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旧金山海湾渡轮(San Francisco Bay Ferry)提议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起调整票价。 请参见以下建议的票价表。

常规票价结构建议 

Alameda Seaplane，Harbor Bay，Oakland & Alameda以及 Richmond渡轮路线 

票价类别 当前票价 FY2024 FY 2025 FY 2026 FY 2027 FY 2028 

纸质票 $5.75  $5.75  $6.00  $6.25  $6.50  $6.75  

Clipper / 手机票 $4.50  $4.60  $4.70  $4.90  $5.00  $5.20  

折扣纸质票 1 $2.75  $2.75  $3.00  $3.00  $3.25  $3.25  

折扣 Clipper / 手机票^* $2.25  $2.30  $2.30  $2.40  $2.50  $2.60  

学校团体 2 $1.75  $1.80  $1.90  $1.90  $2.00  $2.00  

5 岁以下儿童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165 岁及以上、17 岁及以下、持有 Medicare卡或 DMV残疾停车牌的人士可以使用折扣纸质票。 
^折扣 Clipper包括 Clipper START、RTC Clipper、老人 Clipper和青少年 Clipper。 

*65 岁及以上、17 岁及以下、持有 Medicare卡或 DMV残疾停车牌的人士可以使用折扣手机票。 

2学校团体只提供提前预订。 
       

South San Francisco渡轮路线 

票价类别 当前票价 FY2024 FY 2025 FY 2026 FY 2027 FY 2028 

纸质票 $8.50  $8.75  $9.00  $9.25  $9.50  $9.75  

Clipper / 手机票 $6.75  $7.00  $7.20  $7.40  $7.60  $7.90  

折扣纸质票 1 $4.25  $4.25  $4.50  $4.50  $4.75  $4.75  

折扣 Clipper / 手机票^* $3.25  $3.50  $3.60  $3.70  $3.80  $3.90  

学校团体 2 $2.75  $2.80  $2.90  $3.00  $3.10  $3.20  

5 岁以下儿童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165 岁及以上、17 岁及以下、持有 Medicare卡或 DMV残疾停车牌的人士可以使用折扣纸质票。 
^折扣 Clipper包括 Clipper START、RTC Clipper、老人 Clipper和青少年 Clipper。 

*65 岁及以上、17 岁及以下、持有 Medicare卡或 DMV残疾停车牌的人士可以使用折扣手机票。 

2学校团体只提供提前预订。 
       

Vallejo渡轮路线 

票价类别 当前票价 FY2024 FY 2025 FY 2026 FY 2027 FY 2028 



纸质票 $11.25  $11.50  $12.00  $12.25  $12.50  $13.00  

Clipper / 手机票 $9.00  $9.30  $9.60  $9.90  $10.20  $10.50  

折扣纸质票
1
 $5.50  $5.75  $6.00  $6.00  $6.25  $6.50  

折扣 Clipper / 手机票^* $4.50  $4.60  $4.70  $4.90  $5.00  $5.20  

学校团体
2
 $3.50  $3.60  $3.70  $3.80  $3.90  $4.10  

5 岁以下儿童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165 岁及以上、17 岁及以下、持有 Medicare卡或 DMV残疾停车牌的人士可以使用折扣纸质票。 
^折扣 Clipper包括 Clipper START、RTC Clipper、老人 Clipper和青少年 Clipper。 

*65 岁及以上、17 岁及以下、持有 Medicare卡或 DMV残疾停车牌的人士可以使用折扣手机票。 

2学校团体只提供提前预订。 

短途 票价结构建议

短途：Pier 41 短途,  Alameda 短途 

票价类别 当前票价 FY2024 FY 2025 FY 2026 FY 2027 FY 2028 

纸质票 $1.25  $1.25  $1.25  $1.25  $1.25  $1.50  

Clipper / 手机票 $1.00  $1.00  $1.00  $1.10  $1.10  $1.10  

折扣纸质票
1
 $0.50  $0.50  $0.50  $0.50  $0.50  $0.75  

折扣 Clipper / 手机票^* $0.50  $0.50  $0.50  $0.50  $0.60  $0.60  

5 岁以下儿童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165 岁及以上、17 岁及以下、持有 Medicare卡或 DMV残疾停车牌的人士可以使用折扣纸质票。 

^折扣 Clipper包括 Clipper START、RTC Clipper、老人 Clipper和青少年 Clipper。 

*65 岁及以上、17 岁及以下、持有 Medicare卡或 DMV残疾停车牌的人士可以使用折扣手机票。 

特别活动票价结构建议 

Oakland、Alameda和 Oracle Park/Chase Center之间 

票价类别 当前票价 FY2024 FY 2025 FY 2026 FY 2027 FY 2028 

纸质票 $9.60  $10.50  $10.75  $11.25  $11.50  $11.75  

折扣纸质票 1 $7.20  $8.00  $8.25  $8.50  $8.75  $9.00  

5 岁以下儿童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165 岁及以上、17 岁及以下、持有 Medicare卡或 DMV残疾停车牌的人士可以使用折扣纸质票。 

 
 
  

      

Vallejo和 Oracle Park之间 

票价类别 当前票价 FY2024 FY 2025 FY 2026 FY 2027 FY 2028 



纸质票 $15.90  $18.25  $18.75  $19.25  $20.00  $20.50  

折扣纸质票
1
 $11.80  $13.50  $14.00  $14.25  $14.75  $15.25  

5 岁以下儿童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165 岁及以上、17 岁及以下、持有 Medicare卡或 DMV残疾停车牌的人士可以使用折扣纸质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