金象洞穴售票处

　　　　　　　　　  虎林探险

 暹罗咖啡店

 蓝色阿沙拉巴

 暹罗甜品店

蓝色阿沙拉巴

 鸡尾酒苑

                           

表演时间 晚上9:00（正常演出）

晚上 7:30（加场演出）

*如当天有加场表演，普吉幻多奇将事先告知。

自助餐时间  下午5:30至晚上9:00（平常）

      下午5:30至晚上10:00（特殊）

*在必要的情况下，普吉幻多奇可对以上表演日期、时间与自助

餐时间进行临时更改而无需事先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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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见证 自从开业以来，普吉幻多奇真诚欢迎和荣幸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

无数尊贵的要人和声名显赫的各界名人，受到了高度的赞扬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前总理李鹏阁下；泰国前总理川立沛阁下；

香港前特首董建华阁下；新加坡总统纳丹阁下；不丹女王还有许

多国家的大使如美国和中国，以及来自各个国家的王子与公主；

本国和国际各界著名的名流如美国魔术师大为.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弗朗兹.哈拉里（Franz Harary）；韩国人气组

合「东方神起」；好莱坞名人尼古拉斯.里奇（Nicole 

Richie）；葡萄牙足球运动员 路易斯·卡洛斯·阿尔梅达·达·

库尼亚“纳尼”（Nani）；蕾哈娜（Rihanna）；

碧昂丝 (Beyoncé) & 杰斯 (Jay Z) 等等。

设施 咨询服务中心；停车场；客车服务中心；车辆维修服务；加油站；

婴儿照顾中心；贵宾便利中心；祈祷室；宠物保管室；照相机寄

放处；避难处；幻多奇接待中心；自动取款机；兑换外币；现场

表演播放服务；现场外汇兑换窗口；国内和国际电话服务（硬币

与磁卡）；儿童้้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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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客服务 宾客指南/安全护送服务；医护室；轮椅提供服务；车辆租赁服务；

现场保安措施；游客购物退税服务。

特殊服务 重要贵宾隆重迎接；生日/各种周年纪念日庆祝；各种场地租赁；

服装租赁；设计和制作团队；活动组织团队（国内外皆可）。

会场 活动主办的全方位场所

宴会服务 场地出租（剧场，自助餐厅，公园，培训中心）

AV 设备出租；

根据客户要求编写活动的程序；

设计和制作；

专业的技术和创意性的团队.

停车场 停车广场能容纳750辆以上汽车、各种小型客车和200辆以上大型

客车的停放。

应急措施 提供 24小时急救车服务；现场设有急救设施的医护中心；有专职

的1位医生 4位护士随时随地为每一位客人服务。

附近医院有 巴东医院（10分钟）

普吉国际医院（20分钟）

普吉曼谷医院（20分钟）

直达机场 从普吉国际机场到普吉幻多奇大约23公里（14.3英里）坐车大约

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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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全球定位系统）　7.956412, 98.287513

直达酒店 普吉幻多奇位于甘玛拉黄金海岸，只需 9公里就可到达著名的巴东

海滩（Patong），最便捷到达普吉岛上所有的宾馆和酒店，普吉

幻多奇提供所有宾馆和酒店到乐园的往返接送服务。

从以下地方坐车到普吉幻多奇游览的时间大约需：

甘玛拉海滩（Kamala） （2分钟）

苏林海滩 (Surin) （5分钟）

巴东海滩（Patong） （10分钟）

傍涛海滩（Bang Tao） （10分钟）

格伦海滩（Karon） （25分钟）

普吉市区（Phuket Town） （30分钟）

嘎嗒海滩（Kata） （35分钟）

若需要更多了解，敬请与国际关系部联系

电话: + 66 76 385 000；+66 76 680 870

传真: + 66 76 385 333

电子邮件: ir@phuket-fantasea.com

网站: http://www.phuket-fantasea.com

http://www.phuket-fantasea.com/
mailto:pr@phuket-fantase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