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PR201801a CH 

 

 

美麗湖划船中心 (Lake Merritt Boating Center)     www.sailoakland.com 

屋崙 (奧克蘭) 市公園及休閒娛樂處         (510) 238-2196  傳真：(510) 238-7199 

568 Bellevue Ave., Oakland CA  94610                         

船隻 – 僅收現金 押金 1 小時 非居民 

1 小時 

腳踏船                 (1-3 人) $20 $15 $18 

划漿船                 (1-3 人) $20 $15 $18 

獨木舟                 (1-3 人) $20 $15 $18 

輕艇                     (單人與雙人) $20  $15/20 $18/24 

浮筒船行程 (最多 17-19 人；需先預約) $100 $120 

帆船* – 僅收現金    

El Toro*                (1-2 人) $20 $15 $18 

Sunfish*                (1-2 人) $20 $15 $18 

14 呎重型帆船*    (1-4 人) $30 $25 $30 

雙體船*                 (1-4 人) $30 $25 $30 

 

 

 

 

 

 

 

 
 
 

管理處有權拒絕為任何人提供服務。下雨期間或風速超過每小時 10 哩時停止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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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處有權拒絕為任何人提供服務。下雨期間或風速超過每小時 10 哩時停止營業。 

加州獨木舟及輕艇公司 (CA Canoe & Kayak  893-7833 

東灣區公園 (East Bay Regional Parks)              635-0135 

兒童樂園 (Fairyland)               452-2259 

觀光船 (Gondola Servizio)                              663-6603 

傑克倫敦水上活動中心                                     238-2196 

慢跑與健走 (Joggers and Striders)     members@lmjs.org 

美麗湖學院 (Lake Merritt Institute)              238-2290 

美麗湖划船俱樂部                              582-1048 

屋崙 (奧克蘭) 協助中心                              238-6868 

屋崙 (奧克蘭) 水上活動                              615-5838 

扶輪自然生態中心 (Rotary Nature Center)      238-3739 

賽艇 (Rowing)                          lakemerrittrowingclub.org 

帆船屋 (Sailboat House)      出租 238-7206 或 238-2218 

傑克倫敦水上活動中心租借服務  238-4718 或 238-

3497 
租船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星期六至星期日 

春季 (3 月至 6 月)          上午 11:00 – 下午 5:00ˆ         上午 10:30 – 下午 5:00ˆ 

夏季 (7 月至 8 月)          上午 10:00 – 下午 6:00ˆ         上午 10:30 – 下午 6:00ˆ 

秋季 (9 月至 10 月)        上午 11:00 – 下午 5:00ˆ         上午 10:30 – 下午 5:00ˆ 

冬季 (11 月至 2 月)                        關閉                         上午 10:30 – 下午 4:00ˆ 

. 

 
^所示時間是指最後出租船離開碼頭的時間。   

* 帆船僅供有帆船航行經驗者租用，且必須在最後租用時間的半小時前辦妥手續，同時要在服務時間結束的半小時前回到碼頭。客戶必須自行裝卸和折疊船帆。 

 

青少年與成人可參加私人課程 

510-238-2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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