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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極點位在南極大陸的中心，也就是位在

地球最底部的地方，距離最近的陸地超過4,000
公里，因此即使在飛行器已經非常進步的今天，

要在冰封大地的南極內陸起降飛機，因為跑道整

理和維護需要花費高昂的成本，後勤補給關乎世

界上最偏遠、最複雜的運輸和倉儲，是否能妥善

完備是極大的考驗，因此只有少數人能夠到達南

極點。

2011年已訂下前往南極點的目標
我於2010年7月搭乘蘇聯核子動力破冰船遠

征北極點，當年站上地球的正上方時，就已把南

極點列入我的人生清單當中，經過多年的籌劃，

終於在2019年12月參加由白色沙漠(White Desert)
公司操作的南極點和帝王企鵝行程(Emperors ＆
South Pole)。

此次探險活動的前進基地是位在200英尺高
的懸崖峭壁下，旁邊有一個結凍的湖，住宿的艙

房採用太空科技和材料蓋成一個圓球形，室內裝

潢是採取早期維多利亞式的探險者的風格，是世

上在南極唯一一個豪華的營地。

行程前須嚴格檢查所有的裝備是否合格

行前的準備工作有很嚴謹的要求，白色沙

漠公司會提供能夠抵抗攝氏零下100℃的靴子、
羽絨外套、羽絨外褲還有一雙最外層的連指大手

套，這些裝備主要用於南極點的穿戴，以確保不

會凍傷，除了它提供的這些裝備以外，公司會列

一張須自行準備的清單出來，衣服的部分，建

議穿6層以方便穿脫，最內層的內衣，中層的內

第六次南極行：遠征南極點，站在地球的底部

衣，薄毛衣，厚毛衣，中層外套，外層外套。褲

子也是這樣的順序。手套的部分，建議能夠戴三

雙。頭頸部建議能夠蓋住耳朵的無邊帽子加上脖

圍，要有非金屬框的太陽眼鏡，最好有偏光效

果，護目鏡以具變色效果的為最佳，因為我去過

北極9次，南極5次，這些對我來講都不是問題，
比較麻煩的是要有一雙能夠套上冰爪的硬底登山

靴，經過詢問以後才了解，這就是攀冰必備所

謂的重裝靴或者是雙層靴，從台灣的網站搜尋

都找不到公司所指定的品牌和型號，因此委請

開普敦那頭幫忙訂購。活動保險的部分，公司

要求每位成員一定要買緊急醫療後送險(medical 
evacuation)，保險的金額最少要五十萬美元以
上。

事先需評估有否高山症

事先填報給公司的健康評估表單上面有徵詢

我們過去是否曾經有過高山症發作，因為從營地

搭雙螺旋槳的飛機前往南極點的時候，飛行的高

度大約是3,000到4,000公尺，因為飛機機艙沒有
加壓，大氣壓力較低，所以會有高山症的問題，

另外南極點因為經過幾十億年的冰雪堆積，是一

個極地的高原區，海拔也達到3,000公尺以上，
所以來回長達18小時的搭機時間和在南極點停留
的3小時當中都有可能發生高山症。因為南極內
陸幾乎完全由冰雪覆蓋，我們在這一片白色的沙

漠上活動，勢必長時間暴露在強烈的紫外線下，

因此健康評估單上面另外有一個項目提醒我們是

不是有戴隱形眼鏡，有沒有跟紫外線相關造成的

眼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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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程時間的安排上面，公司特別強調我們

必須在48小時以前到達開普敦，以免因為飛機延
誤造成裝備延遲到達，我們的行前說明訂在出發

前一天的早上，根據公司的通知，我們的出發時

間暫定在12月6日，但有可能因為氣候的變化隨
時調整，甚至有可能在12月5日行前說明完以後
隨時就出發，因此我們一點都不敢大意，12月6
日出發的行程，我訂的班機在12月3日就抵達開
普敦了。

12月2日從台灣出發，搭乘阿聯酋航空(圖1)
在杜拜轉機，12月3日下午抵達開普敦，不用填
入境表格也不用填海關申報單，移民官只問我要

來這邊停留幾天，問我是holiday嗎？就蓋章放
行。在出境大廳看到穿著反光背心上面寫著「官

方認可」的計程車司機在拉客，我用uber的App
查了一下，到我住宿的旅館費用是200 ZAR，他
開價260 ZAR，因為uber要到走一段距離到停車
場去搭車，而且還要自己找車，因此雖然有一點

價差，我還是搭計程車前往。

開普敦住宿地點在市中心長街上的一家背包

客棧，事先我上網查過，附近有賣壽司、韓國料

理、燒賣點心，吃住方便，費用平實，頗為經濟

實惠。

由開普敦搭灣流私家噴射機前進南極大陸

早上11點，白色沙漠公司派車到客棧來接
我，前往One & Only hotel聽取創辦人Patrick(圖
2)親自主持的行前說明，並由工作人員依照清單
檢查裝備是否合宜，隨後作了一個非常重大的宣

示，原定明天出發的行程，因為氣候的考量，臨

時更改到今天晚上11點出發。公司在晚上9點派
賓士車(圖3)來接我前往私家噴射機(private jet)商
務中心候機(圖4)，隨後前往開普頓國際機場，
由專人帶領由特許證件持有者(permitted holder)
通道快速通關後，由VIP專車直接載往停機坪搭
灣流G550(Gulftream)私家專機(圖5)，灣流G550
機上有12個座位，座位寬敞舒(圖6)，飛行非常
平穩，經4個半小時的飛行，在凌晨3點半抵達狼
牙(Wolf ’s Fang)跑道，此跑道位置經過特別挑選
和設計，因為如果氣溫高過-4℃以上，跑道上冰
的硬度將無法承受飛機起降時的重壓，另外此跑

道為能讓噴射客機起降時為輪胎增加摩擦係數，

圖1  在阿聯酋航空lounge bar和帥哥
空服員合影。

圖4 ExecuJetg私家噴射機(private 
jet)商務中心。

圖2  和白色沙漠(White Desert)公司
創辦人Patrick合影。

圖5  由VIP專車載往停機坪搭灣流
G550(Gulftream)專機。

圖3  由賓士車接往私家噴射機
(private jet)商務中心候機。

圖6  Gulftream專機座位寬敞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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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須以機械將結冰跑道刮起碾碎後，再一排一

排平行舖排(圖7)，跑道維護人員並且須要定期
駕駛四輪驅動車，以每小時60公里的速度在跑道
上行駛再猛踩煞車以測試摩擦係數。

狼牙營地是前進南極點的後勤指揮中心

狼牙營地位於南緯70度，凌晨4點抵達後先
分配住宿帳篷(圖8)，內有加熱設備和簡易小便
斗，南緯70度的地方已經是永晝的狀態，因此有
24小時的日照，營地的設施包括熱水和加熱設備
絕大部份來自太陽能。營地設施介紹時強調廁所

須依規定使用，因為所有排泄物都會運回開普頓

處理，所以液體和固體的排泄物要分別排放。因

為所有水須融冰取得，特別請大家節約使用。我

們回帳篷休息到早上10點再享用早午餐，隨後出
發到附近雪地健行，領隊特別提醒要避開冰面藍

色的部份以免滑溜跌倒。

狼牙營地的工作人員經常保持在15位到20位
之間，他們住的是極地專用帳篷，裏面雖然沒有

加熱系統，但帳篷有兩層，加上此地是永晝，24

小時不間斷的日照加上能夠抵抗攝氏-100℃等級
的睡袋，工作人員告訴我說睡覺的時候並不會

冷。他們也提到，在極地的活動，後勤補給是所

有支出佔用最大的比例，所有的物資全部由開普

敦運過來，廢棄物也會運回開普敦，像是油料的

運補須以破冰船載運到南極俄羅斯科研站附近的

一個港口，抵達以後，少部份以飛機載運，大部

份以叫作Pisten Bully的履帶車運送(圖9)，比方從
港口到狼牙營地開車大約要3天的時間，從狼牙
營地運補石油到FD83開車大約要14天的時間。

搭乘DC3 Basler雪地專用飛機飛抵南極點
早上9點搭乘DC3 Basler(圖10)雪地專用飛機

出發前往南極點，這是目前可以上雪橇的飛機當

中、承載最重的飛機，平時的巡航高度是12,000
英呎，但視狀況可飛到25,000英呎，此高度可減
少油耗，但飛行途中駕駛須戴上氧氣面罩，因為

它在雪地起降的時候不須特別經過整理的跑道，

因此雖然在1942年出廠、飛行中噪音極大、客貨
艙混合(圖11)、座位陽春、如廁時如同在野外雪

圖7 冰上噴射機跑道須整平後將碎
冰平行舖排。

圖10  在DC3 Basler前和機長Brian
合影。

圖8  狼牙營地住宿帳篷。

圖11  DC3 Basler客貨混合、座位
陽春。

圖9 在雪地運送輜重的Pisten Bully
履帶車。

圖12  在駕駛後方的座位觀看機長操
控飛機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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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般冷颼颼，再加上即使我們在飛行途中看到駕

駛拿著一塊小剷子手動將側面擋風玻璃上的冰霜

刮除，仍然是雪地活動後勤補給的主力。目前以

加拿大地區仍保留同型飛機最多，此次飛機從加

拿大一路開過來，要經過7次的加油，經過7天才
到達，此行當中的一位團友Hanu和機長 Brian是
30年的老友，他是加拿大多倫多一個自行車俱樂
部的成員，這次特別央求Brian的幫忙從多倫多
一路將自行車運過來，以完成他在南極點騎自行

車的終極願望。

飛往南極點須先經過5個小時的飛行到南緯
83度油庫FD83 (fuel depot)，升空後巡航高度為
12,000英呎，大約是3,600公尺，我在起飛30分鐘
後起身到駕駛座後方的座位觀看機長操控飛機的

過程(圖12)，並戴上機上提供的耳機和麥克風與
機長對話，除了詢問操控桿的功能，也詢問儀表

板上數字代表的意義，這段過程毫不感覺異樣，

因為此型飛機不能加壓，身體是處在海拔3,600
公尺高度的生理狀態，3個小時以後在飛行途中
起身拍照或上洗手間時逐漸感覺到和平時不太一

樣，即使大口用力吸氣，仍然感覺心跳較快，應

該是輕度高山症的反應，因為唸大學的時候經常

爬山，三山五嶽都留下足跡，從來不知道高原反

應為何，果然廉頗老矣，不可和昔日相提並論。

阿蒙森－史考特科考站前方仍保留阿蒙森在
1911年所架設的帳篷

我們在FD83油庫加油(圖13)短暫停留1個小
時後，繼續往南極點前進，在經過2個小時飛行
後終於在格林威治時間下午4點抵達南極點，下

機後先到12面國旗前的儀式性極點的水晶球前拍
照(圖14)，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設立的阿蒙森－
史考特(Amundson－Scott)科考站—這棟極為醒
目的建築物就矗立在眼前，目前已經等同是南極

點的標誌性建築，不過最令我感動的是龐大建築

物前方的一頂黃色小帳篷(圖15)，這是1911年12
月14日，第一位成功抵達南極點的阿蒙森在同一
地點所架設的帳篷，今昔對比特別有意義，國家

科學基金會尊重歷史，特別在現代建築物的前方

留下這片人類永遠的記憶。

在地理南極點的招牌前方揮舞國旗

隨後前往地理南極點的招牌前方揮舞國旗

拍照(圖16)，這面招牌下方標示著此地的海拔是
9,310英呎，招牌左邊是阿蒙森的一段話：我們
終於抵達，因此能夠將國旗插在地理南極點上，

招牌右邊是史考特的一句話：極點，我抵達了，

在不同狀況之下達成期望。因為史考特在南極點

的競爭屈居第二，因此有這樣的感嘆。

這次由內人為我準備了兩面國旗，較小的一

面放在口袋，可隨時取出張開拍照，較大的一面

以單腳腳架做為旗桿綁在上面，讓我得以在南極

點的招牌和美國阿蒙森-史考特研究站前，分別
手持旗桿揮舞國旗，一圓我多年來旅遊的終極夢

想，因為風的助力可讓國旗整面張開，但也因為

風速加重了風寒效應(wind chill)，尤其一手須脫
下連指大手套(mitten)以便能夠握緊旗桿，在攝
氏零下30度的氣溫下，尤感刻骨銘心。

在招牌旁邊有一個測量儀，為每年南極點位

置移動做更新，因為隨著冰層的移動，南極點的

圖13  在FD83油庫加油。 圖14  儀式性南極點上的水晶球。 圖15 阿蒙森-史考特(Amundson-
Scott)科考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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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每年都會變動，從招牌豎立的位置看過去，

每隔幾公尺就可以看到在雪地上插著一面紅色的

小旗子，這些就是在標示歷年南極點的位置。 
美國的科考站目前已不接受訪客參觀，不過建了

一個小木屋作為訪客中心，可以在護照上蓋紀念

戳章，裏面貼有海報介紹南極點科考站設置規模

的演變。

在南緯83度紮營過夜
在南極點停留2個小時後，我們搭機飛往

FD83，停好飛機後，工作人員將螺旋槳葉以繩
索固定(圖17)，以避免因為瞬間強風可能會讓
葉片旋轉起來而讓人受傷。因為飛行員有法定

(statutory)的飛行時間，因此我們在紮營停留11
個小時過夜休息，這也是讓我們體驗早期探險

家生活經歷的大好機會，我們所使用的帳篷是

Varanger tent(圖18)，和阿蒙森在1911年抵達南極
點所使用的帳篷是相似的款式，當天晚餐由營地

準備脫水食品，加熱水後可以食用，不過口感不

佳，我只吃了幾口就放棄。就寢時穿著全身裝備

鑽入睡袋，還好沒有凍醒。

從FD83回到狼牙營地
南極大陸的環境極為嚴峻艱困和不可預

測，過往只有極少數的探險家能夠到達南極點，

負責操作此次南極點活動的白色沙漠公司創辦人

Patrick，因為在2004年和3位夥伴在1,850公里橫
越南極的探險活動時，受困於風暴而在帳篷中待

了4個晚上，當時他開始思考：南極內陸的探勘
過往只有極少數的探險家能夠完成，為了讓有志

於此的人都有圓夢的機會，因而興起了創立公司

來滿足常人心願的想法，因為當年受困在帳篷徬

徨無助不知何去何從，「whichway」這個字在腦
中盤旋許久，因此在設立前進南極點主營地時，

便以whichway加上一個a字成為Whichaway做為
主營地的名字來紀念當年那一段經歷。

早上4點45分起床，5點早餐，5點30分離
開，起飛前可看到跑道上的工作人員拿著一個大

鋼塊放在飛機雪橇板(圖19)的下方，然後拿起大
鐵槌猛力敲打，這是因為經過一個晚上的停放，

圖16  在地理南極點招牌前方揮舞國
旗。

圖19  DC3 Basler飛機的雪橇板。

圖17 工作人員將螺旋槳葉以繩索固
定。

圖20  主營地(Whichaway camp)高
科技圓頂艙。

圖18  在南緯83度油庫紮營過夜。

圖21  主營地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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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的雪橇板已經和地上的冰面結凍黏在一起。

回程因為逆風的關係，飛行時間大約5個半小
時，比來程多了1個小時。

飛機在抵達狼牙營地後再次加油，並將所

有補給物資運上飛機，在停留大約45分鐘後，
隨即再度起飛前往主營地(Whichaway camp) (圖
20)。主營地有12頂高科技圓頂艙，抵達以後入
住南極最奢華的睡艙(sleeping pod)，活動區如餐
廳(圖21)、交誼廳(圖22)裝潢都是採用早期維多
利亞式的探險者的風格，餐廳內提供各式酒類和

飲料可隨時飲用，待環境介紹完畢，一切安頓好

以後，下午3點穿上硬底重裝靴套上冰爪前往營
地旁的結冰湖健行，在冰瀑的旁邊可看到由冰帽

(ice cap)裂解形成的冰塔(serac)(圖23)，嚮導說前
幾天才在營地聽到冰帽裂解時發出的巨大聲響。

前往冰隧道(ice tunnel)
早上搭車前往20分鐘車程外的印度科研站

(India Maita)，下車後步行大約1個半小時到達冰

隧道入口，由高山嚮導先行前往探勘，並固定好

可供攀附的繩索之後我們再進入(圖24)，整個隧
道的長度大約是40公尺，中間一段長度大約20公
尺的部份，因為已開始融冰，積水到達腳踝的高

度，好在我們穿著的硬底登山鞋都有防水的功

能，因此能順利通過，冰隧道因為光線的折射呈

現自然的藍色，因為風力的吹拂切割，隧道內如

鬼斧神工般雕琢出波紋的形狀(圖25)，加以出口
處透進白光，步行其間，猶如穿越時空。

在南極內陸稜線健行

早上9點用餐，11點前往稜線健行，此次活
動先套上冰爪、穿過結冰的湖面後一路往山上

走，在攀爬被雪覆蓋的陡坡時，全體都須在身上

套上挽具(harness)，然後每個人用繩索加上扣環
聯結在一起以防任何一位滑落，這樣一路上到山

頂走稜線，這時更感受到風勢之強勁，據嚮導說

此刻風速已達12級以上，我和領隊Sara手臂扣在
一起後行走才稍覺踏實。

圖22  交誼廳。

圖25 冰隧道內自然呈現波紋的形
狀。

圖23  由冰帽(ice cap)裂解形成的冰
塔(serac)。

圖26  四驅車陷入冰蓋裂縫。

圖24  登山嚮導先行固定好可供攀附
的繩索。

圖27  岩壁如蜀道之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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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極內陸 Neverland攀岩
早上11點出發前往Neverland攀岩，我們先

搭乘四輪驅動車經過冰蓋區，因為天氣開始回暖

融冰，其中一輛四驅車還曾陷入裂縫(圖26)，在
另一輛四驅車的協助下才得以脫困。

今天攀爬的岩壁大約有250米的高度，從攀
爬的起點到終點大約也是250米的距離，攀岩之
前每人須先在腰部和胯下束上挽具並在腰部配上

安全扣環、頭戴安全帽以後才能開始行動，以5
個人為一組，帶領我們的登山嚮導Baba已經事先
勘查過地形並在山壁上釘好釘子，開始的時候以

繩索將5個人串起成為命運共同體，攀爬的過程
當中，一部份是平行移動，一部份是向上攀爬，

在平行移動時，有些岩壁只能容一個人勉強通

過，比蜀道之難行尤甚(圖27)，有部份突出的岩
壁甚至須要緊貼抱住岩壁，緊扣固定在岩壁上的

鋼釘才得以轉身繞過去，有時突出的山壁僅在腳

下有一塊凹進的地方可以踩踏，只能步步為營，

而且在行進的過程中是一個挨著一個，前方的一

位夥伴已經通過進入到下一個攀爬點，你不前進

的話，繩子緊繃起來，你的夥伴可能卡在最驚險

的段落或者他最不想多做停留的地方。每個人在

經過固定在山壁上的鉤子的時候，須將身上這一

段的繩索掛在鉤子上，以確保萬一失足時身體能

掛在鉤上。在向上攀爬的部分，有些甚至達到

75度以上的斜坡(圖28)，而且沒有很具體的踩踏
點，在往上攀爬的時候須將自己身上的扣環扣在

已經沿著山壁固定好的繩索上，再借助垂放下來

的繩索，以手掌握住繩結的地方才不至於滑溜，

然後手腳並用奮力引體向上，爬到頂部以後，全

身力氣已然全部放盡，向下俯瞰，這片峭壁的下

方是冰棚(ice shelf )，整體呈現完美的波浪形狀
(圖29)。能克服這麼驚險的挑戰，連我都沒想到
自己這麼有潛力。

在南極內陸攀爬冰原島峰(nunatuk)
早上前往冰原島峰(nunatuk)，這是位在冰

原當中有如小島的一塊獨立大石塊，我們先上

冰爪，5個人為一組，以登山繩索互相連結(圖
30)，在冰上斜坡走到大石塊2/3高度的地方，找
到比較平緩可以攀爬的地方，卸下冰爪以後再上

到這座石塊的頂部，雖然這座島峰只有40米的高
度，但是因為相當陡峭，而且須隨時注意是否有

隱藏的冰裂縫，所以須步步為營。

在南極內陸攀冰

今天下午進行攀冰活動，由高山嚮導Manu
先行以冰斧爬上冰頂，將安全繩索固定好之後放

下，隨後在Manu的引領下就地練習攀冰要領，
手的部份，持冰斧砍進冰面的時候動作不可太

大，腕部應貼近冰面，腳的部份要找尋凹進點的

下方以冰爪的前方踢進去(圖31)，身體貼近冰面
後，腳跟不可往下，如果動作確實，手部可離開

冰斧，靠踢進冰面的冰爪已經足以支撐身體，

我問Manu：固定在冰頂的輔助安全繩索是否牢
靠，他立刻拿出一個小鋼鑽，先以手動方式將鑽

頭旋進冰中一小段，隨後用小搖桿將整個小鑽頭

完全鑽進冰中，他說這個小鑽頭可以承受1,000
公斤的重量。我們的登山嚮導個個大有來頭，來

圖28  攀爬岩壁斜度達到75度以上。 圖29  冰棚呈現完美的波浪狀。 圖30 5人一組以繩索連結，攀爬冰
原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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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法國的Francois Lombard(圖32)在1994年還曾得
過世界攀岩比賽的冠軍，身手都異常矯健，我相

信他們的安排，安全性應該是無庸置疑的。所有

人都在興致昂揚的爬完幾段冰面以後才依依不捨

的離開。

在營地等候前往帝王企鵝棲息地

從抵達主營地的第一天開始，每天都有強風

吹拂，讓人覺得每天要出門活動都須要有很強的

意志力支撐，今天是難得沒有強風吹拂的一天，

不過因為營地的活動都已經完成，反而是較為休

閒的一天。

下午搭四驅車前往欣賞藍色冰湖(圖33)，離
開營地沒多久，司機Matt正聊到今天感覺比較暖
和但路面的冰層反而比較厚實，正說到一半，車

子就陷在碎冰中，營地那麼老練的司機尚且會被

表象所騙而受困，可見環境之不可測，因為我看

到輪子陷入冰堆那麼深，因此想打開車門下去拍

照，一踏出車門整隻腳陷入冰堆到膝蓋的位置，

好在手還拉著車門，趕緊爬上車來。

大夥交叉手指祈求氣候好轉

我們在12月7日從南極點回來後就一直整裝
等待前往帝王企鵝棲息地地—Akta Bay，因為
Akta Bay的天候狀況還有能見度一直未能達到安
全飛行的標準，眼見距離行程結束只剩一天了，

雖然說一切隨緣，但從第一天就達成2/3的目標
到倒數第二天仍然對剩餘1/3的目標完全充滿未
知數，6天的等待難免令人稍許失落，這幾天在
營地等待前往帝王企鵝棲息地所安排的南極攀

冰、攀岩等等的活動，其實也都是人生中的第一

次體驗，營地所有工作人員已使出渾身解數做了

最大能力範圍內的安排，精彩自然不在話下，不

過前往帝王企鵝的棲息地更是無法取代的重中之

重，今天晚餐時，機長Brian透露出跑道的狀況
持續在改善當中，出發的機會見到曙光，所有

夥伴見面時都不約而同以食指跨在中指上交叉

(finger crossed)祈求氣候好運。

前往帝王企鵝棲息地—Akta Bay
早餐時宣佈今天將前往帝王企鵝棲息地—

Akta Bay，當場響起眾人的歡呼聲。9點從主營
地出發，搭四驅車前往滑行跑道，搭機1個半小
時飛往Sinai加油點，暫停45分鐘後再飛45分鐘到
達Akta Bay，在此換搭雪地摩托車經20分鐘路程
到達第一個企鵝棲息點(圖34)，此一棲息點的附
近有一德國科考站，抵達時有一組德國研究人員

在企鵝群聚旁做調查，我注意到在科考站附近，

後勤補給當中最重要的汽油桶散置在各處，原來

此地天候不穩，常有風暴，如果集中在一處，一

旦有一個大風暴，很有可能所有貨櫃被埋葬，這

樣做得以分散風險。我們只短暫停留30分鐘後就
再搭雪地摩托車經15分鐘到第二棲息點，在此棲
息點我們和個別企鵝須保持5公尺以上的距離，
而企鵝群棲處則必須保持30公尺的距離。

目前Akta Bay的企鵝對人類接近毫不生份，
有些甚至會主動走到我們的腳邊(圖35)，因為大
多數的小企鵝已經長到約3個月大，大部份都被
餵得肚子圓滾滾的(圖36)，天氣逐漸放暖，親鳥
可以放心離開前往覓食，因此在群聚地看到的

圖33  土耳其藍色冰湖。圖31  手持冰斧、腳套冰爪攀冰。 圖32  在1994年得過世界攀岩比賽
冠軍的Francois Lomb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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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企鵝居多，餵食行為(圖37)已經沒有那麼頻
繁，當親鳥不在身邊保護時，小企鵝會自行圍繞

成小圈圈，有如托育所(creche)一樣，一旦有風
暴來臨或賊鷗入侵時，一則可以互相取暖，另外

可以共同抵禦外侮。

帝王企鵝和阿德利企鵝是真正完全生活在南

極圈內的兩種企鵝，而帝王企鵝更是唯一在南極

圈內渡冬並完成生殖周期的企鵝，它們在4月交
配，在6月下蛋，由雙親輪流抱在腳背上，在9月
孵出後，媽媽會前往海上覓食，由爸爸負責將小

企鵝抱在腳上哺育，企鵝爸爸不吃不喝大約3個
月，體重大約會掉一半，直到企鵝媽媽回來接手

才出海覓食，根據企鵝棲息地的看守員Matt說：
南極圈內冬天氣候酷寒，可以達到攝氏零下80℃
的低溫，因此這些企鵝爸爸會圍成一圈，在風暴

來臨時，它們會不斷地變換隊形，讓外圈的企鵝

和內圈的企鵝可以循環交換位置以免凍死。

南非籍工作人員Dic在機上和我比鄰而坐，
他要到企鵝棲息地值勤，主要的工作是要維護飛

機跑道的通暢並且回報當地的氣候狀況，連續工

作10天以後換班，這10天當中只能吃脫水食品和
冰凍的乳製品，這樣的工作，如果不是對大自然

觀察有高度興趣，恐怕是很難支撐下去的。

回程時飛機再次在加油點落地加油，明明去

程的時候剛加完油，為何回程僅飛行1個小時就
要再加呢？原來因為天候條件不足為起降最佳之

條件，跑道不夠厚實，為盡量減輕飛機的重量以

利起飛，因此僅僅加夠第一次起降所須的油料。 
這次遠征南極點的行程須要克服兩個問題，第

一個是：南極點的夏季平均溫度是—30℃，須

有足夠裝備和身體條件抗寒。第二個是搭乘DC3 
Basler螺旋槳飛機前往南極點時，飛行高度在
12,000英呎，來回飛行的時間共約18小時，而且
要在海拔2,850公尺高的冰原紮營過夜11小時，
加上南極點的地理海拔2,800公尺但生理海拔達
到3,500公尺，因此須克服高山症的問題。

這次原定12月6日出發，因為天候條件提早
於12月5日出發，由開始時提前達成抵達南極點
之首要目標，繼而在不確定地等待中有驚無險完

成第二目標，足見南極之不確定性，過程當中雖

有輕度高原反應，所幸在短時間內適應，終能順

利達成心願，早期探險家在物資、裝備和天候資

訊遠遠不如今日的狀況下，仍然有人能在1911年
踏上南極點，其毅力和耐力確實讓人佩服。

今次能在地理南極點的招牌前將整面國旗揮

舞開來，風的助力不小，雖然吃了風寒效應的苦

頭，不過一切都值得，感謝內人的鼓勵，讓我堅

定的踏出這一步，人生清單再完成一筆。 

圖36  大部份的小企鵝都被餵成大肚
腩。

圖37  帝王企鵝餵食。

圖34  Akta Bay第一個企鵝棲息點。 圖35  企鵝會主動走到我們的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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