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溫風華年代 Chen Chen 甄珍高雄影展 

2019.7.12(五)至 7.28(日)  

團購單  

 

 

(一)影展時間：2019.7/12(五)至 7/28(日) 

6/19(三)、6/26(三)、7/3(三)、7/10(三)各可處理團票事宜， 

如有另開場次、額外包場需求，包場優惠價格每場 10,000 元。 

(二)地點：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in89 駁二電影院 

(三)「重溫風華年代 Chen Chen 甄珍高雄影展」優惠票說明: 

    (1)「重溫風華年代 Chen Chen 甄珍高雄影展」：  

 

 

 

票務、活動聯繫 

高筱蓉 

07-5511211 分機 3029 

0919101923 

Jatiem@gmail.com 

Line ID : jatiem 



(A)凡一次購買「重溫風華年代 Chen Chen 甄珍高雄影展」場次合購達 30 張以上， 

(可跨場、但不含開幕片 7/12 Fri. 19:30《心有千千結》)、 

即可享原價 150 元 8 折優惠（即 120 元/張）的超值優惠票價。 

上述為 in89 戲院場次。 

(B) 凡一次購買 7/12 Fri. 19:30《心有千千結》場次 10 張以上， 

即可享原價 150 元 8 折優惠（即 120 元/張）的超值優惠票價。 

本場次於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 7 樓際會廳映演。 

(C)本影展所有場次 65 歲以上即可享有愛心票 75 元/張 

持優惠票入場時須出示證件，如未出示，須補足全票差額。 

影片片單與時間： 

 

  

日期 時間 影片 備註 

地點：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 7F 

7/12 五 19:30 開幕片－心有千千結 影人出席 

日期 時間 影片 備註 

地點： in89 駁二電影院 

7/13 六 13:00 海鷗飛處  

15:00 彩雲飛  

17:10 婚姻大事  

7/14 日 13:00 白屋之戀  

15:00 新娘與我  

7/15 一 19:00 真真的愛  

7/16 二 19:00 天使之吻  

7/17 三 19:00 群星會  

7/18 四 19:00 落鷹峽  

7/19 五 19:00 母與女  

7/20 六 

13:00 緹縈 影人出席 

15:40 真真的愛   

17:30 喜怒哀樂   

7/21 日 

13:00 婚姻大事 影人出席 

15:20 天使之吻   

17:10 珮詩   

7/22 一 19:00 落鷹峽   

7/23 二 19:00 彩雲飛   

7/24 三 19:00 白屋之戀   

7/25 四 19:00 珮詩   

7/26 五 19:00 緹縈   

7/27 六 
13:00 新娘與我 影人出席 

15:30 母與女   

7/28 日 
13:00 海鷗飛處 影人出席 

15:30 群星會   



(四) 注意事項: 

    (1)欲購團體票方案，請將下列訂購表填妥後，傳真至 07-551-1315，或 mail 至 jatiem@gmail.com   

   並致電至 07-551-1211 轉 3029 高小姐，確認電影場次、及金額無誤，再行付款事宜。 

      (詳細「訂購辦法」，請詳閱下述說明)  

    (2)每場次座位有限，須視訂購當天銷售狀況劃位，若有熱賣或完售場次，恕無法 

      接受訂位，敬請見諒 

    (3)請務必確認場次及時間後再訂購(07-551-1211 轉 3029，高小姐)，因團體票屬優惠價格, 

      恕不提供退換票及更換場次。 

    (4)「團體優惠票」付款方式: (本團體票須收足款項後，始發放票券) 

 

可選擇「匯款付款」二種方式 

       A.選擇「匯款付款」 

將團購單回傳，洽高小姐確認，約定「付款」時間，匯款至指定帳戶後，由專人為您統一進

行劃位，一律採付款後領取票卷。帳號：台新銀行(812)、帳號是 28881004569334。 

需於 6/19(三)、6/26(三)、7/3(三)、7/10(三)統一處理刷票與寄票事宜。 

影片介紹： 

 

  

mailto:jatiem@gmail.com


 

 

 



 



 

 

 

團購單請見最後一頁  



團體票訂購表  (可以跨場) 

團體名稱： 

 

 

訂購人： 

（聯繫人） 

 

 

聯繫電話：  

e-mail：  

日期 時間 影片 備註 訂購張數 金額 愛心票 65 歲

以上訂購張數 

愛心票 65 歲

以上金額 

地點：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 7F     

7/12 五 19:30 

開幕片

－心有

千千結 

影人出席  

  

 

本場次 10 張以上，可享 120 元/張超值優惠票價。  

 

日期 時間 影片 備註 訂購張數 金額 愛心票 65 歲

以上訂購張數 

愛心票 65 歲以

上金額 

地點： in89 駁二電影院 

下述場次合購達 30 張以上，(可跨場、但不含開幕片 7/12 Fri. 19:30《心有千千結》)，可享

120 元/張超值優惠票價。 

7/13 六 13:00 海鷗飛處      

15:00 彩雲飛      

17:10 婚姻大事      

7/14 日 13:00 白屋之戀      

15:00 新娘與我      

7/15 一 19:00 真真的愛      

7/16 二 19:00 天使之吻      

7/17 三 19:00 群星會      

7/18 四 19:00 落鷹峽      

7/19 五 19:00 母與女      

7/20 六 

13:00 緹縈 影人     

15:40 真真的愛       

17:30 喜怒哀樂       

7/21 日 

13:00 婚姻大事 影人     

15:20 天使之吻       

17:10 珮詩       

7/22 一 19:00 落鷹峽       

7/23 二 19:00 彩雲飛       



 

 

 

7/24 三 19:00 白屋之戀       

7/25 四 19:00 珮詩       

7/26 五 19:00 緹縈       

7/27 六 
13:00 新娘與我 影人     

15:30 母與女       

7/28 日 
13:00 海鷗飛處 影人     

15:30 群星會       

 

 

            

 

 

 

 

   總計：       張                      費用： 

請將本團體票訂購表傳真至 07-551-1315，或 mail 至 jatiem@gmail.com 高筱蓉收 

 

(A)凡一次購買「重溫風華年代 Chen Chen 甄珍高雄影展」場次合購達 30 張
以上， 

(可跨場、但不含開幕片 7/12 Fri. 19:30《心有千千結》)、 
即可享原價 150 元 8 折優惠（即 120 元/張）的超值優惠票價。 

上述為 in89 戲院場次。 
(B) 凡一次購買 7/12 Fri. 19:30《心有千千結》場次 10 張以上， 
即可享原價 150 元 8 折優惠（即 120 元/張）的超值優惠票價。 

本場次於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 7 樓際會廳映演。 
(C)本影展所有場次 65 歲以上即可享有愛心票 75 元/張 

持優惠票入場時須出示證件，如未出示，須補足全票差額。 
 
 

票務、活動聯繫  高筱蓉 
07-5511211 分機 3029 

0919101923 
Jatiem@gmail.com 

Line ID : jatiem 

mailto:jatiem@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