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客景点
震撼人心的力量





FORREC设计的游客景点 
是如此震撼人心  
一旦错过实乃一大憾事  

南昌万达主题乐园 中国



景点

人们总是热衷于追寻“下一个”  
他们渴望难忘的时刻 把自己从日常生活
中抽离出来 投身于能与家人朋友一同分享的全新
且令人兴奋的事物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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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的可能性
FORREC设计的游客景点有多种形式 它可以是科
学中心 博物馆 临时展览 游客中心 品牌环境
室外展览或者是赋予您故事一个独特 出乎意料
的诠释

做体验的主人
人们总想要主动加入到有趣的事情中去 这种感觉
就好像谈话和演讲之间的区别 正是如此逼真的互
动感 使得FORREC设计的游客景点充满了同游客
情感层面上的连接

炙手可热的景点
这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 人们总是逐势而趋  
游客景点也要足够敏捷 精准地捕捉流行的趋势
并使之成为现实 游客景点利用其打造时间较短的
优势 可以为游客提供他们最想要的 最新 最好
的生活



我们希望您的项目能在多个层面上取得成功
一个伟大的故事
一个游客不可抗拒的磁铁
也是一个经济财务上的成功

 



业主的  
每个业主都是不同的 但我们的出发点是相同的  
您的愿景 我们是“变色龙” 可以充分理解业主的
需求 FORREC知道 没有万能法则可以适合所有人
因此我们会为业主找到一条最适合他们的途径

游客的  
被动已经成为过去 人们想要做的不仅仅是散步和
到处看看 现在的游客想要做出选择 定制自己的体
验 他们想要以自己的方式勾勒出自己感兴趣的东
西 探索自己的节奏 在游客景点得到零距离 享受
且私人的体验 无与伦比的游客体验一直是FORREC

总体规划中的一部分   

FORREC的
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去了解您的愿景 直到足够我们能
够围绕它展开一个独特且引人入胜的故事 将它嵌入
整个景点的脉络之中 一个好的故事可以让我们充
满好奇 带领我们去到新的地方 挑战我们坚定的信
念 吸引游客的故事 我们讲的比任何人都要好  



设:
扩展其成功

乐 乐园

FORREC力求打造
出绝对忠于品牌
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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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沉浸
FORREC的理解是一个品牌不仅仅只是一个
标志 人们对品牌的感受才是品牌成功的本
质所在 在我们将其打造为娱乐体验之前
我们使自己成为品牌的忠诚拥护者 以获得
对品牌内涵尽可能深的理解

深受世界大牌的信任
正因为我们的经验 才促成了我们与诸 
如尼克 乐高 环球影城 六旗等国际 
品牌的多次品牌拓展合作 英国广播 
公司BBC选择FORREC为旗下“最高档”  
“BBC地球” “BBC儿童频道” 和  “与恐龙 
同行” 品牌打造景点 三丽鸥Hello Kitty 

和HiT娱乐的托马斯小火车和芭蕾舞鼠安 
吉丽娜也邀请FORREC为其打造了景点  
我们已经建立起创新品牌扩展的良好 
声誉

忠于品牌的诠释 
我们知道 人们忠于一个品牌都是有原因
的 他们希望看到这个他们所知晓 所爱的
品牌的一切诠释 FORREC知道如何忠于 
品牌 即使这将意味着按照全新的方向打 
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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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
解决问题的 
常规路径  

 
FORREC 

的 

大主意有大不同
人们在如何度过他们自由时间上有着无限的选择
但是他们的期望向来是很高的 为了吸引人们的注
意力 游客景点必须是一个可以营造氛围 引起好
奇心和点燃探索欲望的地方 引领人们去到那里
去体验 创造一个带有“磁场”的游客景点需要的
是大想法和发散性的思维

每次都是重新开始
我们没有固化的风格来决定你的项目长什么样  
我们会为您打造出真正独一无二的项目... 
这一理念贯穿始终

与人同欢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和家人 朋友 甚至陌生人
一起 和他人共处一个空间会有某种神奇的能量
在此之上 FORREC进一步打造出参与的快感 我
们使游客融入众人欢乐的海洋 反过来 这些场景
也使得游客景点充满活力

上



体验的

Agora 心 乐园



独一无二的目的地
不是每一个游客景点都依赖于大品牌的烘托  
世界上许多有趣的景点都是独一无二的目的地 
体验 凭借景点自身声名鹊起 FORREC会发现每
个地方的特点 并在此基础上打造属于您的游客 
景点 使之成为令人难忘 受人瞩目的目的地

游客体验的正确方向
游客希望从他们到达的那一刻起就受到欢迎  
并且全程受到关怀 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 
能快速地融入体验之中 FORREC以游客为中心 
的做法 把人们当作受到邀请的客人 而不是随 
随便便的游人

需求的层次
只有基本需求得到满足 总体的游客体验才算完
整 FORREC要确保每个细节到位——从起点入 
口到动线分布 盥洗室的位置 路标 食品服务和
零售缺一不可 我们专注于设计舒适便利的设施  
能够最周到贴心地满足游客不同层次的需求

有用的点子
我们的创意可以是天马行空的 但我们的工作也会
立足根本 绚烂的想法必须扎根泥土 并且符合经
营的参数 我们会根据您的需要专注客流 确立受
众基础 推进使命 建立品牌 我们的创意将和您
经营上的诉求点同步得到解决

魅力地球科学公园 加拿大



我们的
体

通向成功的道路

业
从原始数据到构建现实

将愿景变成建筑的一砖一瓦

景
打造“场域”感

设计
把故事带入室内

景点设计
刺激的因素

设计
打造统一的标识
 

提供导引和信息

设计
打造完美的展览

设计能带入情感的故事

设计
确保大思想贯穿始终 

现
需要时提供必要的专业知识



 

 

 

 

 

 

我们的  

我们的创意工作室是一个把创意
变为现实的游乐场 这些创意转
化为设计师手下的插画 故事板
人物塑造 动画 3D穿越演示  
互动模型以及我们想象能达到的
最富有创意的表达

 

 娱乐设计呈现建筑中最独特的挑
战和不寻常的结构 我们的建筑工
作室结合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灵活
的创意应对每一次挑战 为客户提
供可构建的设计愿景

景  

30年前 FORREC还是一家景观
设计公司 这是我们赖以生存
的根基 我们在此基础上不断成
长 锻炼专业技巧 培养创意  
我们被公认为是这个领域的开 
拓者 而在总体规划方面的实力
为我们赢得了国际声誉

设计
 
将最棒的主题从室外无缝衔接入
室内 最佳实践和建筑规范就是
去理解每一个细节 我们的室内
设计工作室总能呈现完美的室内
空间

设计 

我们的平面设计工作室运用图像
文字 色彩和形状进行交流 这个
团队知道如何将标志 路标和品
牌融入一套精良的设计成果之中
并且能够最直观地反映给游客



乐园 

 
的

从主题公园 水上乐园 度假村到零售娱
乐综合体和游客景点 FORREC所做的每 
一个项目上都将娱乐的价值融会贯通   



FORREC的



FORREC的故事始于30 
年前 当时我们正好填补 
了加拿大娱乐行业的一 
个空缺 由此我们发现  
我们深谙此道  
 
加拿大的第一个区域性主题公园——加拿大奇幻
乐园——由我们操刀 完成了总体规划 我们为西
埃德蒙顿购物中心和它的世界水上乐园——当时
世界上最大的室内水上乐园——设定了全新的零
售和冒险娱乐结合的标准 我们在做别人不敢做
的事情

FORREC声名鹊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改变了游戏 
规则 打破了娱乐设计的窠臼 创造出真正的娱乐 
设计 世界很快注意到了我们 我们也完成了来自
20多个国家 知名度颇高的国际客户的项目 一路
上 我们不断提升技能 磨练专业知识 拓展我们
的创意开发 我们一直位于时代趋势和技术的前
沿 这使得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一整套无 
人能及且独一无二的服务

更好的游客景点
每一个游客景点的设计背后 都有着我们超过30
年的多部门设计经验 我们将主题公园中带来欢乐
的经验应用到游客景点的设计中来 埋藏在水上
乐园宏大概念背后专业的讲故事能力 我们创造沉
浸式度假村的中心思想 和我们对“以游客为本”
的执着——这些可以被应用到游客景点不容错过
的体验中去 而这些体验也是成功游客景点必备
的特点
 

更好的娱乐设计
游客景点不仅仅是只从我们的其他部门经验中获
取养分 它也可以为我们带来回报 FORREC可以设
计出给零售娱乐综合体带来灵魂的游客景点 我们
可以利用游客景点为度假区增加差异化 FORREC

可以完成娱乐设计的所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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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业主有不同的故事 从个人的不同想法到政府机构 
的不同使命 我们确保我们了解对您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

游客景点的背后是谁  



HELLO KITTY
体验 的



  三丽鸥Hello Kitty  
 业主 商 马来西亚国库控股公司  
  主题景点和度假村私人有限公司
  马来西亚 柔佛 公主港
 业   2012
  2200平方米
  概念设计 扩初设计和场地审查



Hello Kitty 是三丽鸥公司广受欢迎的全球品牌  
在零售领域非常成功 而我们的挑战就在于如何 
把这个标志性的品牌转变为一个全新的领域  
即环境 骑乘设备和体验 而且必须在业主现有设
施建筑这个有限空间内完成 该建筑同时也同其他
知识产权持有者旗下的品牌“明星”共享

 

验

由FORREC打造的扩展体验完全抓
住了Hello Kitty文化的精髓 每一
个细节都能抓住Hello Kitty粉丝们
的心

FORREC敏锐地察觉到 Hello Kitty的粉丝对他们 
喜爱的“明星”如数家珍 哪怕是最微小的细节  
围绕着她创建一个3D世界 我们必须从她的粉丝
那里获取正确信息 因为他们几乎能出于本能地 
知道我们哪里错了 为了保持Hello Kitty与其他 
品牌“明星”的区别 我们在业主四层楼的建筑里
给了她一整个楼层 Hello Kitty小镇的一切都经过

精心设计 以反映“Kitty猫”这个主题 尤其是颜
色——粉红色 游客可以参观她的家 探索互动 
迷宫 坐上“转转杯” 骑乘设备 欣赏Hello Kitty 

和小伙伴们的“喵完美”舞台 以及在工艺区挥洒
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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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消息 WWE 世界摔角娱乐 想要加入品牌景
点的大军 打造成功的商业产品线 面对狂热的粉
丝军团 WWE意识到只有创造出逼真的体验 才能
不辜负极为挑剔的粉丝们的高期望 他们还寻求空
间的灵活性 使他们的品牌景点可以在多样的场地
中栖身

世界摔角品牌的粉丝们 
想要现场感受极致的品 
牌体验 而我们的工作就 
是确保他们能够得到这 
样的体验



我们将自己沉浸在WWE文化之中 想象WWE粉丝
的想象 FORREC的团队中包含一个WWE的铁杆粉
丝 他观看了WWE的网络视频 研究了摔角超级明
星和他们的招牌动作 分析了各类的招式以及粉丝
们的反应

在切实体会过WWE之后 通过捕捉呐喊 狂野  
喧嚣的真实感觉 我们准备将品牌诠释为一个风 
格强烈的超顶级品牌景点 我们与骑乘设备供应 
商合作 寻找能够真实模拟出摔角明星招牌动作 
的骑乘设备 这些骑乘设备都有极富摔角特色的 
新名字 例如踩绳反扑 背摔 击倒和雷锤重击  
其中一个黑暗骑乘更被称为“摔角之路”

我们把WWE捆绑在每一个体验之中 并且赋予了 
它们响亮的WWE品牌名号 例如“新手选拔营”
和“皇家大战” 经典的鬼屋体验成为WWE的恐怖
之家 这里的超级明星是送葬者和食虫人 我们甚
至为了向WWE的昔日之星致敬 特意打造了巨人安
德烈主题的趣味屋

FORREC使得游客进入每个WWE景点就像踏上摔
角舞台一样惊险刺激 我们为WWE提供可大可小
的景点 因此可以令景点适应各种室内场馆以及
大规模的室外WWE主题公园场地 这套WWE品
牌景点将在全球推广

  摔角狂热——世界摔角娱乐 
 业主 商 世界摔角娱乐公司
  遍布全球
  根据市场需求调整
  概念设计



 

验

对WWE品牌的精确了解帮助FORREC 

原汁原味地开发出这个品牌景点



 

 的 合



我们的业主分别从两个知识产权持有者 三丽鸥和
HiT娱乐公司 美泰公司子公司 那里获得了Hello 

Kitty和其他五个品牌人物的知识产权 两家知识 
产权公司都有各自的顾虑 他们的品牌将会被如何
演绎

孩子们是品牌最忠诚也是
最挑剔的拥护者 对于他
们来说 这些角色人物都
是真实的 因此任何品牌
的扩展体验必须达到他们
的预期



FORREC和我们的业主以及所有利益相关者密切
合作 为多个品牌的成功搭建了舞台 我们指定
入口上方的第一层为三丽鸥的Hello Kitty 顶层为
托马斯小火车 中间层为“小小大世界” 会员有
班尼紫色小恐龙 芭蕾舞鼠安吉丽娜 巴布工程
师和企鹅家族

由于HiT娱乐的人物都有各自的电视动画系列 我
们充分利用这些二维的电视环境 将其转化为真
实的 前瞻性的3D体验 托马斯小火车欢快地穿
过一个类似索多岛的村庄 班尼的欢乐广场  
安吉丽娜的舞蹈学院 巴布的施工场地和 
企鹅家族的冰屋子 通过流畅的无缝衔接  
使游客们从一个体验自然地过渡到 
下一个 使每一个角色都处在各自 
对应的环境中可以有效地帮助游 
客理解并轻松地体验各个分区

自入口进入 一个中央中庭的设置为游客提供了
景点在不同层次上的清晰视角 由导向空间延展
至各个较小的组织空间 游客从中可以很容易地
找到他们感兴趣的游乐项目

  托马斯小火车 巴布工程师  
  芭蕾舞鼠安吉丽娜 班尼紫色小恐龙  
  企鹅家族——来自HiT娱乐 
 业主 商 马来西亚国库控股公司
  主题景点和度假村私人有限公司
  马来西亚 公主港 柔佛
 业   2012
 规模 4600平方米
  概念设计 扩初设计和场地审查



 

验

FORREC成功地将不同的品牌融于一个
和谐有趣的环境中 并使它们保留了各
自的特色



公  
实体景点



为了进一步建立自己品牌的全球影响力和声誉  
英国广播公司希望在全球范围内发展自己的高 
端景点概念和旅游体验 他们还需要一些建议  
怎样的细节处理可以使这些概念迎合市场 以及 
如何挖掘 发现潜在的授权开发商来使这一切都 
变为现实

认真检测BBC四大最受 
欢迎电视节目的每一个 
“基因” 包括 最高档



我们将 最高档 品牌景点作为一个俱乐部 邀
请游客从观众变身为参与者 不同的活动区将给
游客测验汽车知识的机会 深入场景幕后 观看
现场特技表演和活动 并在高端模拟器和骑乘中
体验相互竞争的快感 最高档 俱乐部意在创
造一种归属感 并提供深入的 多层次的体验 以
吸引游客重复来玩

与恐龙同行 被设计为一个当今恐龙挖掘的大
本营 体验开始 游客们将和一支探险队一起
进入一个通过逼真的声音 气味 运动和触觉营
造出的恐龙生存环境 我们把 BBC儿童频道
品牌景点想象成一个分布在各个房间里的儿童
游戏馆 鼓励各类的互动 和这些熟悉的电视人
物一起自由地玩耍 而 BBC地球 的挑战在于
找到能使整个星球缩小到一个可控的景点中去
的方法

 

验

英国广播公司需要娱乐设计方面领先
的公司为其打造强有力且符合市场的
概念

解决方案

英国广播公司在创造和
宣传自己的娱乐设计上需
要新的视角和独到的见
解 FORREC能够为BBC 
提供这些——甚至更多



  最高档 , 与恐龙同行 , 
  BBC地球 和 BBC儿童
 业主 商 英国广播公司
  全球市场
  根据市场需求调整
  总体规划和概念设计

与



园
的 的  业主 英国朗利特野生动物园

  沃明斯特 英国
  3600公顷/9000英亩
  总体规划 



验

FORREC的总体规划复兴了朗利特 帮助其 
延续成功 并且展示了创意规划是如何在 
有限的空间条件下扩充景点的接待能力这处珍贵的文物古迹以非洲第一个室外野生动物

园而闻名于世 50年前向公众开放的狮子区现在是
公园唯一的热门景点 而公园的其他部分则显得很
冷清 随着时间的推移 增加的景点缺少相互之间
的主题联系 当朗利特的人口不断增长 扩充公园
的容量已经成为其未来成功的关键  

FORREC的10年总体规划通过为其量身打造故事
线 将野生动物园和这处文物古迹的其余部分重
新缝合在一起 除了狮子和一些珍奇动物 朗利特
故事还包括瞩目的建筑 独特的景观设计 以及居
民家中延续了600多年的文化珍宝 FORREC看到
巨大的客流潜力 来到这里观赏动物 为这里的历
史驻足

拓宽故事线的过程激发了我们对朗利特其他特色
的浓厚兴趣 我们增加了更多的游客设施 改善停
车条件 鼓励可替代的动线模式来帮助分流人群
于此同时我们也尊重了朗利特历史目的地的事实
新的叙事线使游客以一个全新的视野见到了朗 
利特 并且鼓励他们在这里停留更长的时间



 
现 心

的的 心

 业主 商 加拿大布鲁斯特旅游局  
  杰士柏 加拿大
  3500平方米
  总体规划和概念设计



裂隙环境 正当游客好像身处在山洞之中的时候
突然眼前一片光明 然后他们就可以领略一番真正
的阿萨巴斯卡冰川了

FORREC的总体规划通过自助式餐厅 夜晚极光晚
餐秀 提供冰川主题饮料和零食的尊享冰吧以及提
供休闲餐饮的营地餐厅进一步提升了游客体验

冰川发现中心位于阿萨巴斯卡冰川脚下的杰士柏国
家公园 是北美洲游客量最大的冰川 现在的游客
只把这座建筑当作冰川区的进站检票口 作为利益
相关者 加拿大园林部希望我们能够重新构思建筑
的内部 从而使它在整个冰川体验中发挥更重要的
作用 并且能够增加营收

FORREC的总体规划将冰川发现中心发展为一个景
点 取名裂隙 即冰冻巨人的心脏 它为游客提供了
一个冰川内部的壮观视角 建筑物的正外立面为玻
璃材质 建筑整体则模拟冰川的大小做成一个全真
比例的玻璃中庭

类似冰状的墙体将延伸到第三层 游客从那里进入
360度剧院 体验令人屏息的模拟飞行 穿越哥伦
比亚冰原 深入冰川裂隙之中 离开剧院 他们将
体验到冰川内部的过道——一个两层楼高的逼真

 

验

FORREC找到了使自然奇观阿萨巴
斯卡冰川更加惊险迷人的方法



 业主 商 北部科技馆
  萨德伯里 加拿大
 业  2016
  1500平方米 
   总体规划 概念设计
  方案设计 扩初设计
  施工图 场地审查
  施工审查

力
公园 

 业 的 力



验  

创造一个能动手 能攀爬 能玩 
耍的室外科学公园帮助魅力地球
拓展了游玩模式 并鼓励游客来
到景点反复游玩

魅力地球旅游景点位于萨德伯里标志性的大镍所
在地 它由北安大略最大的旅游景点——北部科
技馆所有并由它经营 魅力地球的前期发展集中
于室内体验 展品和多媒体表演 其中就包括大镍
的地下矿山之旅 这片14公顷场地上所缺少的是
室外的体验 可以扩展魅力地球的范围 延伸它的
故事

FORREC的初步设想是将这1500平方米的室外科学
公园打造为一个连贯的 吸引人的游客体验景点
三个游乐分区通过多样的游乐结构和主题体验向
游客们讲述着萨德伯里丰富矿业遗迹的故事  
作为故事线的一部分 完整比例的采矿设备例如地
下装载机 矿石车和渣罐都被融入设计之中

进入科学园区的游客会发放安全帽和安全背心  
他们可以像熔渣一样流下渣滓滑道 发掘化石  
感受地震波 从萨德伯里最古老的矿井深处往 
上爬 在公园的露天剧场 舞台设置就是一辆大 
型地下运输车的废料箱



 的



朴茨茅斯历史悠久的造船厂是500年来英国最具
价值的海军遗产 四个景点由四个慈善组织单独
资助 整个场地似乎由此被割裂开来 作为一个
仍在使用的海军基地 它不是一个最佳的游客体
验 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更完整 更能引发游客
情感上共鸣的游客体验和家庭景点

研究表明 游客很难把握整体的故事线 对船厂
的整体规模也很模糊 整个线性场地中缺少儿童
项目 过多的中老年步行空间 以及没有足够的观
赏和休息区域

FORREC的总体规划放弃了现有针对各个景点 
单独化的做法 取而代之的是将场地作为一个 
整体 由中心向四周辐射 这样的做法可以为游
客提供一个免费的入门缓冲区 能够有效地调动
游客对内部事物探究的积极性 激发他们的购票
欲望 整个场地的简单布局简化了故事线 并创
造了情感的参与 为了使规划能在数年内实现  
FORREC在总体规划中确定了24个单独项目  
可以把场地和故事紧密的联系起来 使拥有新 
体验之后的各景点之间的空间以及游客所需的 
设施有所增加

 业主 商 朴茨茅斯古代造船厂
   英国朴茨茅斯
  6.5 公顷
   总体规划 

验

FORREC的总体规划将复杂的现有场地
变为一个统一的体验 将英国的海军 
历史以一种清晰和引人入胜的方式娓
娓道来



游
力 的 计



对于第二块场地 我们的规划是一个家庭景点中枢
叫做Technopolis 技术社会 与场地附近的未来科 
技中心的主题相呼应 家庭可以在这片区域自由地 
漫步 选择去到一片专为儿童设计的寓教于乐的中 
小型独立游客景点 该地区将从四面八方与周边城 
市环境相连接

作为水上乐园度假区的一个替代 FORREC提出了 
另外一种方案 叫做“冒险山” 一座高70米的陡 
峭山峰可以为游客们提供类似岩山的体验 活动可 
以包括如攀岩 索道 射箭 探索洞穴 皮划艇等等

塑造第二个既吸引当 
地人又吸引游客的活 
力商业区

验

没有预定方案 没有参考实例 摆在我 
们面前的只有一片空白 在这样的条 
件下 FORREC提议了对这个场地来说 
合适的方案 这些方案并不一定和业主
一开始的想法完全一致

 业主 商 新加坡旅游局
 位置 新加坡裕廊湖区 
 规模 23公顷
  范围 总体规划和概念设计

新加坡裕廊湖区正发展为第二个充满活力的中央商
务区 新加坡政府拨出一块总面积为23公顷的沿湖
狭长地带 期望将其打造成一个魅力的家庭休闲目
的地 它必须既能吸引当地人又能吸引游客 同时
还能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

FORREC并没有将场地看作是一个目的地 而是
两个 通过与业主及市场可行性顾问的通力合作
我们确定了一个更大 更宽的场地部分 这个部分
接近未来的高铁站 我们将在这里打造一个城市
水上公园度假区 依托一个尚未确定的全球家庭
品牌 这个大型且独特的主题式室内/室外水上公
园与配套酒店将充分带动多日的住宿行程



上
 人



基于科教兴国的政策方针 上海科技馆被寄予的期
望是非常高的 它必须能够吸引广大群众 尤其是
青少年 因为它得与其他想要吸引同一目标群体的
娱乐形式竞争 同时它也必须达到科教与娱乐之间
的平衡

 业主 商 上海科技馆
  上海 中国
 业  2005
  13000平方米
  总体规划 概念设计  
  扩初设计和现场审查





FORREC仔细审查了业主提供的业态内容 并且意
识到必须要有些灵活性才能满足科技馆的目标
业态内容 当然是教育性的 从本质上来说是被 
动的 从经验中我们得知 为了吸引青少年 这些
内容必须提升到更高的互动水平

FORREC将空间划分为几个主题展览馆 每个分区
都有一个独特的入口 代表着知识的大门向游客
敞开 在介绍区域会有分区内所包含的教育信息 
的介绍 之后游客就能体验到一个又一个有趣的 
景点 再之后游客们会进入一个互动的自由流动
区 那里有许多有趣的活动 让游客尽可能地运用
所学到的知识

FORREC设计的景点中包括了“人体之旅”黑暗 
骑乘 生态灾难剧场 激光核能源骑乘以及计算 
机模拟旅程 FORREC运用最新的技术来制造突 
破性的体验 把学习变成乐趣 把科学变为娱乐

验

FORREC在科学中心的设计上树立了
新的标准 引导游客在结束一个体 
验之后 穿过新的入口进入到下一个
体验



成功的创意意味着创造以人为本的地方和体验——
并且具有商业价值





成功的设计

请与我们联系 我们将帮您实现您 
的成功愿景  

Suite 100C, 219 Dufferin Street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6K 3J1 
电话: 416 696 8686
传真: 416 696 8866

主题公园
水上乐园
度假  
游客景点
商业 乐综合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