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於多倫多北 邊 45分鐘 - 900台老虎機,
 25台賭桌遊戲, 包括百家樂, 二十一點, 

輪盤與撲克。 
來看看我們每個月送出的現金與大獎精彩活動!

來體驗安省湖乡豪華度假酒店!  
8間獨特餐館,豪華住宿,水療護理, 

世界級演唱會, 
還有2200台老虎機與85台賭桌遊戲, 任你選擇!

晚上8點之前預訂第二日的巴士座位。

必須是My Club Rewards會員。申請會員卡是免費的。
必須年滿十九歲或以上並持有政府頒發的附有相片的有效證件, 才可進入劇場觀看演唱會或參加宴會，

進入博彩區，乘坐賭場往返巴士或享受其他優惠。二十一歲以下的客戶必須出示額外的證件。被
Casino Rama Resort或所有安省賭場所屬公司及驅逐的人士或自我隔離者，

或不遵守Casino Rama Resort進入條件者不得進入賭場, 參與此次活動或領取優惠。
不適用於Casino Rama Resort 與 Gateway Casinos & Entertainment所屬公司員工。

所有優惠如有更改或取消, Casino Rama Resort恕不另行通知。
Angel Tours將向使用巴士單程服務的乘客收費。必須乘搭Angel Tours前往賭場巴士，

才能乘坐回程巴士。Angel Tours 有權拒絕任何人及沒有政府頒發的附有相片的有效證件人士上車。
請遵守所有泊車規則，如有違規，後果自負。

GATEWAY CASINOS INNISFIL
直達巴士
短線巴士
每逢二、四、六

出發                    由Innisfi l
                               回程

BARRIE 巴里

KOZLOV CENTRE 
(Kozlov購物中心 – Metro外)

上午10:00 下午02:30
下午02:00 下午06:30

BARRIE 巴里巴士總站
( 24 Maple Ave)

上午10:15 下午02:30
下午02:15 下午06:30



 出發  由Casino Rama  
                               回程

士 嘉 堡

BRIMLEY / SHEPPARD 
(東方廣場)

上午08:15 下午03:00
下午05:30 午夜12:00

MCCOWAN / FINCH
(on Sandhurst Circle - LCBO 外) 

上午08:30 下午03:00
上午10:30 下午04:30
下午12:30 晚上06:30
下午02:30 晚上10:00

MCCOWAN / ALTON TOWERS
(愛登商場 / Alton Towers Circle  
於 McCowan之前)

上午08:45 下午03:00
上午10:45 下午04:30
下午12:45 晚上06:30
下午02:45 晚上10:00
下午05:45 午夜12:00
晚上07:45 凌晨04:00
晚上09:45 上午06:00

多 倫 多

JANE / WILSON
(蜆殼油站) 

上午11:20 下午05:00
下午01:20 晚上07:00
下午03:15 晚上10:00
下午05:15 午夜12:00
晚上08:15 凌晨04:00

(星期五,六)

YONGE / FINCH
(YRT  巴士站 - 16 號月台)

          上午11:45
下午02:45 晚上10:00 

(星期五,六,日)

 出發               由Casino Rama  
                               回程

密 西 沙 加

MISSISSAUGA VALLEY  
CENTRAL PARKWAY  
(Iona Square Shopping Plaza)

上午10:00 下午04:30
(星期五,六)

CITY CENTRE DRIVE
(Square One - Tim Hortons 旁邊)

上午10:10 下午04:30
(星期五,六)

布 蘭 普 頓

PEEL CENTRE DRIVE /  
TEAM CANADA DRIVE
(Bramalea City Centre Drive 西南角)

上午10:30 下午04:30
(星期五,六)

康 山

HWY 7 / COMMERCE VALLEY 
DRIVE W
(金貿中心出口/人行道)

          上午11:45
上午11:00 下午05:00
晚上06:30 午夜12:00
晚上08:20 凌晨04:00
晚上10:20 上午06:00

木 橋

HWY 7 / COLOSSUS
(停車場西南角巴士月台)

下午03:30 晚上10:00
下午05:40 午夜12:00
晚上08:30 凌晨04:00 

(星期五,六)

HWY 400 / MAJOR MACK
(位於HWY 400 西南面停車場)

          上午11:45
上午11:45 下午05:00
下午01:45 晚上07:00
晚上08:40 凌晨04:00
晚上10:40 上午06:00

 出發 由Casino Rama  
                               回程

直達華瑪賭場

YORKDALE
(巴士總站 - 12 號月台)

上午11:00 下午05:00
下午01:00 晚上07:00
下午03:00 晚上10:00
下午04:45 午夜12:00
晚上08:00 凌晨04:00 

(星期五,六)

新 市

HWY 400 / HWY 9  
(停車場 西南角)

中午12:00 下午05:00
下午03:45 晚上10:00 

(星期五,六,日)

BARRIE
BAYFIELD MALL
(停車場靠保齡球招牌)

上午11:30 下午04:30
晚上06:40 午夜12:00

萬 錦

KENNEDY / STEELES
(太古廣場)

            上午11:45
上午09:00 下午03:00
上午11:00 下午04:30
下午01:00 晚上06:30
下午03:00 晚上10:00
晚上06:00 午夜12:00
晚上08:00 凌晨04:00
晚上10:00 上午06:00

烈 治 文 山

YONGE / HWY 7
(on Red Maple Rd - Tim Hortons 南面)

上午11:10 下午05:00
下午03:10 晚上10:00 

(星期五,六,日)

FP

FP

FP

FP

FP

 出發           由Casino Rama       由Innisfil 
                       回程                回程      

士 嘉 堡

BRIMLEY / SHEPPARD 
(東方廣場)

下午12:30 晚上06:45 晚上07:45
下午02:40 晚上09:45 晚上10:30

MCCOWAN / FINCH
(on Sandhurst Circle - LCBO 外) 
下午03:30 晚上11:00 晚上11:45

MCCOWAN / ALTON TOWERS
(愛登商場 / Alton Towers Circle  
於 McCowan之前)
下午03:45 晚上11:00 晚上11:45

SCARBOROUGH TOWN CTR
(巴士總站 - 2 號月台)
上午09:25 下午04:00 下午04:45
下午12:20 晚上06:45 晚上07:45

VICTORIA PARK / LAWRENCE
(Victoria Terrace - No Frills 外)

上午09:10 下午04:00 下午04:45

多 倫 多

JANE / WILSON
(蜆殼油站) 

上午10:05 下午04:30 下午05:15

晚上06:55 凌晨01:15 凌晨02:00

YONGE / FINCH
(YRT  巴士站 - 16 號月台)

上午09:45 下午05:00 晚上06:00

下午01:00 晚上06:45 晚上07:45

YORKDALE
(巴士總站 - 12 號月台)

上午09:45 下午04:30 下午05:15

晚上06:35 凌晨01:15 凌晨02:00

新 市

HWY 400 / HWY 9  
(停車場西南角)
上午09:45 下午03:00 下午03:45

晚上07:40 凌晨01:15 凌晨02:00

YONGE / ASPENWOOD DR
(位於Mr Lube停車場) 
上午11:00 下午05:00 晚上06:00

下午03:25 晚上09:45 晚上10:30

 出發           由Casino Rama       由Innisfil 
                       回程                回程    

萬 錦

KENNEDY / STEELES
(太古廣場)

上午09:45 下午04:00 下午04:45
下午04:00 晚上11:00 晚上11:45

烈 治 文 山

YONGE / HWY 7
(Red Maple Rd. - Tim Hortons 南面)

上午09:10 下午03:00 下午03:45

上午10:10 下午05:00 晚上06:00
下午04:20 晚上11:30 凌晨12:15

康 山

HWY 7 / COMMERCE VALLEY DR W
(金貿中心出口/人行道)

上午08:55 下午03:00 下午03:45

上午10:25 下午05:00 晚上06:00

下午03:00 晚上09:45 晚上10:30

下午04:10 晚上11:30 凌晨12:15

木 橋

HWY 7 / COLOSSUS
(停車場西南角巴士月台)

上午10:30 下午04:30 下午05:15

HWY 400 / MAJOR MACK
(位於HWY 400 西南面停車場)

上午09:30 下午03:00 下午03:45

上午10:45 下午04:30 下午05:15

下午04:45 晚上11:30 凌晨12:15

晚上07:25 凌晨01:15 凌晨02:00

東 區

GERRARD / BROADVIEW
(位於 Gerrard Street - KFC 對面)

上午09:50 下午04:30 下午05:15

DUNDAS / SPADINA
(222 Spadina Avenue - 文華中心) 
上午10:05 下午04:30 下午05:15

GATEWAY CASINOS INNISFIL
與華瑪賭場

FP

FP

FP

FP

FP

FP

*前4排的座位
收費 $50  

*卓越與超越
卡,會員可免付
費用

*殘疾座位從第
4排開始. 必須
預訂及出示殘
疾證明

預定巴士座位 
1-888-817-7262

生效日期 12月23日

預訂巴士座位者 
才能使用有FP標誌 

的免費停車位

请上网 
www.angeltour.com

查询過夜停車
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