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lameda/Oakland – San Francisco 票價結構建議  
 
 

當前 建議 
標準票價 標準票價 – 2022財年 

Alameda/Oakland 和 San Francisco之間 

成人 $7.20 成人 $5.75 

成人(僅限 Clipper) $5.40 成人(僅限 Clipper) $4.50 

成人(Clipper START) $3.60 成人(Clipper START) $2.25 

青少年(5-18 歲) - 青少年(5-18 歲) $2.75 

青少年(5-18 歲) (僅限 Clipper) $3.60 青少年(5-18 歲) (僅限 Clipper) $2.25 

老人(65+), 殘疾人 - 老人(65+), 殘疾人 $2.75 

老人(65+), 殘疾人(僅限 Clipper) $3.60 老人(65+), 殘疾人(僅限 Clipper) $2.25 

兒童(5歲以下) 免費 兒童(5歲以下) 免費 

折扣票價產品 折扣票價產品 

學校團體* $2.40 學校團體* $1.75 

*學校/團體車票必須提前預定 

 

 

 

Vallejo – San Francisco渡輪大樓票價結構建議 

 

當前 建議 

標準票價 標準票價 – 2022財年 

成人 $15.10 成人 $11.25 

成人(僅限 Clipper) $11.30 成人(僅限 Clipper) $9.00 

成人(Clipper START) $7.50 成人(Clipper START) $4.50 

青少年(5-18 歲) - 青少年(5-18 歲) $5.50 

青少年(5-18 歲) (僅限 Clipper) $7.50 青少年(5-18 歲) (僅限 Clipper) $4.50 

老人(65+), 殘疾人 - 老人(65+), 殘疾人 $5.50 

老人(65+), 殘疾人(僅限 Clipper) $7.50 老人(65+), 殘疾人(僅限 Clipper) $4.50 

兒童(5歲以下) 免費 兒童(5歲以下) 免費 

折扣票價產品 折扣票價產品 

學校團體* $5.00 學校團體* $3.50 

月票 $388 月票 $388 

*學校/團體車票必須提前預定 
 

 
 
 
 



 
 

Harbor Bay – San Francisco渡輪大樓票價結構建議 

 
 

當前 建議 

標準票價 標準票價 – 2022財年 

成人 $7.50 成人 $5.75 

成人(僅限 Clipper) $5.60 成人(僅限 Clipper) $4.50 

成人(Clipper START) $3.70 成人(Clipper START) $2.25 

青少年(5-18 歲) - 青少年(5-18 歲) $2.75 

青少年(5-18 歲) (僅限 Clipper) $3.70 青少年(5-18 歲) (僅限 Clipper) $2.25 

老人(65+), 殘疾人 - 老人(65+), 殘疾人 $2.75 

老人(65+), 殘疾人(僅限 Clipper) $3.70 老人(65+), 殘疾人(僅限 Clipper) $2.25 

兒童(5歲以下) 免費 兒童(5歲以下) 免費 

折扣票價產品 折扣票價產品 

學校團體* $2.50 學校團體* $1.75 

*學校/團體車票必須提前預定 

 
 
 
 
 

Harbor Bay – South San Francisco票價結構建議 

 
 

當前 建議 

標準票價 標準票價 – 2022財年 

成人 $9.40 成人 $5.75 

成人(僅限 Clipper) $8.10 成人(僅限 Clipper) $4.50 

成人(Clipper START) $4.70 成人(Clipper START) $2.25 

青少年(5-18 歲) - 青少年(5-18 歲) $2.75 

青少年(5-18 歲) (僅限 Clipper) $4.70 青少年(5-18 歲) (僅限 Clipper) $2.25 

老人(65+), 殘疾人 - 老人(65+), 殘疾人 $2.75 

老人(65+), 殘疾人(僅限 Clipper) $4.70 老人(65+), 殘疾人(僅限 Clipper) $2.25 

兒童(5歲以下) 免費 兒童(5歲以下) 免費 

折扣票價產品 折扣票價產品 

學校團體* $3.10 學校團體* $1.75 

 
 

  



 

South San Francisco – Alameda/Oakland票價結構建議 
 
 

當前 建議 

標準票價 標準票價 – 2022財年 

成人 $9.40 成人 $8.50 

成人(僅限 Clipper) $8.10 成人(僅限 Clipper) $6.75 

成人(Clipper START) $4.70 成人(Clipper START) $3.25 

青少年(5-18 歲)     - 青少年(5-18 歲) $4.25 

青少年(5-18 歲) (僅限 Clipper) $4.70 青少年(5-18 歲) (僅限 Clipper) $3.25 

老人(65+), 殘疾人     - 老人(65+), 殘疾人 $4.25 

老人(65+), 殘疾人(僅限 Clipper) $4.70 老人(65+), 殘疾人(僅限 Clipper) $3.25 

兒童(5歲以下) 免費 兒童(5歲以下) 免費 

折扣票價產品 折扣票價產品 

學校團體* $3.10 學校團體* $2.75 

*學校/團體車票必須提前預定 

 
 
 
 
 

South San Francisco – San Francisco渡輪大樓票價結構建議 

 
 

當前 建議 

標準票價 標準票價 – 2022財年 

成人 - 成人 $5.75 

成人(僅限 Clipper) - 成人(僅限 Clipper) $4.50 

成人(Clipper START) - 成人(Clipper START) $2.25 

青少年(5-18 歲) - 青少年(5-18 歲) $2.75 

青少年(5-18 歲) (僅限 Clipper)  青少年(5-18 歲) (僅限 Clipper) $2.25 

老人(65+), 殘疾人 - 老人(65+), 殘疾人 $2.75 

老人(65+), 殘疾人(僅限 Clipper) - 老人(65+), 殘疾人(僅限 Clipper) $2.25 

兒童(5歲以下) - 兒童(5歲以下) 免費 

折扣票價產品 折扣票價產品 

學校團體* - 學校團體* $1.75 

*學校/團體車票必須提前預定 

 

 

 

 

 



 

Richmond – San Francisco渡輪大樓票價結構建議 

當前 建議 

標準票價 標準票價 – 2022財年 

成人 $9.30 成人 $5.75 

成人(僅限 Clipper) $7.00 成人(僅限 Clipper) $4.50 

成人(Clipper START) $4.60 成人(Clipper START) $2.25 

青少年(5-18 歲) $4.60 青少年(5-18 歲) $2.75 

青少年(5-18 歲) (僅限 Clipper)  青少年(5-18 歲) (僅限 Clipper) $2.25 

老人(65+), 殘疾人 $4.60 老人(65+), 殘疾人 $2.75 

老人(65+), 殘疾人(僅限 Clipper)  老人(65+), 殘疾人(僅限 Clipper) $2.25 

兒童(5歲以下) 免費 兒童(5歲以下) 免費 

折扣票價產品 折扣票價產品 

學校團體* $3.10 學校團體* $1.75 

*學校/團體車票必須提前預定 

  
 

 
 
 

Seaplane Lagoon – San Francisco渡輪大樓票價結構建議 

 
 

當前 建議 

標準票價 標準票價 – 2022財年 

成人 - 成人 $5.75 

成人(僅限 Clipper) - 成人(僅限 Clipper) $4.50 

成人(Clipper START) - 成人(Clipper START) $2.25 

青少年(5-18 歲) - 青少年(5-18 歲) $2.75 

青少年(5-18 歲) (僅限 Clipper) - 青少年(5-18 歲) (僅限 Clipper) $2.25 

老人(65+), 殘疾人 - 老人(65+), 殘疾人 $2.75 

老人(65+), 殘疾人(僅限 Clipper) - 老人(65+), 殘疾人(僅限 Clipper) $2.25 

兒童(5歲以下) - 兒童(5歲以下) 免費 

折扣票價產品 折扣票價產品 

學校團體 - 學校團體* $1.75 

*學校/團體車票必須提前預定 

 
 

 

 

 



 

短途票價結構建議 

當前 建議 

標準票價 標準票價 – 2022財年 

Oakland 和 Alameda之間 

成人 $1.70 成人 $2.75 

成人(僅限 Clipper) - 成人(僅限 Clipper) $2.25 

成人(Clipper START) $0.80 成人(Clipper START) $1.00 

青少年(5-18 歲) - 青少年(5-18 歲) $1.25 

青少年(5-18歲) (僅限 Clipper) $0.80 青少年(5-18歲) (僅限 Clipper) $1.00 

老人(65+), 殘疾人 - 老人(65+), 殘疾人 $1.25 

老人(65+), 殘疾人(僅限 Clipper) $0.80 老人(65+), 殘疾人(僅限 Clipper) 

 

$1.00 

Vallejo 和Mare Island之間 

成人 $1.70 成人 $2.75 

成人(僅限 Clipper) - 成人(僅限 Clipper) $2.25 

成人(Clipper START) $0.80 成人(Clipper START) $1.00 

青少年(5-18 歲) - 青少年(5-18 歲) $1.25 

青少年(5-18歲) (僅限 Clipper) $0.80 青少年(5-18歲) (僅限 Clipper) $1.00 

老人(65+), 殘疾人 - 老人(65+), 殘疾人 $1.25 

老人(65+), 殘疾人(僅限 Clipper) $0.80 老人(65+), 殘疾人(僅限 Clipper) 

 

$1.00 

San Francisco渡輪大樓和 41號碼頭之間 

成人 $1.70 成人 $2.75 

成人(僅限 Clipper) - 成人(僅限 Clipper) $2.25 

成人(Clipper START) $0.80 成人(Clipper START) $1.00 

青少年(5-18 歲) - 青少年(5-18 歲) $1.25 

青少年(5-18歲) (僅限 Clipper) $0.80 青少年(5-18歲) (僅限 Clipper) $1.00 

老人(65+), 殘疾人 - 老人(65+), 殘疾人 $1.25 

老人(65+), 殘疾人(僅限 Clipper) $0.80 老人(65+), 殘疾人(僅限 Clipper) $1.00 

    

 

 
  



 

特別活動票價結構建議  

當前 建議 

標準票價 標準票價 – 2022財年 

Oakland/Alameda 和 Oracle Park之間 

成人  $9.60 成人  $9.60 

青少年(5-18歲) $7.20 青少年(5-18歲) $7.20 

老人(65+), 殘疾人 $7.20 老人(65+), 殘疾人 $7.20 

兒童(5歲以下有成人陪同時) 免費 兒童(5歲以下有成人陪同時) 

 

免費 

Vallejo 和 Oracle Park之間 

成人  $15.90 成人  $15.90 

青少年(5-18歲) $11.80 青少年(5-18歲) $11.80 

老人(65+), 殘疾人 $11.80 老人(65+), 殘疾人 $11.80 

兒童(5歲以下有成人陪同時) 免費 兒童(5歲以下有成人陪同時) 
 

免費 

Oakland/Alameda 和 Chase Center之間 

成人  $9.60 成人  $9.60 

青少年(5-18歲) $7.20 青少年(5-18歲) $7.20 

老人(65+), 殘疾人 $7.20 老人(65+), 殘疾人 $7.20 

兒童(5歲以下有成人陪同時) 免費 兒童(5歲以下有成人陪同時) 免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