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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團劃包廳資訊/強片介紹/GC 頂級影廳/精緻餐飲介紹 

團劃-在一個影廳內只劃少部分的座位  包廳-整個影廳包下來(座位數*票價) 

不管是團劃或是包廳，至少七至十個工作天前預約喔! 片長 150 分鐘以上(含 150 分鐘)之電影需加價   

*包廳團劃需按現場狀況安排，不便之處儘請見諒，建議盡早預約。*小提示：大部分的強片首週都只會在大廳放映！ 

新片上映首週、假日與假日前一晚,需搭配餐飲組合 餐飲品內容請見本文件後半部 

基本組合:80 元(中可小爆) 或 120 元(中可小爆熱狗) 另有數種超值餐飲組合，請見本文件後半部分 

全省威秀影城影廳各廳座位數  

    台北地區   桃竹苗區 台中地區   台南 高雄  花蓮 

    信義   京站   板橋   日新   林口 
桃園    

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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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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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劃位與包廳簡介與流程 

         
團體劃位包廳 *團體劃位 50 位以上，於該廳劃立一個區域，其它席次於場次開放後提供給現場觀眾購買 

  

 
*包廳 於指定時段包下整個影廳，座位數須全數購買，廳內無其它現場觀眾 

  
預訂方式: *一般週五開片日，預排週期為週五到下週四場次，預定該週期場次請於上週五前預訂 

  

 
例如:影城於 week1 週六安排 week2 週五到 week3 週四前場次，請於最遲請於 week1 週五前預訂團體劃位與包廳。 

 
*請告知預訂日期，團體劃位人數或包廳人數，電影名稱，開演時間以 1 小時為區間。 

  

 
例如: 預約 7/28(六) 團體劃位 100 位/包廳 227 席   13:00-14:00 之間開演的 電影， 

  

 
*部分影片開片因拷貝數、版本與片商要求，僅會在大廳或指定影城映演，不便之處請見諒 

  

 
*預訂方式與細節請與影城業務人員聯繫/ 

    

 
團體劃位與包廳流程圖 

 
  影城場次 開放   報名截止日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week1 週五之前皆可預訂，強片請提早預約 

7/20 

報名截止日 
7/21  安排場次 

 
week2 安排場次 

安排場

次 
安排場次 

確認活動場次後可付款出票 

未付款場次，中午後場次開放給現場

觀眾，開放當週五到下週四場次。若

提前開片則另行公布 

確認活動流程    7/28 (六)活動日 

 
week3               

         
付款與取票 *當週三下午即可確認活動場次與開演時間，付款後即可出票。 

   

 
*請填寫好訂購單後傳真或交給業務，您可選擇現場刷卡/匯款或即期支票 

   

 
*週三中午 12 點前未付款之場次將與影城所有場次一併開放給現場觀眾購票 

   
注意事項 *團體劃位無活動規劃，同一般觀賞電影即可。 

    

 
*包廳活動可另規劃活動，開演前 5 分鐘進場，10 分鐘活動，後進正片 

   

 
*包廳活動請於週四前確認活動，回簽 event sheet。提供廳內麥克風/接待桌/歡迎告示*1，其他需求請事先提出 

 
*包廳活動廳內活動為 10 分鐘，可另放映 DVD 影片，費用另計。請勿超過時間，影響下一場影片放映 

 

 
*團體劃位與包廳活動，請一人一票，憑票入場，對號入坐。影城動線規劃無法提供自由入座 

 

 
*團體劃位與包廳活動為優惠活動，主辦單位請勿提供外食。 

   

 
*請遵守影片級制度，並事先告知與會者，團體劃位與包廳活動不接受退換票服務。 

  

 
*影城為公共安全區域，請勿影響公共區域動線，例如: 坐在走道上，影城有權暫停一切活動。 

  

         
團體劃位與 

包廳優點 
*提早預約最好的座位，並享優待價格(免手續費!) 

    

 
*時段任你挑 任你選  

      

 

*招待客戶與員工聚會，滿意度最高與回客率最高

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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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票價與窗口票價比較表 

2018/2/15 起(片長 150 分鐘以上(含 150 分鐘)之電影需加價) 

 

價格若有異動，以現場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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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電影介紹 
日期 片名 類

型 

卡司 劇情介紹 連結官網或預告 

9/20 Detention 

返校 

驚

悚 

話題國片!!!! 1962年寂寥而肅殺的時代，翠華中學高三生方芮欣，意外與

輔導老師張明暉相戀，在問題叢生的家庭及學校中，他成為

她唯一的出路。追求自由的張明暉，另與師生殷翠涵、魏仲

廷等人組織讀書會，研讀禁書，雖為高壓校園帶來一線呼吸

的空間，卻也冒著生死攸關的風險。一日，張明暉憑空消失，

除方芮欣外，僅有高二生魏仲廷仍記得她的存在。兩人遂結

伴尋找消失的老師，卻發現校園逐漸從他們熟悉的世界剝

離，在鬼魅橫行的異域，他們被迫面對可怖的真相…。 

預告 https://youtu.be/BDM693sTP4A  

 

10/3 Joker 

小丑 

動

作 

瓦昆菲尼克斯 繼傑克尼克遜、希斯萊傑與傑瑞德勒托之後，瓦昆菲尼克斯

成為在大銀幕上第四位接下「小丑」這個角色的演員，看他

如何從一個失敗的喜劇演員，一步一步成為高譚市最邪惡、

最頂尖的超級罪犯。 

 https://youtu.be/Y-agB7JbQM8  

 

10/4 Abominable 

壞壞萌雪怪 

動

畫 

 夢工廠動畫暨東方夢工廠聯合製作的《壞壞萌雪怪》將帶領

觀眾踏上一場兩千英哩的史詩冒險旅程，從上海熙來攘往的

街頭，一路來到雄偉壯觀的喜馬拉雅山巔峰。   當少女小宜

（漫威影集《神盾局特工》汪可盈 配音）在她居住的上海公

寓大樓屋頂遇到一個雪怪 

預告 https://youtu.be/XBu2AWepWIo  

 

10/17 Maleficent:

Mistress of 

Evil 

黑魔女 2 

劇

情 

安潔莉娜裘莉 

蜜雪兒菲佛 

迪士尼最知名的反派黑魔女回來了！除了安潔莉娜裘莉再度

回歸飾演黑魔女梅菲瑟，艾兒芬妮演出睡美人公主奧蘿拉，

續集還加入蜜雪兒菲佛飾演的英格麗皇后。對人類還是存有

戒心的梅菲瑟，一心想保護奧蘿拉公主，卻適得其反，不但

與公主的關係岌岌可危，還可能引發一場牽連無辜的大戰… 

預告 https://youtu.be/I4J56K9mZ3k  

 

10/25 Gemini Man 

雙子殺手 

動

作 

李安 導演 

威爾史密斯 

一個即將退休的殺手被迫面對終極挑戰，他必須和自己外表

一模一樣，但卻更年輕、各方面都達到巔峰的複製人交手。 

預告 https://youtu.be/yezfuW4z4eY  

 

https://youtu.be/BDM693sTP4A
https://youtu.be/Y-agB7JbQM8
https://youtu.be/XBu2AWepWIo
https://youtu.be/I4J56K9mZ3k
https://youtu.be/yezfuW4z4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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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 Stand By Me 

陪你很久很久 

愛

情 

李淳  

邵雨薇 

蔡瑞雪 

《陪你很久很久》由新銳導演賴孟傑執導、李淳首挑大樑攜

手兩位新生代人氣女星邵雨薇、蔡瑞雪聯手主演，全新陣容

打造今年秋天最爆笑動人的青春愛情喜劇！ 

浪漫預告 https://youtu.be/lZ0ci32YXbk  

 

10/31 魔鬼終結者:

黑暗宿命 

動

作 

琳達漢彌頓 

阿諾史瓦辛格 

影史科幻經典正宗續集，兩大重磅狠角色回來了！琳達漢彌

頓(飾演 莎拉康納) 與阿諾史瓦辛格 (飾演 T-800) 再度回

歸演出兩人從影生涯最具代表性的角色，由《惡棍英雄：死

侍》導演提姆米勒執導、影史票房冠軍大導詹姆斯卡麥隆及

大衛艾里森監製。 

預告 https://youtu.be/1NX4BEyjmVw  

 

11/1 The Addams 

Family 

阿達一族 

動

畫 

莎莉賽隆 

克羅伊摩蕾茲 

詭異無常，稀奇古怪的「阿達一族」在高魔子（奧斯卡艾薩

克 飾）和魔帝女（莎莉賽隆 飾）相愛結婚後，開始尋找新

家成立家庭，用獨特的方式教育女兒星期三（克蘿伊摩蕾茲 

飾）和兒子普斯利（芬恩伍法德 飾），當小孩長大準備進入

一般的學校唸書，此刻“阿達一族”面臨到世俗的眼光，他

們和一般人相處會激盪出什麼樣有趣的事情。 

https://youtu.be/4rjSMNvkaw4  

 

11/8 安眠醫生 驚

悚 

伊旺麥奎格 經過這麼多年，丹尼托倫斯(伊旺麥奎格 飾)的內心依舊為童

年時期在全景飯店所遭遇的可怕事件留下創傷，儘管他努力

試著過平淡的生活，但是當他遇到艾柏拉這位勇敢的少女

時，他平靜的生活完全破碎；艾柏拉同樣擁有被稱為「閃靈」

的強大力量，依憑著直覺，艾柏拉知道丹尼擁有與她相同的

能力，於是急切地尋找他，要他一起對抗冷血無情的高帽蘿

絲與她的追隨者：「真結族」，他們綁架具有閃靈力量的孩

童，用可怕的方式吸取他們的精氣，藉以獲得永生不死的能

力。 

預告 https://youtu.be/8LPCEhWA8FQ  

 

11/8 Midway 

決戰中途島 

動

作 

路克伊凡斯 

伍迪哈里遜 

丹尼斯奎德 

★《ID4 星際重生》《2012》《明天過後》億萬大導羅蘭艾

默瑞奇最新鉅作   

此片重演1942年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著名的太平洋戰爭中一

場關鍵性戰役——史上聞名的「中途島戰役」，此戰發生於

珍珠港事變後，並被認為是大戰中扭轉局勢的轉捩點！而《決

戰中途島》集結好萊塢重量級卡司一同參與，將成為 年度壓

軸重量級戰爭動作片。  

預告https://youtu.be/WTFJTZIqO3c  

 

https://youtu.be/lZ0ci32YXbk
https://youtu.be/1NX4BEyjmVw
https://youtu.be/4rjSMNvkaw4
https://youtu.be/8LPCEhWA8FQ
https://youtu.be/WTFJTZIqO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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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 Chhichhore 

萬萬沒想到 

劇

情 

《我和我的冠軍

女兒》導演 最新

力作 

為了讓事事擺爛的魯蛇兒子振作起來，老爸決心把學生時代

的好友通通找回來，曾經每天一起幹蠢事的朋友，在畢業後

各自踏上勇敢追夢之旅。從年少時代到中年人生，一步步找

回青春回憶的同時，荒謬瘋狂的回憶也重現心頭。這次老爸

要用自己的故事向兒子證明，即使年輕頹廢迷茫，人生沒有

做不到，只有想不到，關於未來的無限可能，想要就能親手

創造！  

11/15 Charlie’s 

Angels 

霹靂嬌娃 

動

作 

 預告 https://youtu.be/Hu3ukfSaCCg   

11/21 Frozen2 

冰雪奇緣 2 

動

畫 

原班人馬 席捲全球票房的《冰雪奇緣》又回來了！續集《冰雪奇緣2》

艾莎一夥人深入遙遠的神秘森林，展開冒險。 

預告 https://youtu.be/lRLJkDEfFP8  

 

12/4 Jumanji : 

The Next 

Level 

野蠻遊戲:全

面晉級 

動

作 

巨石強森 

凱文哈特 

傑克布萊克 

丹尼狄維托 

在全新的《野蠻遊戲：全面晉級》中，前一集角色再度聚首，

但遊戲的格局卻早已改變！當四位主角重返「野蠻遊戲」試

圖要拯救自己的小命時，他們意外發現這個遊戲規則不僅改

變，這一次，所有的玩家都必須去突破更多未探索過的全新

領域；從荒蕪的沙漠，到無人之境的雪山，他們必須拼盡全

力，才能逃離這個全世界最危險的遊戲，回到現實！ 

預告 https://youtu.be/u6GGHkBqrxw  

 

12/5 Ford v 

Ferrari 

賽道狂人 

動

作 

克里斯汀貝爾 

麥特戴蒙 

劇情描述來自美國的汽車設計師卡洛謝爾比（麥特戴蒙 飾

演）和無所畏懼的英國賽車手肯邁爾斯（克里斯汀貝爾 飾

演），兩人聯手對抗企業干預、打破物理定律，同時面對他

們各自的心魔，最後為福特汽車打造出一輛革命性新款賽

車，更在1966年於法國舉辦的利曼24小時耐力賽中，一舉擊

敗當時的賽車界霸主法拉利。 

預告 https://youtu.be/V1eqBSn7odU   

12/6 Last 

Chritmas 

去年聖誕節 

愛

情 

艾蜜莉克拉克 

亨利高汀 

艾瑪湯普遜 

楊紫瓊 

一事無成的凱特（艾蜜莉亞克拉克 飾）在倫敦渾渾噩噩地過

日子，她做出一連串的糟糕決定導致的厄運總是伴隨著鞋子

上發出的鈴聲如影隨形地跟著她，在一間全年無休的聖誕飾

品店當店員。於是當心地善良的大帥哥湯姆（亨利高汀 飾）

闖入凱特的人生，並且開始幫助她克服她人生中的許多障礙

與難關，這一切都似乎美好得有點不真實。當倫敦在聖誕佳

節期間轉變成一座童話般的夢幻王國，這兩個看似八竿子打

不著的人應該不會結成良緣，但有時候你得順其自然、聆聽

內心的聲音…而且一定要擁有信念。 

預告https://youtu.be/z4yO41vuGVY   

 

https://youtu.be/Hu3ukfSaCCg
https://youtu.be/lRLJkDEfFP8
https://youtu.be/u6GGHkBqrxw
https://youtu.be/V1eqBSn7odU
https://youtu.be/z4yO41vuG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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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Bill Condon 

大說謊家 

劇

情 

海倫米蘭 

伊恩麥克連 

故事主角是一個不曾相信過任何人的職業騙徒：羅伊寇特尼

(伊恩麥克連 飾)，他一生中無所不騙，心狠手辣毫不留情，

而且不留下任何痕跡。某日他在網路上認識一名有錢的寡

婦：貝蒂麥雷許(海倫米蘭 飾)。兩人見面後相談甚歡，毫無

疑問地，貝蒂很快就被羅伊幽默風趣的談吐與溫柔貼心的態

度所吸引，但出乎羅伊意料的是貝蒂竟是他這一生中見過最

聰明、優雅、風趣而且有品味的女性；貝蒂對羅伊敞開心胸

毫不隱瞞，大方地打開大門邀請他進入她家與她的人生中，

此時的羅伊開始驚訝地發現自己竟然是真心喜歡貝蒂，他一

生中未曾有過如此心動的感覺，讓原本按照計畫應該發生的

騙局，竟在最後的轉瞬間峰迴路轉，面對這個一生一次能讓

自己動心的女人，羅伊將會做出什麼樣的選擇？ 

預告https://youtu.be/XSyGZa-_3fg  

 

12/19 Star Wars: 

The Rise of 

Skywalker 

Star Wars 天

行者的崛起 

科

幻 

 《STAR WARS : 天行者的崛起》是迪士尼買下盧卡斯影業之

後的第五部作品，同時也是星際大戰正傳故事的第九部曲、

更是從1977年開始、橫跨42年的STAR WARS 天行者傳奇

(Skywalker family)故事最終回！

https://youtu.be/iqvV2i8gnnA  

 

12/20 Cats 

貓 

音

樂 

詹姆士柯登 

茱蒂丹契 

泰勒絲 

 

《CATS 貓》一片豪華的演員陣容包括詹姆斯柯登、朱蒂丹

契、A 咖傑森、伊卓瑞斯艾巴、珍妮佛哈德森、伊恩麥克連、

泰勒絲、瑞貝爾威爾森，並且特別介紹英國皇家芭蕾舞團首

席女伶法蘭契絲卡海沃德首次演出電影處女作。 

這部音樂片有安德魯洛伊韋伯編寫的經典音樂和世界級的舞

者陣容，由曾經榮獲百老匯東尼獎的編舞師安迪布蘭肯布勒

（《漢密爾頓》、《高地人生》）負責編舞，這部電影以令

人歎為觀止的場景設計、最先進的拍攝技術，以及從芭蕾舞

到現代舞、嘻哈舞到爵士舞、街舞到踢踏舞的多樣化舞蹈風

格，為全新世代重新想像這齣經典音樂劇。 

預告 https://youtu.be/kBn5pdAzA2o  

 

12/27 Charlie’s 

Angels 

霹靂嬌娃 

動

作 

克里斯汀史都華 

娜歐蜜史考特 

艾拉巴林斯卡 

克莉絲汀史都華、娜歐蜜史考特及艾拉巴林斯卡，替傳說中

神龍見首不見尾的「查理」工作。這些天使們一直以來，都

為高端私人客戶提供最隱密的頂級安全檢查和調查工作。而

現在，這個神秘的「湯森組織」早已發展成一個勢力銳不可

檔的跨國集團—在擁有全球最聰明、勇敢，且訓練最系統最

堅強的性感女力之下，這些遍佈全球的「波斯利」依然帶著

絕美嬌娃們穿梭於世界各個角落。而當一位年輕的系統工程

師吹響這個看似普通卻藏有機關的危險哨子時，這些各具獨

特魅力且能文善武的的性感嬌娃們便會即刻採取行動。為了

保護我們所有的人，她們願意將自己的生命推上最前線……預

告 https://youtu.be/Hu3ukfSaCCg  

 

 

https://youtu.be/XSyGZa-_3fg
https://youtu.be/iqvV2i8gnnA
https://youtu.be/kBn5pdAzA2o
https://youtu.be/Hu3ukfSaC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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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廳超值餐點組合(僅一般廳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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