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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凱庫拉觀鯨：
凱庫拉觀鯨是一家由凱庫拉的Kati 

Kuri部落原住民擁有運營的旅遊公司，

獲得了多項國際生態旅遊大獎，Kati 

Kuri部落是南島較大的毛利人部落

Ngai Tahu的一個分支。　

凱庫拉觀鯨成立於1987年，當時毛利

人也深受凱庫拉經濟衰退的困擾。在

此困難時期，Kati Kuri部落領導Bill 

Solomon認為當地抹香鯨是毛利社區失

業問題的解決方法。他們知道自己的祖

先Paikea就是騎在鯨魚Tohora的背上

來到新西蘭，Paikea的後代相信他們

同樣可以騎在鯨背上乘風破浪駛向新

生活。

而且事實也證明的確如此。　

凱庫拉觀鯨的Kati Kuri創始人抵押自

己的房產獲得企業啟動所需的貸款。在

最初的運營日子裏，旅行者承載小型充

氣船到海上觀光。後來，充氣船為備具

有觀光甲板的大型觀光船所替代，現在

凱庫拉觀鯨有5艘專門針對觀鯨設計的

現代雙體船。由於凱庫拉觀鯨艦隊的不

斷擴大，公司在南海灣修建了自己的船

舶停靠區。現在所有的觀鯨之旅都是從

這裏出發的。　

由於凱庫拉觀鯨的巨大成功，凱庫拉現

在是新西蘭提供海洋野生動物觀覽的

最佳旅遊勝地之一。凱庫拉觀鯨公司刺

激帶動了對於當地新的酒店住所、餐廳

和眾多咖啡店，畫廊的投資，現在這裏

的畫廊掛滿了當地藝術家的傑作。

Paikea和Tohora是凱庫拉觀鯨的核心

象征。他們代表了人類世界與自然世界

的精神紐帶，展示了毛利人對於自然界

的尊敬之情，而非簡單的開發利用。凱

庫拉觀鯨是一家由凱庫拉的Kati Kuri

部落原住民擁有運營的旅遊公司，獲

得了新西蘭多項生態旅遊獎項，Kati 

Kuri部落是南島上較大Ngai Tahu部落

下的一個毛利人部落。

Kia Ora（您好）歡迎蒞臨凱庫拉觀鯨。

本資訊手冊用於協助您今天進行觀鯨之旅。
如您有任何問題或説明需要，請詢問我們的
凱庫拉觀鯨員工。



保暖衣物

盡管所有觀鯨之旅觀光船都是完全密

閉的——但是您要到艙外觀看海洋動

物，因此請攜帶保暖衣物。

攝影裝備

請確保您攜帶充足的電池和照相機內

存卡，用於在旅遊途中進行攝影。在觀

鯨公司的零售商店可以購買到電池和

內存卡。

點心

我們在觀光船上不提供食品或點心，但

是歡迎您們攜帶小點心或冷飲登船，小

點心或冷飲可以在Flukes Café 購買。

船上可以提供礦泉水。

我們的預訂辦公室位於凱庫拉

Whaleway站。這裏是遊客的登記報到

地點。

在Whaleway車站裡還有：

鯨尾餐廳 - 一邊欣賞無與倫比的海景

一邊品嘗濃濃的美味咖啡，清茶和諸多

冷飲。我們提供早餐和午餐黑板菜單以

及全天候的食品櫥櫃。 

觀鯨零售商店 - 零售商店銷售諸多以

觀鯨之旅為主題的獨特旅遊紀念品、手

工藝品、禮物、書籍和服裝。

電視/影音室 - 我們的電視/影音室

會放映關於海洋野生動物的DVD。很抱

歉，這些DVD沒有字幕說明，僅提供英

語版本。

我們的辦公室

觀鯨之旅需要攜帶的物品

暈船藥

如果您平時有暈動病，我們推薦您在旅

行啟程之前採取必要預防措施。非常不

幸，我們不銷售處方暈船藥——這些可

以在藥店買到。我們凱庫拉觀鯨零售商

店可以銷售非處方暈船藥，例如： 

Acustraps - 這種手腕帶可以在手腕

的穴位上產生輕微壓力，可以租借或

購買。

@ Ease暈船藥 - @Ease是一種天然配

方，可以提供長達12小時的抗暈船療

效，您可購買。　

如需更強效的暈船藥，可以在離

Whaleway 站10分鐘步行距離的

Kaikoura Pharmacy（凱庫拉藥店）購

買。



所有的觀鯨之旅都取決於良好的海洋

和氣候條件。每次旅遊的船長將在登記

前10分鐘通知本次旅行是否可以出航。

在預訂臺及在咖啡店裏面有一個顯示

板——這將顯示每個航次的狀態。

當您的旅行確認之後，狀態板顯

示‘now checking in’（現在開始登

記），我們的預訂人員將開始給您發

票。

如果您的旅行由於不利海洋/氣候條件

而取消，請告知我們的工作人員您是否

希望重新安排出航時間。

請註意您的旅行時間是您登記的時間，

而不是出發時間。　

付款可以采用現金、EFTPOS、新西蘭幣

旅行支票以及除Diners以外所有主要

的信用卡種類。您將領到一張登船牌和

預訂收據。使用登船牌用於乘坐大巴和

登船。請保存好預訂收據，在旅行取消

或退款時請出示。

登記過程通常需要30分鐘時間。　

在出發之前將觀看安全須知簡介。期間

遊客需要觀看配有完整英文字幕的DVD

短片。

觀鯨之旅大巴轉送到港口：

在您登記並完成安全須知簡介之後，我

們的觀鯨之旅大巴將把您轉送到南海

灣港口——旅遊船從這裡出發。　

大巴出發點在Flukes Café 外面。

到南海灣的車程大約8-10分鐘。我們的

觀鯨之旅船員們將熱情迎接您們，護送

您們安全登船。

登記：



購票條款總結

旅遊取消

若觀鯨之旅由於惡劣的海上天氣情況而被

取消，您將得到全額退款。

請注意：

我們不收取任何預訂修改費用。

如果您在登記時間之前沒有及時通知我們

取消行程，將不予退款。

協定

購買旅遊票時，您確定理解並接受上述條

款，以及您

1. 同意您的繼承人、遺囑執行人、管理者和

親屬都被這些條款所約束；

2. 您同意將不會針對旅遊的風險和危險在

任何國家進行對本公司的起訴或訴訟. 

3. 您同意在參加我們的活動期間在發生受

傷、意外或疾病的情況下接受醫院治療，

並保證觀鯨公司不對您的治療負任何責

任；

4. 同意在旅遊期間的活動或人員所拍攝的

照片、影像、聲音、視頻或其他記錄資料，

將未經我們同意不得用於任何推廣或廣

告目的；但是我們可以自行決定使用上述

影像或錄音資料，無需任何事前批准。

 

在您購買觀鯨海洋旅遊票之前，請務必閱

讀以下內容：

氣候/取消

我們保留為了乘客安全利益而取消或更改

旅程或者替換遊艇船隻的權利。天氣和海

洋條件可能迅速發生變化，這可能隨時更

改您的旅程狀態。不利的海洋條件意味著

遊艇船長可能提高兒童年齡限制或者限制

有健康隱患/有移動障礙的乘客或懷孕的乘

客登船。

健康/安全

如果您有健康隱患/有移動障礙或者懷孕，

並認為自己可能受到不良海洋和天氣條件

的影響，您必須在旅遊當日在登記時通知

我們。

說明指示

為了最大程度的確保您與其他乘客的安全

和享受觀鯨旅程，您必須在上船之前、在船

上期間以及下船之後遵守我們員工的所有

合理指示，請確保您所照看的兒童也將同

樣遵守上述指示。您對自己的個人物品安全

保護具有全部責任。

保證

我們無法保證您在觀鯨之旅中一定看到

鯨，但是遊客看到鯨的機會是非常高的。在

您的旅行沒有看到鯨魚的情況下，我們保證

將款項的80%退還給您。

觀鯨之旅訂票條款

請盡情享受您的激情之
旅，如果您需要上述條款
的更多資訊或解釋，請聯
繫我們的相關員工。



觀鯨旅遊船專門針對觀鯨而設計，我們

現代的雙體船配備了先進的引擎，可以

將水底噪音降低到最低水準，而且馬桶

也不會污染海洋。主乘客艙是密封的，

大型外部甲板提供絕佳的視野和攝影

機會。寬敞的內部空間具有空調，乘客

可以坐在舒適的座椅上觀看大螢幕等

離子電視，滾動播出我們榮獲大獎的海

洋野生動物動畫模擬片。每次旅行的乘

客人數嚴格控制在我們旅遊船的承載

能力之下，從而確保您的個性化舒適的

旅遊體驗。

以下為我們的觀鯨旅遊船政策和程

式：

旅遊船安全程式

•  船員都經過了所有應急程序的培訓。

若出現緊急情況（可能性很小），請

遵循我們船員的指示。

•  旅遊船上的所有出口都進行了明確

標記。

旅遊船資訊
•  請閱讀在您座椅口袋裏或主艙墻壁

上的安全指示卡，相關內容僅提供英

語版本。　

•  在您座椅口袋裏或者主艙墻壁上備

有救生衣穿戴說明指示。

旅遊船要求

• 在旅遊船運動期間，禁止站立

• 所有時間嚴禁吸煙

• 禁止倚靠在門上

•  隨同兒童的遊客需要在所有時間看

管好兒童

•  當您想要上廁所的時候，請告知船

員，這樣旅遊船可以降速讓您舒適

地上廁所，同時船員也知道您身處

何處

•  請將垃圾放入船上的垃圾桶內，請勿

將垃圾拋入大海。

暈船應對措施

•  如果您感覺暈船，建議集中注視固定

點——可以是陸地或海平面。另一個

方法是掐您的食指或者掐耳垂。

•  清潔袋位於您座位前面的口袋裡面，

或者可以向船員索取，如果您有清潔

袋需要處理，請告知船員——他們始

終熱忱為您服務。

•  所有旅遊船上提供衛生紙，如果需

要，請告知船員。

• 根據需要，也可提供水。



旅行簡介

海上旅行
時間：
海上旅行時
間約為 

2小時
20分鐘。

您的觀鯨之旅海員最多由四名乘員組

成：

• 船長

• 健康安全官

• 瞭望員和

• 講解員
 

我們的旅行的主要目的是確定和觀看

抹香鯨。由於抹香鯨可能在旅行時間內

潛在海底，我們平均每次航行可以看到

1到2次鯨魚。在凱庫拉，抹香鯨潛遊時

間間隔為40到60分鐘。在我們海岸線

上看到的大部分抹香鯨都是雄性。抹香

鯨構成松散的群落，通常彼此之間距離

保持在數英裏，這樣一次旅行可以看

到1到2頭抹香鯨已經是非常幸運。幾乎

世界上80%的鯨魚和海豚種類遷徙經過

我們的海岸線，因此全年都有機會看

到其他種類的海洋動物，例如藍鯨、長

須鯨、塞鯨、座頭鯨、小須鯨、巨頭鯨、

逆戟鯨/虎鯨、南露脊鯨、海豚、寬吻海

豚、南露脊海豚、象海豹和豹海豹。　

 

根據在觀看到抹香鯨之後剩余的時間，

船長可以決定沿著海岸線航行，尋找可

以觀賞到的其它種類的海洋生物。這可

能包括暗色斑紋海豚、賀氏海豚以及新

西蘭毛皮海豹。凱庫拉還是世界上75%

的遠洋 鳥類的棲息地，包括漂泊信天

翁、皇家信天翁、Mollymawk信天翁、海

燕、水薙鳥、鋸鸌、管鼻鸌、塘鵝、燕鷗

和鷺科。



抹香鯨

抹香鯨有多大？

•  抹香鯨是世界上最大的有齒鯨類，

也是所有鯨類中體型第四大的。

•  雄性抹香鯨可以身長達15-20米，

重量可以達到40到60噸。　

•  雌性抹香鯨比雄性小約30-40%，

可以長到大約12米。

　

抹香鯨壽命

•  雄性抹香鯨最初8-12年與家族群

落生活在熱帶水域。

•  群落中的雌性鯨照看幼崽2年左

右，直到幼崽可以獨立遊行。

•  當雄性抹香鯨達到青春期，通常

在10歲左右，它們將立刻家族群落

構成單身群落，遷徙到如凱庫拉

海岸這樣的覓食地。

•  雄性抹香鯨長到完全成熟後才會

交配，因此在交配之前，這些雄性

抹香鯨很少離開覓食地。

• 抹香鯨的壽命可達到70歲。

浮力

由於抹香鯨體內含有大量油脂，可以

自然浮在水中。人們認為抹香鯨可以

調節大腦中鯨油的溫度，來調節它們

的浮力。當鯨接觸到海面上的冷空氣

的時候，油脂冷卻形成固體蠟。固體

蠟比水密度大，可以説明鯨魚下沉到

海面以下。通過把血液泵入鯨腦周

圍的毛細血管，蠟溶解為具有浮力的

油脂，説明鯨魚上浮到海面。

牙齒

•  抹香鯨下顎有20-30對圓錐形鋒

利的牙齒。上顎上有牙槽，這樣當

它們嘴巴閉合時下顎牙齒可以嵌

入牙槽內。

•  抹香鯨的牙齒並不用來咀嚼，它

們的牙齒功能與鱷魚相似，抹香

鯨的上下顎咬合把食物整個吞進

去。

•  抹香鯨的每顆牙齒重量可達1公

斤，長度可達20釐米。



在哪裡可以看到抹香鯨？

•  抹香鯨在世界上所有大洋都可以

看到，通常在 深度達400米以上

的 海底峽谷遊弋 。

•  在凱庫拉海岸線全年都可以觀看

到抹香鯨。　

•  凱庫拉峽谷是雄性抹香鯨的覓食

地。

•  雄性抹香鯨的關鍵器官都有30 – 

40厘米的鯨脂（脂肪）包住。鯨脂

就像一件潛水服，把抹香鯨與冷水

隔離開來。這裏的水溫對於雌性抹

香鯨來說太冷了，因為它們的鯨脂

層沒有那麽厚。

•  雌性抹香鯨通常居住在靠近熱帶

的更加溫暖的水域。

抹香鯨吃什麼？

•  抹香鯨吃各種浮游魚類，例如石

鱸魚、鱈魚、金槍魚、黑鯊魚、無

鰾石首魚，但是抹香鯨喜歡吃烏

賊。

•  抹香鯨吃各種烏賊，包括巨型烏

賊魚。

•  儘管眾多科學家在凱庫拉進行過

多次嘗試，僅僅在日本海岸才觀

察到自然棲息的巨型烏賊魚。

•  巨型烏賊魚平均可以長度12米，但

是已知的長度可以超過18米。

回聲定位

當聲波通過鯨油的時候，聲音得到

加強和放大。抹香鯨被認為是世界

上發出聲響最大的動物。記錄到抹

香鯨最高音量為230分貝。人們認為

抹香鯨不僅用聲納來確定獵物的位

置，還可用來嚇暈或殺死它的獵物。  

深海潛水

•  凱庫拉海域的抹香鯨潛水時間

為40 – 60分鐘，深度可以超過

1000米。

•  抹香鯨是世界上潛水深度最深的

動物，潛遊時間可以超過2小時深

度超過3000米。

在抹香鯨的頭裏 

•  抹香鯨擁有世界上現有動物中最

大的大腦。它們的大腦約有籃球大

小，大約為人類大腦的7倍大

•  在抹香鯨大腦內部是鯨腦油，含有

大約2.5噸油

•  曾經被認為是鯨油，因此得名：

抹香鯨

•  抹香鯨曾經被大量捕殺，用於生

產蠟燭、化妝品、縫紉機和工業機

械的潤滑。抹香鯨鯨油用於勞斯

萊斯引擎和變速箱裡面，而且阿

波羅太空任務早期也用到抹香鯨

鯨油。　

•  抹香鯨用鯨油回聲定位和增加浮

力。



觀鯨之旅船上視頻資料

在您的觀鯨之旅全程中，在船上播放視

頻資料，“World of the Whales”（“

鯨魚世界”）——讓乘客“虛擬”體驗

凱庫拉海底峽谷。這些視頻資料也提供

了凱庫拉海域的不同海洋生物的資訊。

視頻資料沒有字幕，而且僅提供英語版

本，如有不便，敬請諒解。

視頻資料采用Animation Research 

Ltd技術編制，World of the Whales（“

鯨魚世界”）是世界上觀鯨業的首個高

科技模擬影片。

凱庫拉海底峽谷 

• 最寬點5公里寬

• 超過1600米深    

•  在大陸架邊緣，是幾乎垂直的懸崖落

差超過1000米高

•  離Goose Bay（陸地）距離1公裏的海

洋深度超過800米。

•  凱庫拉峽谷入口是Hikurangi 海槽

的起始點 

•  凱庫拉峽谷綿延1700公里到北島，從

接近吉斯伯恩的外海瑪希亞半島開

始。

•  凱庫拉峽谷是南半球上最大的深海

峽谷

•  凱庫拉峽谷是鯨魚在覓食地與繁殖

地之間遷徙的系列峽谷之一

凱庫拉海洋食物源——亞熱帶交匯

•  熱帶流下來的溫流與南極流上來的富

含營養物的寒流交匯

•  營養物流入峽谷混合，然後被推上海

洋表面，這被稱為上湧

•  形成食物鏈：浮游植物為浮游動物和

磷蝦提供食物，浮游動物和磷蝦又

是烏賊和小型魚類的食物，然後烏賊

和小型魚類又是大型魚類、鳥類、海

豹、海豚、鯊魚和鯨魚的食物。



暗色斑紋海豚

一種小型矮壯靈活的海豚，在觀鯨之旅

途中經常可以看到，凱庫拉海岸經常可

以看到大量的海豚習慣性地躍出海面進

行捕獵或交配的戲劇性場面。這些海豚

群可以達到100-1000只海豚，海豚可以

長到2米長。

赫氏海豚

赫氏海豚是世界上體型最小最珍稀的海

洋海豚，具有獨一無二的圓形背鰭，只有

在新西蘭海域才可看到這種海豚。在凱

庫拉，常可以由4到8只海豚組成的小海

豚群在海岸邊游泳嬉戲。由於漁網以及

農場排泄的磷化物導致的海洋污染，赫

氏海豚被列為有滅絕危險的動物。赫氏

海豚壽命為20年可以長到1.5米長。

新西蘭毛皮海豹

新西蘭毛皮海豹在凱庫拉海岸沿

途多個景點可以看到。上個世紀人

們為了海豹毛皮而捕獵毛皮海豹使

其幾近滅絕，現在它們是受保護動

物。凱庫拉半島的Point Keen海豹

群居地可以看到毛皮海豹拖家帶

口——從凱庫拉鎮可以步行或者短

途駕車前往遊覽。



旅行結束

當您的旅行結束時，我們的觀鯨旅遊船

將返回南海灣港口，然後您可以乘坐觀

鯨大巴返回Whaleway站觀鯨總部。

退款

很遺憾，並非每次旅行都可成功看到鯨

魚。船長確定退款理由和金額——根據

旅行的品質。船員將告知您退款理由和

金額。在此情況下，請憑藉預訂收據到

預訂台領取退款。

www.whalewatch.co.nz 

我們代表凱庫拉觀鯨團隊，

非常感謝您參與我們的觀

鯨之旅。如果您想留下任何

意見的話，請填寫Comment 

Card（意見卡）——這些意見

卡在Whaleway站觀鯨總部有

提供。

非常感謝您的寶貴反饋。

凱庫拉觀鯨
新西蘭凱庫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