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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鯨是地球上最大的生物，身體長度可以達

到30公尺，相當於10層樓的高度，體重可以達到
200公噸，光是舌頭就有2,000公斤，心臟和高爾
夫球車的大小差不多，陰莖長度達2.5米，是全
世界最長的，你可以想像到牠巨大的程度如果能

夠在海面上和牠相遇，應該是相當迷人的事情，

多年來到處賞鯨，可惜總是緣慳一面，雖說凡事

靠緣份，多一分努力總是多一分機會，沒有努力

那來的緣份，因此下定決心去找緣份。

在谷歌大神鍵入「blue whale」後發現：有
兩個地方以欣賞藍鯨而出名，一個是在亞述群島

（Azores），另外一個是在斯里蘭卡。前往亞述
群島須先飛往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再轉機到亞速群

島的首府，再搭渡輪前往，葡萄牙在申根區，不

需要簽證，但是前往亞述群島交通上有點不太方

便。前往斯里蘭卡欣賞藍鯨則只需要經過一次的

轉機，事先上網申請ETA電子旅行證，在機場落
地以後再填寫一份declaration of identity即可，因
此決定前往。

經過搜尋以才知道，在斯里蘭卡賞藍鯨

有兩個地點，一個在南部的Mirissa，另外一個
在東部的Trincomalee，三月底是Mirissa賞鯨的
最佳季節，因此立刻安排訂機票住宿和行程，

航班當中以馬航的行程最順利，下午3點10分
從桃園出發，凌晨到達斯里蘭卡首都可倫坡，

搭計程車經過3個小時車程可以在早上5點左右
抵達Mirissa，正好可以搭上當天第一班的賞鯨
船，回程最後一天可以再賞鯨一次，然後下午

從容前往可倫坡機場搭隔天零晨的班機，下午2
點回到桃園，正好可以接晚上的班機回台東。 

斯里蘭卡賞藍鯨

     因為我是專程前往賞鯨，每天凌晨5點半
要到港口搭船，因此選擇離港口最近的旅

館住宿。斯里蘭卡的物價極為低廉，民宿的

房型有冷氣、有陽台、提供早餐、有熱水、

有W i F i，每天的費用大約是 2 5美元左右。 
    雖說藍鯨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但是藍鯨的習
性並不活躍，我們在海面上通常就是遠遠的看到

牠從呼吸孔噴出水柱，緩慢的游動後下潛前露出

尾巴，牠不像大翅鯨或露脊鯨那樣會跳躍身體拍

擊海浪，也不會在海面拍打胸鰭或者是尾鰭，最

大的特色就是「巨大」，但怎麼拍攝才能顯出牠

的巨大呢？只有準備空拍機從空中的角度拍攝並

對比附近船隻大小才能顯現藍鯨身型的巨大。本

來我平常使用 Phantom 4，但是因為考慮到斯里
蘭卡的海關可能會囉嗦，因此在出發前另外再買

了一個可以折疊的Mavic   Pro，這一台空拍機和
Phantom 4不同的地方，主要在於有兩倍光學變
焦，有可以讓鏡頭直接朝下的按鍵（海面上拍鯨

魚就是要從從空中直接俯看下面），有智能跟隨

（在遙控器螢幕上點選跟隨的目標以後，空拍機

就跟隨目標物移動，如果單用手搖桿來控制跟隨

目標物移動，拍出來的畫面比較不穩定）。但是

因為要在船上起降空拍機，因此要練習空拍機從

手上起飛，降落的時候用手抓握，因此行前不斷

前往都蘭海邊海風特別大的地方反覆練習操作。

另外如果定點起飛的話，不管飛到哪裡，利用衛

星定位，智能電池在電量不足的時候就會自動啟

動返航的功能，並且回到原來起飛的地點，但是

在海面上船隻跟隨鯨魚游動不斷的行進，因此衛

星定位功能較不容易發揮，仰賴目測為主，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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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大太陽下目測並不容易，因此這些問題都是

極大的挑戰。

上網查資料以後發現斯里蘭卡的賞鯨船看

起來都差不多，一般有上下兩層甲板，上甲板的

上方有遮陽棚，一般小船可以容納40人，大船可
以容納120人，當地的賞鯨公司有65家，要怎麼
來挑選呢？當時設定的目標是：1.船不能太大，
船隻太大速度較慢，2.因為要操作空拍機，上甲
板的遮陽棚最好不要完全覆蓋以利起降。上網從

這65家的賞鯨船公司一一去過濾他們的船隻，挑
選出四家以後再從tripadvisor去看各家公司的評
語，最後選定了一家Whale Watching Club，大多
數的賞鯨船都在6點半、甚至7點離港，唯獨這一
家在6點離港。

2018年3月24號從台東搭11點45分的飛機前
往台北，平常到台北開會都是搭這一班飛機，這

一航班準點率很高，可偏偏在這一天誤點了，

到達台北的時候已經是1點20分，比平時慢了35
分鐘，抵達桃園機場是2點20分，還好來得及報
到。

馬航班機在起飛不久以後就開始提供沙嗲

（圖1），很有特色，在吉隆坡機場貴賓室吃完
晚餐以後，從吉隆坡飛往可倫坡這一段，一上飛

機就跟空姐交代不用叫我起來用餐，於是戴上面

罩、耳塞以後就開始睡覺，很順利一覺到飛機落

地才醒。過移民關的時候也很順利，出具護照還

有ETA給移民官看了以後，被引導到另外一個房
間辦理declaration of identity（圖2），還好事先
上網看過要帶一張照片，當場就碰到一位台灣來

的鄉親，因為沒有照片坐困愁城，不知道如何處

理。外交部的網站也是奇怪，只有說明可以辦理

ETA，沒有講到需要帶照片這件事情。
出關以後先去辦理電信卡，之前上網大家都

稱許Dialogue電信公司的訊號最強，果然有好幾
個人在排隊，它的櫃台上面也有一個中文的解說

牌說明套餐的價格，我購買的套餐可以使用9個
GB、國際通話50分鐘、國內通話50分鐘，一個
用內使用，這樣的費用是1,350斯里蘭卡盧比，
大約合台幣270元，非常的划算，因為通常在國
內1個月也用不了6個GB。

隨後到機場的銀行櫃台換錢，1元美金可
以兌換154斯里蘭卡盧比，把這些事情搞定了以
後大約是凌晨2點左右，然後到機場的計程車公
司櫃檯登記有冷氣的計程車前往Mirissa，費用
12,200斯里蘭卡盧比。我在台灣曾模擬用Uber的
App叫車，可是不知道什麼原因，系統就是沒有
顯示價格，後來查到可倫坡機場的網站顯示有公

家經營的計程車可搭乘，點選目的地以後，再點

選冷氣車或非冷汽車後，計程車公司會給你一張

報價單，然後有人帶你去搭車，下車的時候再把

費用交給計程車司機就可以了，這樣可免除議價

的困擾，這點實在是非常的方便和讓人放心。上

車以後和司機哈啦幾句就睡著了，後來聽到司機

和人交談的聲音才醒來，原來他沒有裝衛星導

航系統，是在跟人家問路，我打開自己的Google 
Map發現離目的地已經不遠了，這個時候我開始
幫他引路，在5點半左右到達賞鯨公司（圖3）。
在辦公室登記姓名、國籍、護照號碼，交了

圖1  馬航機上沙嗲。 圖3 在Mirissa的賞鯨公司。圖2  出具ETA後須填寫
       declaration of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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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斯里蘭卡盧比的費用以後，由工作人員引
導我前往賞鯨船。

上了賞鯨船總算鬆了一口氣，雖然啟程的

班機有延誤，到目前為止一切都按照計劃進行，

上船以後挑了一個上甲板的位置，其他乘客陸

續上來，大家在穿上救生衣之後、在天色微亮當

中，賞鯨船在6點準時出發，大約15分鐘以後看
到太陽緩緩的從東邊升起，日出加上返回港口的

小漁船形成一幅絕美的畫面（圖4）。大約6點30
分，工作人員送上早餐，有兩片吐司做成的煎蛋

三明治、有幾片鳳梨、兩支香蕉、一個小蛋糕、

還有一個是中間包著花生、用麵粉煎成的捲餅

（圖5）。船行一個半小時以後感覺越來越冷，
和剛剛上船穿上救生衣的時候非常燠熱相比，實

在是天差地遠，好在因為剛下飛機，隨身行李全

帶在身邊，還有一件外套可以穿，老外都是穿

短褲T-shirt，看起來都冷得皮皮挫。大約在10點
的時候，船公司提供每一位乘客一盤水果，裡

面有西瓜和鳳梨，大約12點的時候提供印度烤餅
（roti）（圖6），12點左右提供一罐啤酒，要進
港以前，每人還會有一顆現剖的椰子。

今天海面風浪強勁，船長很用力的搜尋，終

於在中午12點半左右發現藍鯨的蹤跡，但是距離
甚遠，我用600mm的長鏡頭才勉強拍到，因為
已經是下午1點了只好返航，回到港口已經是下
午2點，港內停滿了當地各具特色的小漁船（圖
7）。船長也算公道，跟大家宣布：因為今天沒
有看到藍鯨，如果明天有意願再來賞鯨的話費用

全免。下船後先回到賞鯨公司的辦公室取回行

李，請工作人員幫我叫了一輛當地的改裝三輪

車－tuktuk前往預訂的民宿（圖8），在女主人
接待下辦好手續後告訴我：他們是佛教徒，所以

進入室內必須脫鞋，房間很乾淨，有冷氣還有一

個陽台，最重要的是有蚊帳。

2018年3月26日第二天搭賞鯨船
早上5點10分起床，整理好以後，5點半前往

賞鯨公司，登記好姓名、國籍、護照號碼，船公

司老闆Manoj 認得我昨天來過，堅持不收費用。
早上6點離開港口，每天都可以看到日出非常幸
福。一大早海面上已經有很多返航的漁船，奇怪

的情況是：昨天在出港以前非常的熱，船行1個
小時以後變得非常的寒冷，可是今天一點都不

冷，海上的天氣真是變幻莫測。

圖4 日出時返港的漁船。

圖7 港內停滿了各具特色的小漁船。

圖5 賞鯨船提供的早餐。

圖8 在Mirissa期間住的民宿。

圖6 印度烤餅totti當點心。

圖9 大批海豚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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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長接到一通電話以後馬上改變航向，原

來是有人通報有大批的海豚出現（圖9），大約
經過10分鐘以後，先是看到十幾艘小魚船以高速
在追逐海豚，再仔細看才發現每一艘船都拖著十

幾條的魚線（圖10），後來聽船上的工作人員解
釋才知道，因為黃鰭鮪魚和海豚一般都是結伴同

遊、一同覓食，海豚在上層，黃鰭鮪魚在下層，

魚民想要捕捉的的是黃鰭鮪魚，因此只要發現了

海豚群，他們就會用拖拉在船身後方的魚線綁上

魚餌來釣鮪魚，我們船行經過小漁船的時候，

有時候漁民也會展示他們的漁獲給我們看（圖

11）。據工作人員解釋，每公斤的黃鰭鮪魚，市
價1,500斯里蘭卡盧比，大約是300元台幣，這在
當地是相當貴重的魚貨。

今天搜尋了一個早上，也是在很遠的距離

外看到一頭藍鯨。回程接近港口的地方發現海面

一大片的在冒泡，原來是一種小型魚類的聚集。

下船以後從港口步行走回民宿，因為天氣熱到不

行，雖然是短短4分鐘的路程，已經是全身汗流
浹背。

休息過後向民宿主人借腳踏車騎到到附近

的港口散步（圖12），警衛要我買票，他指著告
示牌告訴我門票是25斯里蘭卡盧比，大約是台幣
5元，只適用於外國人。隨後再騎車到Mirissa的
主要街道（圖13），因為斯里蘭卡車輛靠左邊行
駛，跟我們的習慣不同，看著馬路上的巴士呼嘯

而過，想想還是騎回小漁村較安全。

2018年3月27日 第三天搭賞鯨船
早上還是5點半出門，因為昨天的鯨況很

差，幾乎可以說沒看到藍鯨，因此船長不收費，

不過在的我堅持下船長還是收下。今天出門的時

候天氣有點陰，開船以後沒有多久就下起雨來

了，趕緊將攝影器材收好請工作人員放在儲藏

圖10  每一艘漁船都拖著十幾條的釣線。

圖13  Mirissa主要街道。

圖11  漁民出示漁獲。

圖12 Mirissa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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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上層甲板雖然有遮雨蓬，但是因為海風把雨

水吹進來，因此全身還是濕透了。斯里蘭卡地處

赤道附近，大約是在北緯6度的地方，即使是在
三月底的早春，天氣已是非常炎熱，但是在下過

雨、尤其是全身都淋濕以後，在海風的吹拂之下

卻讓人感覺非常的寒冷。大約半個小時之後欣喜

迎接陽光露臉，沒有多久衣服也就乾了，這個時

候又開始覺得很熱了。開船後2個小時發現藍鯨
的蹤跡，這一次距離比較近，包括藍鯨兩個呼吸

孔（圖14）和要深潛之前在最後一刻將牠尾部揚
起的招牌動作，都很完整的拍下來，將照片放大

更清楚看到有6條魚附著在尾部上面，這種魚叫
做Remoras（suckerfish）（圖15），Remoras的
前背鰭演化成吸盤，往後游可加強在寄主身上的

吸附力，往前游則可鬆脫離開寄主，以這樣的方

式可在寄主全身到處移動，同時去除宿主身上的

寄生蟲和鬆脫的皮屑，而Remoras則搭乘便車旅
遊各處，而且得到寄主的保護，是一種互利共生

的行為，不過不管是不是對鯨魚有幫忙，幾隻魚

吸附在身上總讓人看了不自在。

我這三天搭的這艘賞鯨船其實收費比較高，

而且前兩天鯨況不佳，船長雖然說不用收費，但

是我還是付費買票，算是大方付小費博取認同和

好感。連續搭船3天，漸漸的跟船長還有船員都
混得比較熟了（圖16），因此今天在下船的時候
跟船長說：明天開始我想用空拍機來拍鯨魚，

希望船長還有船員能夠幫忙，船長一口答應說沒

問題，幾天搭乘同一艘船的苦心總算沒有白費，

我從大學一年級就開始參加賞鳥活動，球類運動

沒有不喜歡的，而且從年輕的時候就開始到處旅

遊，紫外線照射極為充足，這幾年發現臉上和手

上漸漸長出了老人斑，因此最近出門臉上都會塗

上防曬油並且穿上長袖子，曬太陽的時間逐漸減

少，這一次前往斯里蘭卡賞鯨，因為一整天都坐

在船上，想想應該可以安排讓平常曬不到太陽的

地方接收一點紫外線，因此就把褲管捲起來，我

是坐在上層的甲板，上方有遮陽棚，陽光有時候

會從左右兩邊偏斜照射進來，即使我沒有刻意讓

圖16  賞鯨船上的工作人員。 圖17  雙腳被烈日灼傷。

圖14  藍鯨的兩個呼吸孔。

圖18 空拍我所搭乘的賞鯨船。

圖15  藍鯨揚尾和吸附其上的Remo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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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一直曬太陽，但也沒有刻意閃躲日照，沒想到

一天下來竟然發現兩腳通紅，沖水洗澡的時候才

感覺疼痛難當，讓我見識到斯里蘭卡的太陽果真

是毒辣（圖17）。

2018年3月28日 第四天搭賞鯨船
藍鯨是世界上最大的鯨魚，成年後可長達

30米，這樣的海上巨無霸，只會出現在水深超
過1,000米的海域，所以藍鯨並非輕易可見得到
的。斯里蘭卡是個大陸架(陸棚)極窄的島嶼，駛
離海岸線20公里就到了深海區，深海的冷水和近
海的暖水相遇，讓深海的營養成份上揚提供磷蝦

食物，而藍鯨一天可進食約6噸的磷蝦，因此造
就了藍鯨最佳的生活環境，正是因為這樣的便利

條件，讓我們可以在離海岸不遠的地方就能觀察

到地球上最大的生物。

藍鯨有南極藍鯨、北大西洋藍鯨和斯里蘭

卡侏儒藍鯨三個品種，斯里蘭卡侏儒藍鯨體型較

小，頭部較大、尾較小，是三種藍鯨當中較少為

人知的一個品種。在捕鯨年代前，藍鯨估計有30
萬頭，而目前僅存1萬頭，斯里蘭卡藍鯨並不遷
徙，棲息環境一旦劇烈變動，所受到的衝擊會較

遷徙性的鯨魚更為嚴峻。

今天天氣不錯，風平浪靜，上船以後前往

上層甲板選擇一個第一排的座位，一位老外問

我旁邊沒人後坐下，聊天後得知他是德國人，

名叫Thomas，目前在BMW工作，因為我過去開
BMW的車子，也去過慕尼黑的BMW博物館，因
此聊得特別起勁，他說過去美國是BMW市佔率
第一的國家，今年開始中國已經成為BMW市佔
率第一的國家，因此他經常前往中國出差，目前

也開始在學習中文。

今天賞鯨船在離開碼頭大約一個小時以後，

看到大群的海豚，因此船長放慢速度，有時甚至

停船讓乘客欣賞海豚在船邊嬉戲的情況，我利用

船隻慢下來的機會在船尾讓空拍機升空，因為海

風會從船頭往船尾吹，升空以後讓空拍機往後、

往外的方向飛去才不至於撞到船隻。因為船是在

移動的，不能太仰賴衛星定位系統，最好靠目視

飛行。但是船上的乘客那麼多，而且上層甲板的

上方又有遮陽棚擋住，因此有時候會暫時看不到

空拍機，只能操作讓它先飛到船頭的方向，自己

再想辦法擠到船頭的地方操作。

此行的目的是要拍出藍鯨巨大的身形，理想

的方式是有船在鯨魚附近才能相對比較大小。因

為海面上風大、船上人又多，加上因為海浪的關

係，船隻顛簸得很厲害，因此操控不易，其中順

利返航是最重要課題。因為Mavic Pro是折疊式
的，支撐架極短，要降落在手上必須精準抓住機

身，因此要進入程式當中的高級操控，關掉它下

方感應器的landing protection，這樣在降落的時
候要抓握機身時才不會因為下方感應器感應到物

體而離開，我在家裡反覆練習過，可是有時開機

以後這個設定會重新導入，因此每一次在起飛前

都要再檢查一次免得降不下來。當天實際操作的

時候發現船隻真的晃動得很厲害，再加上海風影

響，如果要一手操作遙控器又要伸出另一隻手來

抓握空拍機，我實在沒有十足的把握，因此請求

船長吩咐他們的工作人員來幫忙。這一次的試飛

拍攝目標鎖定我所搭乘的賞鯨船（圖18），船隻
前進，空拍機倒退，一路拍下來都很順利，斯里

蘭卡人普遍身材都很精瘦、身手矯健，在空拍機

回航到船邊時多虧有他們的幫忙總算順利抓住。

中午11點40分發現藍鯨，空拍機升空以後很
順利的飛往藍鯨的上方，這次藍鯨在海面游動的

時間大約有1分鐘，可惜這時圖傳訊號竟出現問
題，影像沒有辦法傳送到我遙控器的螢幕上來，

因此只能夠憑藉目測和感覺拍攝，回去以後檢視

我的照片發現，空拍的高度太高了，鯨魚看起來

非常的渺小。

下午兩點到附近的海灘景觀餐廳用餐，現烤

的魚和一隻螃蟹再外加一份薯條和蔬菜，費用大

約是台幣300元，一邊用餐一邊看衝浪客衝浪，
這時候突然發現有一隻空拍機盤旋在衝浪客的

頭上，這真是太好了，這次帶空拍機進入斯里蘭

卡，因為考慮到國情比較保守，為了避免節外生

枝，設定只用在海面上拍鯨魚，把目的單純化。

既然海灘有人在用，我勘查了一下現場以後，回

去拿自己的空拍機到海灘來熟悉飛行（圖19），
當天就有一位以色列來的衝浪客向我自我介紹，

希望我能夠拍他，並且把照片傳給他。

在海灘邊操控我的空拍機以後，發現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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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出現，我的遙控器上顯示system warning，
check App，打開螢幕後模組自檢顯示前置感應
器異常，這個時候開始上網求救，發現有很多人

也碰到同樣的問題，建議解決的辦法是手動校正

（manual calibration），手法是下載DJI assistant 
2，但是在手機上無法成功下載，後來索性把想
得到方法的都嚐試看看，甚至把原來的App解
除，再重新下載一次，但是問題並沒有解決。

回民宿後重新再檢視螢幕時，顯示韌體有新

的版本可使用，過去的經驗Phantom 4韌體升級
時需要一條HDMI線，因此回家找房東來幫忙。
房東的兒子Upul說他知道在附近的Weligama鎮可
以買到HDMI線，並自告奮勇要陪我去，Upul唸
國際學校7年級，說得一口流利的英文，房東太
太幫我叫車，到Weligama（圖20）車程半小時來
回費用1,500斯里蘭卡披索，大約台幣300元，我
們找遍電氣行和手機店都沒結果，後來Upul靈機
一動帶我到他平常學才藝的地方叫作Matara，這
個地方又更熱鬧一點，先到百貨公司，後來再到

一家有賣空拍機的攝影器材行也問不到，又渴又

累進到一家手機店，店員也跟我們搖頭說沒有，

就在我們離開前，店長帶了一條線過來問說是不

是這種，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回程請Upul順道
帶我去藥房，這家藥房門庭若市，排了一陣子才

輪到我，就把腳上燙傷的地方秀給他看，領了一

條藥膏，收費台幣大約50元。

2018年3月29日第五天搭賞鯨船
早上5點半直接到港口上賞鯨船，工作人員

也都認得我，天色還沒亮，海岸巡防警員摸黑

到船上來要我們填姓名、國籍等資料，離開港口

大約一個半小時，陸續有幾條漁船靠過來和船長

交談，雖然不懂斯里蘭卡語，但可以猜想應該是

在通報在哪裡可發現鯨魚的蹤跡 ，船長也送一
些吃的東西回饋他們。其中有一艘船靠過來，我

問船長說他有沒有抓到什麼魚，船長要他把抓到

的魚從船艙底部抓出來給我看，一條是黃鰭鮪魚

（圖21），另外一條像海鰻形狀長條型的魚。
今天鯨況很好，分別看到三頭藍鯨，有一次

還觀察到兩隻藍鯨同時出現，不過有一艘國際航

線的輪貨在離藍鯨不遠的附近駛過（圖22），藍
鯨的處境有點令人擔憂。

回程時雖說碧波萬頃，但海面波平如鏡，

一度幾乎看不到浪花，有如一切都靜止只有海豚

在游動（圖23），甚至從海面可以拍到海面下數
公尺成群海豚嬉戲（圖24），這樣的畫面令人感
動。

下午用餐後再帶空拍機到海邊拍衝浪客，

很多老外都很好奇地跑過來看要我秀給他們看，

圖19  空拍衝浪客。

圖22  大型貨輪從藍鯨身邊駛過。

圖20  Weligama小鎮。 圖21 漁民很高興的展示釣到的黃鰭
鮪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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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拍機起降沒有問題，但遙控器上面還是顯示 
system warning ，check App，在螢幕上看到的影
像和實際的影像有落差，比方在拍衝浪客的時

候，海浪一波波會呈現出以慢動作的形式拍打過

來，拍到的畫面會變成一整片的浪花。回到民宿

以後請Upul用電腦幫我下載軟體，下載以後卻
怎麼都打不開，搞了快兩個小時只好放棄。回房

間整理一下資料後再把空拍機打開，遙控器上面

還是顯示同樣的狀況，從手機上面的模組自檢部

份找到一處可以自己校正，找一個光亮的地方將

空拍機的頭部對準某一個有規則條紋的地方，順

時鐘由右往下再往左再往上再往右繞一圈，試了

幾次以後顯示已校正成功，當下覺得非常有成就

感。

2018年3月30日第六天搭賞鯨船
今天竟然有三位乘客比我早上船，得知他

們來自丹麥，當然從哥本哈根的小美人魚銅雕聊

起，再聊到安徒生童話故事，他們兩夫妻帶著小

兒子來旅遊，太太很健談，在印度洋上面看到一

艘Maersk的貨輪經過，她很驕傲的告訴我，這是
丹麥的船，老闆已經90幾歲，最近才過世，在丹
麥做了不少的善事，我告訴她說她的先生看起來

神似布魯斯威利（圖25），夫妻倆樂不可支。
搭船出海以後大約一個半小時發現藍鯨的行

蹤，馬上將空拍機準備好，結果啟動引擎以後同

樣的警示又出現在遙控器上面，真是令人相當挫

折，無論如何還是把空拍機升空，在螢幕上看不

到畫面的情況下還是按下錄影鍵，從緩存到手機

圖25 同船的丹麥人酷似布魯斯威利。 圖26  巨大的藍鯨背鰭不到30公分。

圖24  從船上清楚拍到海面下數公尺的海豚。圖23 海面波平如鏡。

252

78 2021, Vol.64, No.4



生活萬象

的畫面看起來卻只有海面上的一片光影。

藍鯨長度可達30米，背鰭卻只有不到0.3公
尺，比例不到1％，今天雖然空拍效果不佳，
不過能整體拍下藍鯨和背鰭也算差強人意（圖

26）。
船行當中一陣強風吹過來，有一寶特空瓶被

吹落到海裡，船長立刻停船，並且請工作人員跳

到入海中把寶特瓶撿起來（圖27），這個舉動提
醒大家不要任意將垃圾丟入海中，同時也博得很

多的掌聲和好感。

回程的時候發現飛旋海豚（ s p i n n e r 
d o l p h i n）從海中躍出水面在空中迴旋（圖
28），真是名不虛傳。快要接近陸地的時候，突
然有長鬚鯨（Fin Whale）母子一同出現，這又
引起一陣的騷動，尤其是小鯨魚，因為游到離

船身很近的地方，讓我拍到爆框（圖29），鯨魚
的頭有一部份已經不在拍照的格子裡面。最後

在離港口不遠的地方還發現一大群的白眉燕鷗

（bridled tern）聚集，用600 mm的鏡頭拍下來
後，回來在電腦上看才發現這群燕鷗正在獵捕躍

出水面的魚（圖30）。

2018年3月31日第七天搭賞鯨船
今天修正策略，直接坐在下層的甲板，因為

今天是最後一次搭乘賞鯨船，我考慮從下甲板後

方登船的空間讓空拍機起飛，降落的時候下甲板

的前方有一個比較大的空間可以利用作為下降的

地方，回航時即使我的手抓不住空拍機，也可以

直接讓他掉落在這個空間，不至於損失空拍機。

今天下層甲板坐滿了人，有三家人是帶小

圖28 飛旋海豚（spinner dolphin）。

圖29  長鬚鯨。

圖27  工作人員跳到海裡撿寶特瓶。

圖30  大批白眉燕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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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來的，特別熱鬧，坐在我隔壁的是一位從新

德里來的印度女孩，她和同學一起來賞鯨，船上

的工作人員會說印度話讓她很驚訝，因為印度語

和斯里蘭卡語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語言。今天一出

海就看到海豚從海裡面躍出水面，可是一直都沒

有發現鯨魚。隨著時間經過，風浪愈來愈大，很

多人都暈船嘔吐。這幾天一般我們都在Dondra 
Head的外海附近即可看到鯨魚，可是今天一直
到上午快11點的時候，我們船已經離開港口非常
遠的地方才看到一頭藍鯨出現，所有的賞鯨船因

為互相通報得到訊息全部都圍靠過來，我數了一

下總共有19艘船（圖31）。這頭藍鯨浮出水面的
時間特別短，好幾艘船靠過來的時候鯨魚已經下

潛到海中，在前幾天的賞鯨活動當中，很多船在

10點左右就開始返航了，今天有些船延遲到中午
12點才返航。

下午一點半回到民宿後開始整理行李，因為

要搭次日凌晨零點5分的班機，民宿主人照約定
準時在下午5點載我前往機場。今天正逢佛教節
慶Poya Days，華燈初上，途經鎮上都是人車爭
道到處塞車，好在過了市中心就ok了，總算順利
照原定計劃抵達機場。

可倫坡國際機場裡面有很多披著值星帶的

美女工作人員在指引客人，看起來似乎服務非常

的到位，因為在班機資訊螢幕上面遲遲沒有我要

搭乘航班的資訊，因此到櫃台詢問，但沒有得到

答案。跑了好幾個地方後得知：通常我要搭的航

班會在60日櫃台劃位，距離航班起飛的時間已經
不到2個小時，可是60日櫃檯一直沒有人來，此
時排隊的人越來越多，大家議論紛紛，終於有一

位工作人員跑到排隊的人群當中來解釋，說是因

為班機調度的關係，這一個航班將取消，會安排

我們在斯里蘭卡住一個晚上，飛機將改為明天起

飛，並請所有的客人在櫃檯登記，以便辦理相關

住宿和接送的安排。

在現場一團混亂之際，我注意到一位像主管

的人在櫃檯後方拿著對講機在指揮調度，我利用

他走到前台的時候把我的電子機票給他看，我告

訴他我是搭乘商務艙，而且我在這一段行程結束

以後還有另一段的行程需要轉搭其他航班，請他

幫我轉到別家航空公司最近的一個航班，以免延

誤下一段的航班，這位主管要我出示我下一段航

班的電子機票，然後就把我這些資料交給另外一

位工作人員去辦理，終於在一個半小時以後順利

拿到斯里蘭卡航空登機證。

斯里蘭卡航空的班機有點舊，座位前方沒

有液晶螢幕，不過空服員都穿得很有特色（圖

32），上飛機後我告訴空服員不用叫醒我用餐，
睡好覺對我而言最重要。馬航在吉隆坡的貴賓室

佔地寬廣，餐飲精緻且合於我們東方人胃口（圖

33），轉機後飛回台北，再轉機回台東溫暖的
家，平安完成這一趟賞鯨之旅。

後記：斯里蘭卡賞鯨在我所參加過的賞鯨活

動當中，費用是最實惠的、服務是最好的，一艘

船上有6位工作人員，對乘客照顧無微不至，缺
點是船上沒有什麼解說，也沒有提供鯨魚的相關

資訊。此行特地買了一台新的空拍機，卻只經驗

了在海上操控的驚險刺激，連一張滿意的照片也

沒拍到，年輕時如果沒能達成設定的目標總會失

落，年紀漸長，只想盡力克服，只覺得下次再來

即可，心境輕鬆許多。

圖31 同一時間有19艘賞鯨船在海
面上。

圖32  斯里蘭卡航空空服員。 圖33  吉隆坡機場貴賓室寬敞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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