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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紀錄•自駕遊

23年158國
浪遊世界
真人示範
你去一次旅行，最長可以走多遠路？
這一對瑞士夫婦，23年來一直駕著自己的四驅車，圍繞地球跑
了62萬公里，走訪國家數目過百、七大洲上獨欠南極未曾留下
腳毛。沒有強勁後盾、旅費來自退休金，平均每日僅花
HK$280，二人一車相依為命。
結果自1997年起，二人的名字登上《健力士紀錄大全》
，10年
來都是「最長途駕駛旅程」的紀錄保持者！
傳奇之旅未曾言休，07年尾，Emil與Liliana終於駕著愛驅浪遊
到香港，難得給我們碰上遊遍世界的老前輩，當然要邀請他們
現身說法，為大家拆解近乎不可能的慳家自駕遊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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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駕狂人檔案
來自瑞士的Emil與妻子Liliana結婚38年，前者本為
電腦工程及金融專家，後者為秘書；1984年展開自
駕遊美國之旅，原本只打算遊美一年，卻因愛上旅
行而將旅程一再延長，不知不覺已遊足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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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港未到一個月，搭地鐵己摸透香港
求生要訣：搭電梯左行右企、使用長
者八達通、去九龍在金鐘轉車、行路
快手快腳過港人！

07壓軸 慳遊香港
香港人過時過節都要出埠，可稱旅行成精，但Emil

與Liliana卻是真正旅行上癮：廿三年前，四十出頭的他
們展開一趟美國Road Trip，本打算一個月後回國，結果
旅程無限extend，今年他們由台灣來到香港過聖誕，住
進連本地人都不知的銅鑼灣小賓館，四驅車卻泊到老遠
的葵芳去！

四驅直闖沙咀道
在地鐵邊走邊談邊轉線，終於來到葵芳望見「四驅
車王」真身，我們齊齊擠到車廂內，在荃灣一帶遊車
河， 想不到Emil的駕車技術頗「辣」
，多次忽然切線不
打燈，駕車時還顯得有點焦躁，他反駁：「其實我好注
重道路安全！每日開車盡量不超過三小時，最高行駛時

記者來到他們入住的百德新街賓館，30呎的小房
間，環境昏暗、牆身剝落，街上還傳來掘路噪音，慳家
程度比想像中更徹底！太太Liliana說，這裡是看
《Lonely Planet》找到的：「環境是簡陋，但又平又可
在房內免費上網，已很滿足了！」訪問第一個節目，是
前往葵芳探訪他們泊在平價停車場的超級四驅車，老公
Emil一落街就帶路搭地鐵：「香港公共交通經濟又方
便，反正搭MTR可使用長者八達通，駕車實在不划
算！」邊說邊走，步伐快過繁忙時間趕上班的OL，反客

速亦在七十公里內。」
為了坐下來好好訪問，筆者決定發揮香港好客之
道，特意帶二人去到灣仔老字號「龍門大酒樓」飲茶，
原來二人95年曾過境香港，今次留港已近一個月，看到
街邊魚蛋、魷魚早就覺得amazing，但今天還是首度品
嘗地道食物。「我們多數自己煮食，一日只吃早、午
餐，很少品嘗地道食物。聽說香港食物很美味，可惜看
著一籠籠的食物不知所措，又不懂與點心阿姐溝通。」
Emil邊吃糯米雞邊解說。

為主，幾乎比我還熟路！

葵芳露天停車場Good Luck Carpark，月租$1,200，是二人剛自貨櫃碼頭取車
時意外發現。「希望停車場的名字也為我們帶來好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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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老為了示範四驅車頂各項百寶功能，爬高爬低團團轉，而且愈爬愈起勁， 無花無假，2007年的《健
力士世界紀錄大全》內有
叫也叫不停︙︙
二人的紀錄。（見右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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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愛吃海鮮的Emil不大欣賞
蝦餃、腸粉，倒是熟練地拿
起筷子，牛肉球、糯米雞一
個接一個，整天笑得最開心
是這次。

細說旅程 食件燒賣

伴遊天下 終老此生

說回23年來的環球行程，Emil說：「自從愛上旅

Liliana在一旁暗暗地說：「其實Emil的母親剛於本月初

行後，只要呆坐賓館一會我也受不了，實在不能想像

去世，不過因為金錢問題，他才狠下心不回國。」Emil的神

留在家中生活會有多沉悶！」

色立時悲傷起來：「其實母親已年屆九十，且有老人病，

但看他們花費分毫都要計過度過，一日兩餐自己
搞掂，遊世界更似是捱世界，太太Liliana卻從未想過
放棄：「只要能在路上看不同風景，接觸不同的人，
像你們，已是充滿樂趣了！」

早已不認得人；不過她生前亦很支持我們的旅程，甚至留
下部分遺產，贊助我們繼續行程！」語氣中不無遺憾。
下一站，他們本想一覽澳門及中國，可惜國內法規令
他們不得不放棄。和善的Emil忽然有火：「中國規定駕車旅

雖然年過六十，兩老依然極具冒險精神：男的駕

遊 的 外 國 人 須 聘 用 中 國 導 遊 ， 每 日 最 少 要

車定行程、女的煮飯寫網誌，分工合作，還揚言希望

US$100/HK$780，辦理簽證及其他申請更須時三個月！太

結伴在旅途上走完此生！

嚴謹、太不放開了！」
（記者曾向國內自駕遊組織查詢，結

然而多年來都沒有回過瑞士老家，難道從不想念

果同是不得要領。）

家人嗎？Emil大發偉論：「地球人口過盛，我們早決

我安慰他們：香港也是中國一部分呢！「點同喎！不

定不生育，太太在瑞士就只有一個弟弟，我則只剩一

過我們已決定改為往巴布亞新畿內亞了！陽光與海灘正等

個姐姐。以前全靠長途電話、電郵聯絡，現時還學會

待我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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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S！」

我們難得坐上曾經環遊世界的「四驅之王」
，無奈後座車廂早已改裝為雜物
房，四個人迫在前座，真正動彈不得。

早前二人還駕車到大帽山頂野餐，食三文治一樣滿足。「香港景色很美，不
過滿山矮矮的電線桿就有礙景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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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預告
駛向太平洋

二人自99年開始建立網站記下這段大長
征，路上不停更新，想進一步了解他們多
年來的旅程，可到www.worldrecordtour.com
瀏覽。

說到這裡，到底Schmid夫婦的旅程有多浩

縱使年紀漸大，兩位高齡浪遊者亦未有言

瀚呢？不少網站設有「腳毛地圖」
，給大家記下

休，他們將於一月初離開香港前往巴布亞新畿

曾去過的國家，我們也嘗試為兩人製作一幅，

內亞。08年，他們更決心向太平洋各島國進

地圖中深色部分就是Emil與Liliana曾到過的

發，包括紐西蘭、斐濟、大溪地等。「要

158個國家，看吧！腳毛遍布地球近

遊覽各島國，交通安排
及金錢將會是一大

七成！

問題。不過我們
很期待未來一年充滿
陽光海灘的日子呢！」再之
後呢？「我們起碼會在太平洋
地區玩上一至兩年吧！可能會再去
非洲中部，不過相信那將是
2010年的事了！」這個未
完的世界紀錄，將繼續在他
們的網頁上連載！
看看地圖上大大片的中國吧！想助兩位踏足祖國，不妨電郵他們獻良方！

攝於04年，旅程二十周年紀念，「一家三口」
在加勒比海聖馬丁島沙灘開香檳慶祝，比燭
光晚餐更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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