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餐饮行业专业杂志

CAFE
第 17 期

Series 3

中文版（第 17 期）

金豆杯咖啡餐饮之旅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麦考利港（11 月 21 日 - 24 日）

啡言食语微信

纸质杂志

电子杂志

咖啡餐饮行业专业杂志

CAFE
第 17 期

Series 3

中文版（第 17 期）

金豆杯咖啡餐饮之旅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麦考利港（11 月 21 日 - 24 日）

啡言食语微信

纸质杂志

电子杂志

G OLDEN
BEAN

1.

2018

2018

PRESENTS

AUSTR
ALIA/
NZ

AS Te rs
OB AL RO
NC E
GE ST GL
C ON FE RE
TH E L AR
TI ON +
C OM PE TI

希望
你的参与!
澳大利亚&新西兰
金豆杯咖啡烘焙大赛

评委 | 参与 | 行业人脉 | 享受其中
报名参加
时间：2018年11月21-24日
地点：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麦考利港，Rydges
盛装颁奖晚会主题：中世纪

战火重燃，所向披靡！

广告故事请参看第3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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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e Culture l 啡言食语 主编

王 迪 Christina / 主编
电话/微信：+86 139 1067 0918
邮箱：christinaw@cafeculture.com.cn

《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中文版第17期姗
姗来迟，感谢大家的耐心等待，本期杂志内容可
读性强，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辉将和我们结伴同行，让我们期待下期杂志中
的精彩陈述。
2018年的中国咖啡餐饮从业者市场调查已

Adam的《生豆采购五大原则》从实际操作

经结束，本期是历届以来对该份报告披露最多

上为你的生豆采购提供中肯建议，YCE高级顾问

的一次，若干尖锐问题都有体现，希望对你的

Ted Lingle认为咖啡生豆的国际贸易对咖啡种植产

咖啡馆经营有所帮助，请参看第36页，如果想

生了负面影响，他在期望咖啡人采取措施，努力

了解更多，可以登录Cafe Culture的官方网站或

将这种影响削弱。

直接联系我们。

本期刊物还有多篇基本咖啡知识，如，咖

在咖啡馆经营部分，乔治的《你咖啡职业

啡厅菜单上的不同咖啡的制作；摩登咖啡馆都采

发展中的阻力究竟是什么？》，易碧辉的《忘

用哪些小工具或仪器帮助精准的制作咖啡；在制

掉仪式感，享受咖啡》，Eric的《为了咖啡之

作滴滤咖啡的时候要考虑哪些因素，注意哪些事

爱》，缪维乐的《开店启示录》，云飞的《我

项？咖啡储存的建议；咖啡渣有哪些利用功效，

眼中的上海精品咖啡馆》，叶瑞优的《咖啡味

等等。烘焙故事中，我们图文结合详细介绍了瑕

儿的美食生活》、夏恺的《巢食》，等等国内

疵豆的分类。

咖啡人的文章，都是从实际出发，给人以中肯

在人物故事中，本期就有日本咖啡师大赛两

张瑞娟 Rachel / 发行 + 活动
电话/微信：+86 157 1118 0985
邮箱：rachelz@cafeculture.com.cn
刘娅宁 Yanii / 美术编辑
电话/微信：+86 183 0166 8928
邮箱：yanii@cafeculture.com.cn
李美琪 Lydia / 新媒体运营
电话/微信：+86 188 0115 6061
邮箱：wechat@cafeculture.com.cn
曹柏光 Bob / 美术编辑
电话：+86 136 7108 0901
邮箱：bobc@cafeculture.com.cn
季 翔 Sebastian / 英文翻译
电话：+86 135 8197 6901
邮箱：Sebastianj@cafeculture.com.cn

的建议，每一篇都能给你启示。

届冠军Yoshikazu的故事；菲律宾咖啡师大赛冠军

茶叶部分则是对两个风格迥异的茶室的介

Lucky的故事；我们的老朋友孙磊介绍他参加咖

绍，一个是传统的“大叶禅畅想空间”，一个

啡师大赛的心得，还有雀巢杯LAS拉花对抗赛本

是现代派的摩登茶室“椿予”，希望能给对茶

届全国总冠军黄凯的比赛体会；云南咖啡杯全国

室有兴趣的朋友一些经营内容和设计风格的概

冲煮大赛亚军刘耀扬对咖啡的执着。

念和提示。

北美的金豆杯圆满结束，请关注本期第32

感谢你对《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中文

页金豆杯故事。澳大利亚的金豆杯即将启程，

版的厚爱，也期待着听取你们的意见，让这本

我们的好伙伴上海咖啡公社的Eric和广州的易碧

刊物真正对行业人士起到帮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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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e Again, a Coffee Crisis
再一次，全球咖啡种植面临危机！
文_Ted Lingle
云南咖啡交易中心（YCE）高级顾问

“2018年9月，ICO咖啡指数再次下跌。”

植者获利空间最大的因素之一，便是因美元通货

“C”Contract）标准也再次下降，更加拉低了

“2018年9月，世界咖啡组织（ICO）

膨胀导致咖啡真实交易价格的不断下跌，例如，

阿拉比卡咖啡价格。其中最大的变化便是中美洲

咖啡价格综合指数跌破2006年10月以来新

1998年每磅咖啡交易价格为1美元，到2018年计

咖啡交易标准中删除了“口感纯净、甘甜”，但

低。”来自伦敦Dow Jones Newswires的David

算通胀率后仅为0.65美元。

其实影响最大的是增加了水洗巴西咖啡的“可

Hodari报道。

催使这一问题恶化的另一大原因，是低品

交易性”。这一增项早已被预期，这也意味着

“ICO指数于2018年9月18日，从8月的

质罗布斯塔咖啡（每500g 缺陷达400g）在伦敦

“C”Contract更加贴近ICO巴西咖啡价格指数，

102.41美分跌至95.85美分。全部阿拉比卡咖

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LIFFE）的畅销，其与阿

而非水洗咖啡价格指数。

啡价格已连续4个月呈下跌趋势，其中巴西日晒

拉比卡咖啡间“套利空间”（认知差价）严重限

标准的降低表面上促进了“咖啡市场自由

咖啡下跌4.4%，哥伦比亚咖啡下跌3.3%，其它

制了阿拉比卡咖啡价格的上涨幅度。那为什么

化”，但事实上它只会让更多的跨国咖啡企业从世

品种平均下跌3.2%。罗布斯塔咖啡下跌更为严

LIFFE 要将标准设得如此之低呢？答案很简单，

界上最贫穷、也是咖啡工业最依赖的种植者们身上

重，整体下跌5%，其中低品质罗布斯塔与高品

因为“贸易商”就是想要这样的结果，因为他们

抽取更多利润。如果现今实行的低标准继续下去，

质罗布斯塔间套利空间下降3.8%，日内波动幅

很清楚，品质越低，价格越低。

未来世界上流通90%的咖啡只会来自两个国家：巴

度超过5.4%。8月，咖啡出口总量上涨6.3%，达

其实早在2002年，即上一次“咖啡危机”期

西和越南。届时或许这个问题提出已经太迟：“种

1,110万袋。2017-2018年世界咖啡总产量预计

间，ICO就已经得出了这一结论，“407号决议-

达1.648亿袋，较去年增长5.7%，其中阿拉比卡

品质”，即 “ICO 品质提升计划”，也在同年10

后续唯一能让人感到安慰的是，10月12日

咖啡产量预计增长2.2%，达1.0182亿袋；罗布

月1日正式实施，为可出口咖啡交易价格设定了

在纽约期货交易所签署的2018年12月期货合

斯塔产量预计增长11.7%，达6,299万袋。”摘

最低价格标准。ICO执行董事Nester Osorio先生

同交易价格重回126.55美分/磅。至2020年12

自《Complete Coﬀee Coverage》。

植者都去哪了？我们何时才能吸取教训？”

曾在终端消费国会员中极力鼓励推行相同标准，

月，纽约期货交易所咖啡交易价格将有望回升至

虽然咖啡价格下跌是完全可以预期的，但

以减少低品质咖啡销量。但讽刺的是，由于哥伦

141.20美分/磅，但我们不禁要问，这是否能够

却是不可避免的。最令人们头疼的问题，莫过于

比亚咖啡协会通过的一则交易破坏了“决议”标

真正保护到脆弱的咖啡种植者，确保未来高品质

为什么如此依赖种植者的咖啡工业，却一再将他

准，而为了拉拢美国重回ICO行列，ICO不得不暂

咖啡的种植与生产可持续发展？只有时间能够证

们推向风口浪尖？这里所指的不只是种植罗布斯

停执行该决议，“407号决议”也因此从未实质

明一切，正在阅读这篇文章的你，或许也能意识

塔咖啡的种植者，也不只是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种

生效。作为巴布亚新几内亚代表，Mick Wheeler先

到“从豆子到杯子”对于全产业链发展的重要

植者，而是全球所有的咖啡种植者。在除上世纪

生在当时表示：“为了拉拢美国，种植者付出了

性，是时候采取行动，保护咖啡工业的未来！

90年代晚期之外少数几年的其他时间里，在

极大的代价。”更加讽刺的是，虽然暂时同意重

我们能做什么，你又会采取怎样的行动

回ICO，但就在今年，美国再次宣布了退出。

呢？

大部分咖啡种植者眼中，种植咖
啡并非是赚钱的买卖，

除LIFFE以外，纽约“咖啡期货合约”（即

其中影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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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atza Encore 咖啡磨豆机
家用、高效、全参数

如

果你喜欢购买整粒咖啡豆，那你
就必须拥有一台可靠的磨豆机。

Baratza Encore 咖啡磨豆机运作高效，能够

FrankOne手动咖啡冲泡设备
独特的虹吸萃取技术

保证研磨品质的稳定，且咖啡粉粗细均匀
程度远比其它竞品高出许多。
磨豆机清理和维护非常简单，且体积小

采

用专利虹吸萃取技术Vacuum Extraction Technology™，使用负压迫

巧，占用空间不大，与手冲设备搭配使

使水滤过粉床，FrankOne能够萃取出更多精华风味，同时还能减少

用，可以有效节约喝咖啡的成本。

咖啡的苦味。专利技术的应用能够产生

★ 深受精品咖啡专业人士喜爱；

足够压力，可用于冲泡各种研磨程度的

★耗能极少，非常适合家庭使用，是入门

咖啡粉，从极细到极粗均可，可制作出

级磨豆机；

多种多样的咖啡，从滴滤咖啡到冷萃咖

★方便快捷，一键操作，可轻松实现按需

啡一应俱全。

研磨；

★ 设备使用便捷性，一键操作；

★40种研磨参数，可自由探索多种参数设定，意式、手冲、滴滤等。

★ 无需使用滤纸，节省开支，精细金属
滤网能够完整保留咖啡的原有风味；
★ 制作速度快，仅需30秒便作出符合
“金杯标准”的咖啡；
★ 使用 USB 充电，充电一次可最多单
杯制作150杯咖啡；
★ 清理极为简单，完全防水。

Dripster 冷萃咖啡壶
创新性制作慢滴冷萃咖啡

这

款设备外观新颖独特，滴滤口可自主调节，过滤器为不锈钢材质，是
喜爱冷萃咖啡、同时喜欢在家自己动手冲泡咖啡的咖啡爱好者们的不

二之选。

Lume 便携式USB充电磨豆机
超级炫酷的电子磨豆机

萃咖啡浓缩液，得力于可调节的滴滤口，可以自

L

由掌控滴滤速度，实现个性化冲泡。

用量的咖啡粉，且提供20小时的稳定高效照明，适合在家或户外使用。

咖啡壶容积600ml，足够一次做出多杯冷萃咖啡。

锥形陶瓷齿轮由稳定器固定，可有效避免齿轮摇摆，从而使研磨更加均

不锈钢滤网能够保证咖啡口感饱满、口味丰富，

匀、稳定，保证咖啡的口味平衡。齿轮可根据需要调节研磨参数，可用于

不会造成纸张浪费，且易于清洗，持久耐用。水

冲泡法压咖啡、意式浓缩咖啡和任意其它种类咖啡。

仓由食品级耐用塑料制成，咖啡壶则由硼硅酸盐

磨豆机总重仅为624g，体积22.4cm x 8.3cm，非常适合旅行携带。

“慢滴”过程耗时比普通的浸泡式冲泡方法更
短，仅需2-3小时，就能做出口感丰富、鲜活的冷

耐热玻璃制成。

6

ume便携式磨豆机不仅使用方便，它的出现更标志着手摇磨豆机即将退
出历史舞台。

磨豆机采用了耐用锥形陶瓷研磨齿轮，USB充电一次可研磨制作50杯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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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全球各地的精品咖啡
为何味道不同？
文_DAVID PARNHAM
   Cafe Culture International 市场调研董事

为

什么产自全球各地的咖啡口味如此不同？

各地的咖啡究竟有何不同。但即便是对于我们来

方式共有三种：日晒、水洗和半水洗。在日晒处

或许喜爱精品咖啡的人们都会有相同的疑

讲，辨识两种产自不同产地的咖啡风味也是十分

理中，咖啡被保留在果实之内直接进行晾晒干

问。即便是作为咖啡从业者，我们也不应忘记将

不容易的，例如危地马拉和巴西咖啡。今天，我

燥；而在水洗处理中，人们会先去除咖啡的果皮

我们引入“第三波浪潮”的那第一口令我们无比

将为大家介绍几款常见产地咖啡的口味特征，从

果肉，再进行干燥；半水洗（或脱浆日晒）是先

着迷的精品咖啡的神奇味道。

而帮助大家更好地引导我们的顾客。

进行脱浆，再通过发酵的方式去除剩余的果皮果

巴西咖啡

肉。和其他南美咖啡相比，巴西咖啡的巧克力味

们对咖啡的热爱是我们的责任。随着咖啡文化在

巴西能够在全球咖啡工业中独占鳌头，不仅

和香料味更加浓郁，有些巴西咖啡带有浓郁的坚

中国的快速发展，我们拥有更多的机会将咖啡知

仅是因为他们的咖啡产量全球最大，更是因为他

果香气，口感醇厚，非常适合用来制作意式浓缩

识传授给咖啡爱好者们，帮助他们了解产自世界

们能够生产出多种风味的咖啡。巴西咖啡的处理

拼配。

作为从业者，与新老顾客和朋友们分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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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咖啡
埃塞俄比亚咖啡的处理方式有两种：日晒或水洗，两种处理方式会带来完全不同的口味特征。水
洗埃塞俄比亚咖啡花香味浓郁，口味如茶般精致；相比之下，日晒埃塞俄比亚口感醇厚，水果味浓，
口味如红酒一般。水洗埃塞俄比亚咖啡通常带有柠檬草或茉莉花香，口感更加明亮且略干；日晒埃塞
俄比亚咖啡通常口感如糖浆般醇厚，带有浓郁的香甜浆果味。埃塞俄比亚同时以其极高的生物多样性
著称，孕育了品类众多的豆种。

肯尼亚咖啡
大部分肯尼亚咖啡均是经过水洗处理的。包裹在豆体表面、糖分含量较高的粘膜会在发酵过程中
被去除，再对生豆进行干燥。处理、豆种和非树荫种植等因素造就了肯尼亚咖啡鲜味和甜味十足的口
味特征，通常带有黑醋栗或番茄的酸味。

中美洲咖啡
谈及中美洲咖啡，大多数人会想到危地马拉和哥斯达黎加，该地区是全球最大的咖啡原产地
区之一。中美洲通常产出口感明亮、纯净的咖啡，其中相比其他中美洲咖啡，危地马拉咖啡、墨
西哥咖啡和尼加拉瓜咖啡通常甜味偏淡。中美洲咖啡的其他口味特征包括水果味和坚果味，同时
伴有可可和香料香气。

南美洲咖啡

一切只为完美的咖
啡享受
随时，随地
BWT bestmax PREMIUM 水过滤器独一无
二、卓越非凡。
其采用独有的 BWT 镁离子专利技术，在
水中添加人体健康所需镁离子。同时可防止
咖啡机钙化，为咖啡烹煮提供最佳的感官效
果，是过滤系统的睿智之选。

一提到南美洲咖啡，人们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哥伦比亚，它也是全球排名前三的咖啡原产国之
一。哥伦比亚咖啡特别受北美消费者欢迎，在他们眼中，哥伦比亚咖啡的味道才是最经典的。哥
伦比亚咖啡多采用水洗法处理，咖啡酸味柔和，口感纯净。南美洲咖啡常见的其他口味特征还包
括坚果味、巧克力味和焦糖味。

印度尼西亚
印尼咖啡通常口味深邃，甚至带有泥土味，口感醇厚，余味酷似无糖黑巧克力。苏门答腊或
许是当地最知名的咖啡产地，非常适合深度烘焙，其中以曼特宁和安科拉品质最高、最为著名，
通常带有烟熏或烘烤味，口味复杂。
当然，世界上还有许多其他产地有待你去发现和品尝，一旦你掌握了精品咖啡产地的精髓，
你便可以开始与中国的精品咖啡圈分享你的心得体会，共同推动新一波咖啡浪潮的兴起。
欲了解更多详情，可阅读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微信公众账号每周三推送的“Reaching
Success”专栏文章，或是通过阅读《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免费中文版电子刊物，或可直接与
我本人取得联系，我的微信账号：CCMDAVIDP。

始终确保完美水质的过滤解决方案，适
用于：
咖啡、自动售货机、清洗技术、烘
焙、烹饪及饮水机
www.watertops.de

电子杂志

啡言食语微信

纸质杂志

www.bwt-wam.com

DAVID

For You and Planet 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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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多烘焙师都肩负着采样、采购、遴选
生豆的重担。由于日常工作繁忙，烘
焙师很容易就会忽视咖啡贸易的复杂

性或咖啡采购所设计的财务预测等知识，虽然精
品咖啡协会（SCA）、烘焙师协会等机构会提供
专业培训，但没有什么比经验更为重要。
本文所提到的生豆采购五大原则是基于读
者拥有一定生豆采购基础和杯测知识的，你必须
能够确保生豆样品的大小、形状、颜色、水分含
量统一，了解产地、豆种、产季、生豆处理、储
藏、运输、烘焙、冲泡等一切影响咖啡品质的因
素。现在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

原则一：学会计算利润
如果你还未设计好利润计算表，那么请你加
快脚步！拿出你的笔记本，打开电脑，把每一批
生豆采购的成本记录下来，并注明咖啡的用途。
利润率的计算涉及到烘焙、杯测、销售等各个方
面。你可以正序计算，从样品收集、测试、使
用、运输和设备使用等，计算到咖啡的杯测；也
可以倒序计算，从产品的寄送、包装、烘焙、储

The
Top-5 Rules to Buying
Green Coffee

生豆采购的

五大原则
文_Adam S. Carpenter黄朋
精品咖啡培训师

藏，计算到原始样品的收集。
“做好财务基础工作是项艰巨的挑战，但它
能够帮你做出更加明智的决定，让咖啡厅实现健
康发展。”云南咖啡交易中心创始人Tim Heinze
在接受采访时曾这样说道。
每当准备采购一批生豆时，将供应商提供的
信息也录入表内。同时与多家供应商合作，你的
工作量会变得很大，因为每家供应商提供的信息
数量和种类都不尽相同。通过在表内进行对比，
你可以更好地识别出风险点，判断哪家供应商更
加优秀。对利润计算得越精确，对信息了解得更
透彻，你在下次采购时就会变得更加自信。

原则二：精准配对
对于咖啡的选择会体现出一个人的性格。
在咖啡厅里，我时常和拿不准主意的顾客开玩笑
说：“首先请告诉我什么样的男性或女性更能打
动您，我会根据您的回答作出推荐！”事实证
明，这一做法十次里有九次都是成功的！例如喜
欢外表酷酷、牛仔风的女孩更加偏爱深度烘焙危
地马拉咖啡；喜欢性格保守男孩的女孩则更有可
能被轻度烘焙埃塞俄比亚咖啡吸引。希望大家也
去亲自尝试，真的非常有趣！
Hatch Coffee创始人Alfonso Tupaz曾告诉他
的供应商：“你的杯测结果比其他人的更为重
要，因为你要面对的是顾客和市场，需要满足顾
客需求的人是你。”
同时要记住，你所得出的杯测分数间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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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第一条原则，从成品和品质双重角度去考虑

咖啡工业可持续发展的行列，保护咖啡工业的未

是否要采购它，测试它是否能通过利润率检测。

来发展，提高需求的透明度，为种植者赢取更多

同时，了解生豆还能更好地帮助我们践行第

回报，为客户提供更多信息，是身为一名优秀烘

五条原则，稍后我会为大家讲到。

原则四：参加拍卖，提前订货

焙师的必备条件。
关于咖啡价值链两端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你已经做好了财务数字的计算，了解了顾

Tim Heinze重申：“人们过多在强调咖啡在产地

客的喜好，掌握了每一款样品的特性，现在我给

的可持续发展，但如果我们自身的财务工作做得

出的建议是去参加生豆拍卖会。在拍卖会中，

不细、不精准，我们又怎能作出正确的决定，怎

你通常能够获得更多的优惠，找到更多稀有品

能保证我们自己的咖啡企业可持续发展？”

种，同时还能更好地把握市场动向。但Alfonso

企业经营最重要的条件是了解“我们为什么

Tupaz曾在他刊登在The Daily Grind上的文章中提

存在？”同时要理清决策的脉络，因此在考虑咖啡

醒大家：“在参加拍卖会时，要尽量避免竞价拍

工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之前，请先问自己几个问题：

卖。”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开始和其他人竞价，

★我们的公司为什么存在？我们能让地球变

那么生豆的价格就会快速飙升，Tupaz补充道：

得更好吗？

“如果一定要竞价，你必须要提前制定好自己的

★我们的品牌为什么值得顾客信任？

心理价格底线。”

★我们是否理解和支持生豆贸易行为？

另一个在订购咖啡前要问的问题是：“我是

★我们是否要建立直接贸易模式，还是应

了你能够获取的利润空间，因此如果你还不知道

否能合并多个订单？”货运成本在生豆采购成本

该与专业的、与种植者或种植者联盟保持密切

如何满足顾客的需求，请先花些时间去了解他们

中的占比很大，尤其是从国内陆运要比从产地直

合作关系、能够提供可追溯产地信息的生豆贸

的喜好。

接海运的价格高出许多！其实你可以从很多层面

易商合作？

而且，不要因为坚持“精品”而放弃深度

在卡车零担货运（LTL）价格中拓展获利空间，

烘焙，April创始人Patrick Rolf就曾说过：“如果

其中距离和重量是主要因素，如果你同时增加订

生豆本身的品质够好，进行深度烘焙也是很好的

单数量和货运距离，那么平均每单的货运价格就

选择。”作为烘焙师，我们必须要通过反复的

会降低，知道为什么要学会计算利润了吧！

烘焙和杯测，去了解咖啡的潜质在哪里。Rolf 补

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合并订单呢？

★做好利润测算的基础上，我们是否能计算
出产品可持续发展力的成本和回报？
★我们知道顾客是如何理解企业社会责任
（CSR）的吗？
★我们的产品如何才能更好地适应市场，帮
助我们精准配对？

充道：“我认为对于生豆的选择和对烘焙过程细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提前运输的批次和正在运

节的把控同等重要。”在他所撰写的文章中，他

输的批次，许多垂直架构的生豆公司都是从产地直

★我们在生豆采购、采样、订购等环节中是

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当前大众关于“精品=轻度烘

接出口生豆的，并会通知你预计的发货时间，询问

否存在瓶颈？提升可持续发展力和合作关系是否

焙”的理解误区。从个人角度来讲，我宁愿喝一

他们是否能先拿到一些提前运输的样品，这能帮助

能帮助我们突破瓶颈？

杯优质的深度烘焙咖啡，也不会喝烘焙品质低

你拿到一手的新鲜生豆，而且是以优惠价格拿到，

最后，我想鼓励大家去和公司的领导层保持

劣、口味酸涩的轻度烘焙咖啡。

为什么呢？因为生豆公司会尽量避免仓储，仓储会

经常性的会面，甚至可以邀请个别的关键客户加

原则三：重视样品检测

带来额外成本，如果你已经确定这批货是你的，那

入其中，与他们一起，结合公司的品牌形象和未

如果你才刚开始接触咖啡烘焙或生豆采购，

么他们就能完全节省掉这部分开支。

来发展，制定生豆采购策略。精准谋划的采购策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列！现实生活中，每一名真

此外，询问是否能提前订货，以及订多少货

略应当能够增加公司的利润率，能够帮助公司在

正的烘焙和生豆采购大师，都是通过智慧的积累

能拿到更多折扣。提前订货的确存在风险，但同

未来的长期稳定发展。如果做到了，每个人都将

和不断的主动尝试炼成的。来自Sweet Maria的

时也能给你带来诸多好处，你可以保证库存的稳

是赢家，因为你今天做出的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

Tom是一位知名的美国生豆采购专家，他的建议

定，而且大批量进货取得的优惠甚至能够覆盖掉

的采购决定，将会令所有人在明天获益。

是：“最好先与能够为你提供尽可能多产地、采

运输成本。来自Direct Origin的Karl Wienhol曾说

用不同方式处理生豆的供应商，这样你才能知道

过：“这就好像是免费买头奶牛，获得的牛奶价

本文撰写参看下列文章：

自己更喜欢什么。”作为烘焙师，对于生豆样品

格是同样的，甚至更便宜。”

★对云南咖啡交易中心创始人Tim Heinze的专访

的检测能够帮助我们提升烘焙技巧，同时还能帮
助我们更好地掌握顾客的喜好。

提前预订一整个产季的生豆还能帮助种植者
保持下一产季的产量稳定，再加上折扣和合并订

要学会问自己“我能做好这款咖啡的市场营

单所节约的成本，能够大幅降低生豆采购开支，

销吗？”，“它是否应当成为一款单品咖啡？还

提高库存的稳定性，还能增进你与种植者之间的

是更适合做拼配？”，“这款咖啡的口味是否很

合作关系，同时帮助他们争取更多获利空间。

容易被其它咖啡掩盖？”……
在充分了解生豆的特性之后，请回到文章给

原则五：一定要可持续！
我将最重要的一点放在最后再说。决定加入

★Alfonso Tupaz《Green Coﬀee Buying: 5 Tips for
Bidding in Online Auctions》
★Patrik Rolf《How to choose green coffee for
espresso》
★Tom 《Green Coﬀee FAQ》
★Karl Wienhold《5 strategies for optimized green
coﬀee bu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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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精品咖啡新计划

Caparao Project
文_Tercio Borba
3Brothers Coffee 合伙人

3

Brothers Coﬀee与Caparao Project的合作再
一次证明，对个人和社会的投资与帮助的
确能够影响不止一个人的生存条件。

当Tercio和Thiago Borba二人在4年前第一次到

访巴西Caparao地区时，他们发现这里的种植园因
缺少必要的帮助，很难维持咖啡品质的稳定。
“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找到更好的方式，帮助
这些种植者接触和了解更多知识，帮助他们的家
庭和整个地区做得更好。”来自巴西精品咖啡进
口商3Brothers Coﬀee的Tercio说道。
Caparao地区被巴西海拔最高的三座山峰环
绕，当地多以小型种植园为主，种植海拔可达
1,550米。这里的种植园管理和咖啡采摘模式仍
较为粗放，没有使用任何机械化设备，虽然知道
高品质的咖啡的潜质和潜在的高回报，Tercio表
示精品咖啡对这里的人来讲仍是一个新概念。
为了推广精品咖啡理念，在过去4年时
间里，3Brothers和当地许多合作伙伴一起，
创建了“Relationship Coffee”，致力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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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rao地区的种植者提升生产水平，提供必要

地区的咖啡生产现状，让一切变得更好。”

与工具。

培训，鼓励他们共同参与到改变巴西精品咖啡

3Brothers还承诺为种植者提供一系列额外

目前，3Brothers已经与Caparao Junior一起

工业的行列中来。用Tercio的话来讲，“我们一

服务，通过这些努力，希望增进与种植者之间

成功帮助了超过26名种植者，且这一数字正在

直在为之努力”。

的联系，并有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全年的培训

与日俱增。

为 达 成 这 一 目 标 ， 3 B r o t h e r s 与 Fe d e r a l

课程当中。

“我们相信这些服务能够提升种植者和

Institute of Espírito Santo（IFES）咖啡农业学下属

“以前从未有过任何旨在帮助培养新晋种植

非盈利机构Caparao Junior展开了合作。该机构

者公众或私人培训，3Brothers已经成为了该计划

由咖啡专家组成的董事会监管，其中包括许多在

在当地的培育者和监管者，如果没有这项计划，

3Brother正在开始巴西其他地区分享他们

校学生和毕业生，其职责是免费为当地种植者提

这里家族式的种植园经营模式和可持续发展力将

的成就与知识，和来自其他地区的种植者展

供各类支持与服务。

会遇到巨大挑战。”

开合作。

他们家庭的生存条件，并带来一系列其他积
极影响。”

在Caparao计划的帮助下，种植者可以学习

Tercio表示，Caparao计划已经取得了巨大成

在公司层面，我们保证公司采购的咖啡均为

到作物管理及监控、最佳采摘和后采摘工艺，并

功，其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高品质咖啡的产量

最高品质，均为具有非凡潜力的微批量或超微批

将农业学实验结果和数据应用到实际种植当中，

正在不断提升，种植者和家人们也正在从中获取

量咖啡，我们还同时打造了“产地信息库”，确

以找出种植过程中可以进一步提升的方面。咨询

更多利益。

保当地种植者能够从销售85+咖啡的过程中获取

服务还包括商业企划、商业机遇分析、环境影响

“Caparao计划在巴西境内首屈一指，我们

更多利益，从而令他们能够实现对咖啡生产的再

评估、研究和实验、融资计划、数据采集、病虫

正在帮助打造更好、更强大、更懂得尊重自然环

投资，在不依靠金融市场的情况下，进一步取得

害管理和经济可行性项目等。

境的高品质咖啡供应商群体。”

提升和进步。

Tercio说：“我们希望参与到这项计划当

该项计划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要感谢

中，因此我们选择以投资的方式与Caparao

Thiago、Tercio和合作伙伴们那颗迫切想要帮助

欲了解关于3Brothers的更多信息，请登录公司官

Junior展开合作，以帮助提升该项计划的可持续

巴西精品咖啡工业成长的心，以及对当地人潜

网：www.3brotherscoffee.com.au，或关注社交

性，我们相信投资与培训能够大幅改变Caparao

力的信念、对人的尊重，和给予当地人的知识

媒体账号：@3brothersko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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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 on Your Coffee Menu
咖啡厅菜单上的咖啡都怎么做

？

文_Cafe Culture International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咖啡种类，无论是Flat White、美式咖啡还是更加奢华的摩

PICCOLO拿铁

卡咖啡，但如果你在咖啡厅点的咖啡做法和你想象中的不一样，你会不会有些抓狂？
的确，在过去每家咖啡馆对每一种咖啡都有自己的独家秘方，但这种做法早就已
经过时了！
如果你不知道该如何制作每一种咖啡，那么请认真阅读这篇文章的内容。
要注意的是，虽然现如今各种咖啡的制作方法和配方趋于标准化，但我们仍需要
根据咖啡本身的特质来有针对性地制定冲泡配方。
本文介绍的是行业的平均标准，仅供参考。

意式浓缩咖啡 / ESPRESSO

这是最常见的咖啡种类，双倍意式

双倍意式浓缩搭配热牛奶，最后加入10mm

浓缩的总量应为40ml （1.5oz），咖

的奶沫，杯子的容量应为90ml，做好的咖

啡表面要覆盖有蜂蜜般棕色的咖啡

啡要能够在两分钟内保持温度。

油脂。也被称为“Short Black”。

卡布奇诺 / CAPPUCCINO

双倍意式浓缩搭配三分之二的打发牛奶，
装在特制的卡布奇诺咖啡杯中，咖啡的油
脂应环绕奶沫，做好之后要在奶沫上撒少
许巧克力或肉桂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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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T WHITE

双倍意式浓缩搭配三分之二的热牛奶，最
后加入5mm 打发细腻的奶沫，咖啡的油脂
应环绕奶沫，这款咖啡在澳洲非常常见。

玛奇朵 / MACCHIATO
双倍意式浓缩搭配少许热或冷牛奶，最后
在中央加入一勺奶沫，咖啡的量可多可少
（30或60ml），玛奇朵在意大利语中是
“印记、烙印”的意思。

美式咖啡 / LONG BLACK

摩卡/ MOCHA
在卡布奇诺咖啡杯中加入三分之二的热
水，再倒入40ml双倍意式浓缩咖啡。制
作美式咖啡的意式浓缩咖啡不能过度萃
取，否则咖啡会很苦，美式咖啡也被称为
“Long Black”或“Lungo”。

双倍意式浓缩搭配1茶匙巧克力酱，加入打
发热牛奶，最后撒上巧克力粉，可装在陶
瓷杯或玻璃杯中。

拿铁 / LATTE
意式超浓咖啡 / RISTRETTO

双倍意式浓缩咖啡搭配热牛奶，最后加入
量很少的双倍意式浓缩咖啡，大约20ml，

10mm 奶沫，装在玻璃杯里，做好的咖啡

制作方法：滤碗中的粉饼要压的很紧，用

要能够在两分钟内保持温度。

20-25秒时间萃取20ml 咖啡，味道浓重，
口味甘甜，这是经典的意式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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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st Cafe Modern Style Brewing
“摩登”咖啡馆的新一代咖啡
文_Jet Zhu
悉尼， The Reformatory Caffeine Lab 首席咖啡师

每

当人们提到咖啡馆，在大家脑中呈现

步骤中，咖啡师是否能够正确地操作，都会影响最

的一定是一幅充满意式浓缩香味的、

终的产品。咖啡馆为了保证出品咖啡饮品的高质量

充斥着蒸汽的、以及打发绵密奶泡

和稳定性，对咖啡师的要求可谓非常严苛。而对于

“滋滋”声的立体画面。随着咖啡业界的流行与

咖啡师的培训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就的，特别在

进一步发展，当今的咖啡馆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当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大部分的咖啡馆都会有缺

了，不论是店面的设计、品种丰富的饮品单、亲

少有经验的高级咖啡师。好在我们生活在一个高科

切的咖啡师，还是各式各样先进的咖啡设备，都

技的时代，许多新的辅助工具的出现，为咖啡店带

让进门的顾客有着不同的感受。

来很大的帮助，这些咖啡师工具的出现，不仅保证

那么，这些走在时代前端的“摩登”咖啡馆

了产品的质量，提高了出品的效率，同时也有助于

具体都是如何经营的呢？让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

咖啡出品品质的稳定。

进行一次大拆解。

下面是一些一线“摩登”咖啡馆
中较为常用的辅助工具：

逐渐高效化的意式浓缩
随着1901年时第一杯意式浓缩咖啡
（Espresso）的诞生，意式咖啡机开始进入人们
的视线。乘着20世纪科技发展的热潮，意式咖啡
机的研发有了长足的进步，不论在功能、操作性
上，还是出品的咖啡馥郁香气和口感上，都逐渐
成为了咖啡馆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咖啡馆中，出品一杯高质量的意式浓缩或
其相关的牛奶饮品，咖啡师的个人技术是最为关键
的环节。在研磨、装填咖啡粉、布粉、压粉、上手
把萃取、观察颜色、结束萃取、打发牛奶等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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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压粉器：保证压粉力度一致且均匀

★ 咖啡粉布粉器：保证咖啡装填后，分布均匀

★带有计时功能电子称：保证每次的萃取率一致，
装填咖啡粉重量、出品浓缩的重量和所用时间

★TDS 测试仪：随机抽样，保证出品质量

复杂而又精细化的饮品单

其次，就是坚持尽量由制作饮品的咖啡师，

除了标准量化意式浓缩的制作，“摩登”

亲自递送饮品给顾客，这样便可以由咖啡师本

咖啡馆也增加了精品咖啡的选择，走进这些咖啡

人，面对客人对此咖啡饮品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馆，你会发现饮品单上项目越来越多，也越来越

由于咖啡师本身对出品的咖啡有很深的理解，无

“复杂”。

论是对于普通客人还是要求较高的客人都能应付

仔细观察这些精细化的饮品单，除了牛奶咖

自如。这无疑对咖啡师有了更高的要求，传统咖

啡，更多的是来自于精品咖啡的具体信息介绍，

啡馆内，咖啡师只须专注于制作咖啡，出品的咖

比如产地、农场、咖啡品种、处理方法等。每款

啡饮品基本上都有其他服务员递送，客人和咖啡

精品咖啡都好像拥有了一张属于自身的名片，将

师的交流基本为零。其实，对于精品咖啡，客人

咖啡原产地的故事等相关知识更直观地传递给顾

需要一名引导者来学习怎么品尝，而咖啡师正是

客。通常这些精品咖啡的烘培度都较浅，这些信

这样一名合格的导师，可以应对客人关于咖啡的

★自动灌装牛奶系统：降低浪费，牛奶随取随

息能够帮助顾客更好地品尝到来自世界不同庄园

各种疑问。更何况每一款精品咖啡本身附着了很

用，保证新鲜度

的单品咖啡，进一步理解各种不同咖啡品种的风

强的故事性，比如名称的由来，各种特殊的处理

味特色。

方法等，这些信息通过咖啡师专业的描述之后，

设备丰富化的手冲吧台

会更为生动和具有信服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

基于精品咖啡的流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

象。无形之中增加咖啡的感官价值，也能够让人

着重于如何品尝咖啡本身的风味。手冲咖啡类似

们从另一个侧面更深层次的了解咖啡，而非只是

于茶的口感，明亮的清晰度，使咖啡品尝更显层

“ 喝了一杯咖啡”而已。

次性，逐渐成为品鉴精品咖啡的主流方式。因

所以现代咖啡馆的咖啡师，不仅要会正确地

此，各种咖啡冲煮器具，比如Espro（双金属滤

制作咖啡饮品，充分理解店内的每一种产品，同

网法压壶）、爱乐压、虹吸壶、聪明杯、Steam

时还要具备善于沟通交流的能力，制作咖啡犹如

Punk、Hario V60等逐渐出现在咖啡馆的吧台之

一场产品展示，在和顾客谈话的同时，给人更强

上，这些不同的咖啡冲泡设备也成为咖啡馆中一

的带入感，改变传统的单向服务模式。

道新的风景线。
正是这些不同设计理念的冲煮设备，让顾客

★自动奶泡机：进阶版ÜBERMILK

下面推荐一种现代咖啡馆经典的基本咖啡产
品配置。

体验到了不同冲煮方式对咖啡风味带来的影响。

★ 一款意式主打拼配，主要用来制作牛奶咖啡

另外，对于大部分的消费者来说，手冲咖啡入门

★ 一至两款意式单品，主要用于推广精品咖啡

简单，容易学习，接受度较高，能够很好地推动

★ 一款批量冲煮拼配或单品，作为冲泡咖啡推

精品咖啡的传播和推广。

广的主力

考虑到单份手冲的时间消耗，越来越多的咖
啡馆开始采用更为有效率的机器冲泡方式，下面
是一些常见的高科技咖啡冲泡设备

★ N款单品手冲咖啡，采用适合其风味的冲泡方
式，作为独立产品展示时的推广主力
以上便是本人对现代咖啡馆的一些浅见和总

★ Marco SP9 Coﬀee Brewer

结，希望可以给国内的同行带来一些启发，为中

★ Moccamaster

国的咖啡市场贡献我的微薄之力。

★ Wilfa precision coﬀee maker
★ FETCO Brewer

服务人性化的咖啡师
在咖啡行业不断进步的同时，传统意义上的
咖啡师角色定位也随之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笔者工作的位于悉尼市中心的繁忙咖啡店 The Reformatory Caffeine Lab在其店面设计上的
通过以上这些辅助设备，由咖啡馆内的首席

一大特色，就是没有座椅，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

咖啡师调节设定，然后其他咖啡师按照设置的参

让咖啡师和客人处于同一高度，大家都是站着，

数来出品咖啡，保证每次出品饮品之间差异最小

而非传统咖啡馆，自上而下的服务方式（传统咖

化。对于初级咖啡师的培训也会相对较为容易，

啡馆客人一般都是入座后接受服务）。这样的设

即使新手操作，制作的咖啡饮品也不会出现太大

计理念，是希望能都消除咖啡师和顾客之间的交

的口味区别。

流屏障，更有利于双方展开进一步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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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ions
about

Making Filter Coffee
关于滴滤咖啡制作的建议
文_Chanho Hong
韩国咖啡师大赛冠军

滴

滤咖啡如今风靡整个精品咖啡业，

类。这一新的流行趋势促使着更多的咖啡师开

虽然滴滤咖啡看起来像是亚洲的茶

始追求精品咖啡更加独特、精致的口味特征，

了解咖啡本身

道，是一门精美、慢节奏的艺术，

促进着咖啡师和消费者之间加强沟通交流，可

为了提升咖啡品质，首先我们必须了解

但实则不然，滴滤咖啡的本质更像是一门科

以说，在手冲咖啡的帮助下，精品咖啡工业得

咖啡本身。咖啡的产地、豆种、种植和加工方

学，我们不仅要学会怎样品尝，更好理解其背

到了长足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大众消费者开始

式、烘焙方法和烘焙后的静置时间都非常重

后的原理，以及如何通过控制变量来提升咖啡

认识和理解精品咖啡，开始懂得分辨产地和咖

要。总的来讲，产地、豆种和加工方式会对咖

的品质。

啡的品质。

啡的口味产生巨大影响，例如产地的微气候会

6、7年前，在澳洲很少有咖啡厅提供手

变量众多，但概括起来重要的有三个方面：

制作滴滤咖啡的关键因素

影响咖啡的口味特征，瑰夏、帕卡马拉、苏丹

冲咖啡或是批量冲泡咖啡，而如今，手冲和批

随着咖啡品质愈发重要，咖啡师们必须了解

鲁美等都各自带有独特的风味，不同的加工方

量冲泡咖啡已经成为了澳洲最为火爆的咖啡种

滴滤咖啡制作的关键因素，虽然影响咖啡品质的

式也会形成咖啡不同的风味和口感。这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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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帮助我们找到正确的冲泡方式，找出哪些

口感就越厚重，酸度就越低；咖啡粉越粗，

才是我们应该带出的口味，以及应该如何品尝

口感就越单薄，酸度就越高。

我们的咖啡。

如果还觉得味道不够好，那么可以尝试

冲泡技术

调整水的矿物质含量、水温、冲泡方法等来

滴滤咖啡的冲泡方法有很多，其中以手

进一步提升咖啡的品质。

冲咖啡最为流行，因为这种方法相对简单、便

如今关于如何冲泡好的滴滤咖啡已经

捷，但如果没有掌握一些基础技巧，手冲咖啡

不再是什么秘密，你可以在网上搜索到各种

也是很难做好的，咖啡师必须精准把握研磨参

不同的方法、技术、理论和知识，要保持开

数、分批倒水的时间、水温、冲泡总时长、冲

放的心态，去多学习别人的经验，不要害怕

泡参数等。

去尝试，因为尝试的越多，发现的就越多，

设备和水

你的冲泡水平就会不断提升，知识会不断积

同时，我们也要了解所使用的设备，它可

累，去享受冲泡的过程吧！

以是Hario V60、Kalita Wave、爱乐压、Chemex
等等，每种设备都有着各自独特的设计，对于
水流、水粉接触时间和研磨参数有着不同的要
求，所制作出来的咖啡口味也各具特色。
水占咖啡的98.5%，因此水的品质对咖啡
的口味也极为重要。我们不仅要知道水的可溶
物质（TDS）总量，同时也要知道水中含有哪
些物质？例如，不同的矿物质含量（例如镁、
钙和碳酸氢盐等）会带出咖啡的不同味道和口
感。此外，水温还决定了咖啡的有机酸含量，
这同样会影响咖啡的口味特征。

制作滴滤咖啡的正确方法
想要做出好咖啡，我认为首先最重要的是
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冲泡方法。这非常重要，
因为只有使用最适合自己的冲泡方法，你才能
准确把握咖啡的品质，同时稳定的冲泡方法是
品鉴和评价咖啡的基础和前提，只有找到属于
自己的冲泡方法，你才能真正做到冲泡配方的
可重复，确保咖啡品质的稳定。
其次，要学会品鉴和评价咖啡。如果你是
一名有经验的咖啡师，你可以自己品鉴自己制
作的咖啡，但最好还是找其他人，而且最好是
更加专业的人来帮你品鉴，并为你提出建议，
这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冲泡水平。

如何调整参数变量
我认为最重要的变量是“冲泡比例”，这
就好比是在炖鸡汤，增加鸡肉的量或减少水量
都会让鸡汤的味道变得更浓。为了得到理想的
味道，你不可能花10个小时煮一点点的鸡肉，
这样做效率很低，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调整原材
料和水的比例。咖啡也是如此，如果咖啡多
了，咖啡的味道就更浓，少了则更淡，调整冲
泡比例的目的就是找到最理想的味道。
之后，你可以通过调整参数来改善咖啡的
品质、酸味和口味，通常咖啡粉越细，咖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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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ffee Storage
关于咖啡储存的建议
文_Andy Freeman
Coffee Snobs 所有者、首席烘焙师

年前，《Cafe Culture》英文版杂志刊

用，从而在打开之前保持咖啡新鲜，当然，包

瞬间吸收空气中的水分，进而导致咖啡的物质

登了一篇由Andy Freeman撰写的有关

装的内部材质必须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大部分

浓度遭到稀释。咖啡非常容易吸潮，可在短时

“咖啡能不能放入冰箱”的文章。

咖啡企业均采用3层材质的包装来保护咖啡豆，

间内吸收大量水分。最近还有人试过将咖啡放

三

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给出的答案都不

最外和最里层通常为低密度的聚乙烯（LDPE）

入专用的红酒冰箱里，红酒的储藏温度通常为

同，有人会说“当然可以”，有人则说“绝对

或聚丙烯（PP），中间则为金属箔，用来隔绝

12-20度，如果将咖啡放在20度的冰箱里，这和

不行”，事实上，人们储存咖啡的方式通常是

空气。也有些使用了可降解的玉米淀粉材质，

将它放在室温环境下并无两样，这种方法估计

道听途说，很少有人对此做过认真研究。

功效一样。通常在包装时，包装内仍会有一小

只适用于高温高湿的地区，但成本很高，空间

部分空气，咖啡豆只会在很短的时间内稍微氧

有限。

今天，我将为大家详细分析储存咖啡的正
确方法。

化，一些烘焙商为了避免这一现象，选择使用

关于是否能在豆仓里进行储存

关于空气

氮气填充，虽然短期内看不出太大差别，但

以下只是我的个人推断，没有经过任何科

空气中20%的氧气是咖啡的最大敌人，氧

氮气填充的确有利于长期保存，但从我个人来

学论证：新鲜烘焙的咖啡豆会释放二氧化碳，

气会使咖啡加速变质，且影响超过一切其它因

讲，我宁愿增加购买咖啡的频率，也不愿长期

二氧化碳的密度比空气大。因此，如果你在豆

素。如果你将咖啡储藏在半满、充满空气的

储存咖啡。

仓里倒入一公斤的咖啡豆并盖上盖子，豆仓里

容器中，剩余空气中的氧气仍将继续使咖啡氧

关于技术

的大部分空气会被二氧化碳取代，其效果可能

化，此外，在每次打开盖子时，也会有大量空

咖啡工业始终在以红酒工业为模板。红酒

和氩气或氮气填充类似。我认为这或许比将用

工业的发展历史更长，技术更加成熟，且很多

剩的咖啡豆倒回包装袋里更好，因为能够减少

关于水

创意均可用于咖啡当中。在红酒界有一种产品

与氧气的接触。我自己也做过几次试验，尤

气进入容器，导致恶性循环。

水不仅会溶解咖啡中的精华物质，还会通

叫做Wine Save，它其实是一小罐氩气，可用于

其是当豆仓较满时效果还是不错的，因此放

过其它方式加速咖啡的变质，一定要保证咖啡

挤进已经开过的红酒瓶，之后只需保持红酒瓶

在豆仓的咖啡豆，只要静置不搅动，应该是

储存在干燥的环境中，以确保咖啡的新鲜度。

直立再塞上塞子，便可避免红酒氧化。氩气是

没有问题的，这或许和大多数人的传统观念有

关于光

一种无色无味、密度比空气大的惰性气体，加

所不同。

阳光直晒是必须要避免的，但要注意，

入红酒瓶可有效起到隔绝氧气的作用。这种产

黄金法则：干燥、阴暗、凉爽

非直接照晒的阳光也会加速咖啡的变质，商业

品每罐仅0.35美元，我觉得也可以用于咖啡当

我个人对咖啡储存的建议是：干燥、阴

磨豆机的豆仓设计就是要在避免阳光照晒的同

中，试过的朋友请告诉我效果怎样？

时，让人能够直接观察到咖啡豆的剩余量。

关于包装
好的包装能够起到隔绝阳光和氧气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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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凉爽。食品柜或碗橱就是不错的选择，至

关于冷藏

少对于短期储存来讲。但我仍坚信，最好的方

将咖啡放入冰箱，会让咖啡温度过低，

法是尽可能频繁地购买新鲜烘焙的咖啡，每次

再次打开时使其瞬间与热空气接触，致使咖啡

买的不要太多，并尽快喝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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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sting
Defect
正确理解
烘焙缺陷
文_Danny Andrade
Di Bella 首席咖啡烘焙师

想

要实现完美烘焙，需要烘焙师熟练的

★气味，生豆的味道应当纯净、新鲜，若味

技巧、充足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你

道偏中性或偏酸，说明是旧豆，或生豆的加工过

需要了解咖啡生豆，了解烘焙炉的工

程存在瑕疵；

作原理，以及烘焙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缺陷，才能
真正发挥咖啡的潜质。

★大小，不同产地、豆种生豆的大小各
异，生豆大小越均匀，烘焙的效率就越高，品

了解生豆

质越均匀；

检查生豆品质是烘焙的前置条件，通过分析

精品级生豆的瑕疵等级不得超过5，以下是两种

和了解生豆的细节品质，你可以更好地预测出品

生豆瑕疵的分类方法：

质量，从而制定合适的烘焙计划。
★产地和豆种以及加工方式能够帮助你预测
出品咖啡的口味；
★加工方式，例如日晒、蜜处理、水洗等；

类别 1

瑕疵等级

全黑

1

全酸

1

干燥果实或豆荚

1

霉菌侵蚀

1

★颜色，高品质生豆应当颜色均匀。分析
生豆的颜色和颜色梯度极为重要，例如蓝-绿、
浅蓝-绿、绿、浅绿、黄-绿、淡黄、浅黄和棕色
等，它能够帮助你更好地分析生豆品质，以及生
豆的加工方式；

起始温度、升温速率、成熟时间和时间占比，以
及烘焙总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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瑕疵等级

部分黑化

3

部分酸化

3

羊皮纸

5

漂浮豆

5

未成熟

5

枯萎豆

5

壳

5

碎豆

5

碎壳

5

轻微虫蛀

10

烘焙炉
咖啡烘焙即通过外界加热，令生豆吸热，从
而改变其原有口味的过程，因此了解烘焙炉本身

★水分含量应当在9-12%之间；
★密度对于烘焙极为重要，它决定了烘焙的

类别 2

杂物

1

严重虫蛀

5

的工作原理和特征极为重要，简单归纳起来，我
们需要了解的重点主要有：
★加热方式：直接传导、间接传导、辐射加热

精品级生豆

瑕疵生豆

★炉身材质和容量
★转速
★探针种类和位置

头味，酸味、甜味很淡。
★不成熟
不成熟通常是由于烘焙太快所致，虽然咖啡

★对流设定

外表颜色正常，但内部成熟度不够，通常带有不

★热源种类

平衡的酸味、苦味和蔬菜味，这主要是因为咖啡

★燃气种类

内部糖分的焦糖化不够。

★是否自带后燃器

★正确的烘焙

★烟道设计

正确烘焙的咖啡，其甜味、酸味和苦味应当

（延伸阅读：第10期第18页《烘焙炉的基
本构造原理》）

达到完美平衡，没有明显的烘焙缺陷，或缺陷等
级很低，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烘焙缺陷

烘焙不充分

常见的烘焙缺陷有4种：不充分烘焙、过度
烘焙、烤糊和未成熟
★烘焙不充分
烘焙不充分是指咖啡未完全成熟，其内外
部颜色比正常咖啡颜色更浅，咖啡味道偏酸、生
涩、未成熟。
★过度烘焙
过度烘焙是指由于咖啡在烘焙结束阶段热传
导过量，导致咖啡过度成熟。过度烘焙可分为多
个等级，可以是烘焙程度过深，或是烧焦导致无
法品尝出产地特征。过度烘焙会令咖啡豆表面出

过度烘焙

烤糊

不成熟

正确的烘焙

现油脂，豆体两端或边缘烧糊。过度烘焙的咖啡
通常带有烟熏、尘土味，苦味较重。
★烤糊
烧焦可能是热能不够或烘焙时间过长所致。
咖啡若在“一爆”前烘焙时间过长就会导致烧
焦，这种豆子从外表便可轻易分辨，咖啡通常甜
味很淡，味道像面包或纸，口味平淡。虽然咖啡
外表颜色正常，但内部会因为较长的烘焙时间变
得很干。烤糊的咖啡通常味道单一，带有草或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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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ay in the life of a coffee roaster
咖啡烘焙师的一天
文_Flemming Berndt
德国汉诺威 咖啡烘焙师

无

人不爱每天清晨出门后在咖啡厅闻到的

咖啡生产管理和品质监控，我的父亲是从维也

是我们的咖啡品质。无论我身处何处，我都会坚

那缕新鲜烘焙的咖啡浓香，难怪咖啡会

纳咖啡学院学习的咖啡知识，我也步了他的后

持烘焙的过程和质量始终不变，但不同的是，在

成为继水之后全球第二大流行饮品。

尘，前往维也纳咖啡学院进行了深造。

中国我们遇到了更多不同的天气状况，空气的湿

咖啡之所以能够挑逗你的感官，是因为咖

学院创始人、现任校长Leopold J.

度也更大，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咖啡的储藏和处

啡豆经过了烘焙。咖啡原本是一种浆果的种子，

Edelbauer曾说过：“咖啡在购买时必须是新

理上花费更多精力，但没有什么是一名经验丰富

一颗成熟的咖啡果实通常包含两粒种子，这些种

鲜烘焙的，只可在冲泡之前进行研磨。”他

的烘焙大师无法解决的！

子被包裹在用于储存脂肪和其它营养物质的果肉

所说过的这句话始终贯彻在我烘焙的每粒咖

里，而这些果肉会给咖啡的风味带来巨大影响。

啡当中。

每一粒咖啡都有着它独特的风味，但只有
对每一粒咖啡豆进行系统性的呵护，才能保证

咖啡生豆的密度很高，且个体很小。烘焙的

我们公司的烘焙量从一开始的1公斤一路增

咖啡能够体现本身的香气和口味，这就需要烘

过程会减少咖啡豆的水分含量，让其变得更轻、

长到了如今的每年100吨，一路上所取得的成

焙师不断地尝试，找出最理想的烘焙曲线。制

更脆、更香，烘焙的意义就在于带出每一批咖啡

功要感谢公司上下的辛勤努力、精准操控的烘

定烘焙曲线就像是在茂密的森林中寻找宝藏一

的独有香味，难怪烘焙师会被称为“咖啡豆的矫

焙技术、对咖啡无比的热情、对进步无比的渴

般。制定烘焙曲线是咖啡烘焙最基础的过程之

正师”！

望、与其他企业的紧密合作，当然最重要的，

一，在此过程中，烘焙师需要对每一批咖啡进

本文所描述的内容纯属我的个人经历。我

我们想要感谢那些一开始对咖啡并不感兴趣，

行多次烘焙和品尝，并从中找到正确的方向。

名叫Flemming Berndt，是一位生活在德国汉诺威

但随后在我们的帮助下对咖啡无比热爱的客户

例如埃塞俄比亚咖啡可以用超过10种方法进行

的咖啡烘焙师，我的父亲、哥哥和我一起经营着

和朋友们。

烘焙，从浅到深，烘焙师会根据咖啡的颜色、

一家名叫Hanover Kaffee Manufaktur的咖啡烘焙

日前，公司刚刚决定进入中国市场，我认

香气和口味进行分析比较，而烘焙师本身看重

公司，公司成立于2012年。在公司里，我负责

为虽然我们所处的市场发生了变化，但不变的

的口味特征，无论是水果味、花香味、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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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还是坚果味，都将最终被呈现在消费者面

深度烘焙过高的温度还会产生一些化学物

肥的功效。对于咖啡健康功效的研究成果远不止

前。当然，品尝是主观的，因此我会邀请其他

质，例如可能致癌的丙烯酰胺，因此一定要保证

于此，但至少我们可以确认，咖啡绝对是有益健

同事和我一起进行咖啡的杯测，从不同地角度

烘焙的温度不能超过190度，温度低于这一数值

康的。

进行品鉴，并最终找出口味最佳的一款。

还能减少绿原酸的含量，这种酸性物质可能会刺

咖啡因或许是有些人不喝咖啡的主要原因，

对于曲线的制定，我个人有一个小建议，那

激人的消化系统。烘焙的时间越长，绿原酸的含

但其实每杯咖啡的咖啡因含量仅不到100mg，

就是使用刚刚出炉的咖啡豆。虽然这听起来有些

量就越少；绿原酸含量越少，顾客就不会产生胃

与茶相当，而且咖啡因的含量具体还要看咖啡的

粗鲁、不专业，但这样做能够避免咖啡在出炉之

部不适感，这也正是我的维亚纳烘焙法如此受人

量、冲泡时间和冲泡方法而定。咖啡因能够刺激

后烘焙程度进一步加深，同时避免豆体表面凝结

欢迎的原因之一。

神经系统，提升体能，虽然过量摄入会带来一定

水分，否则会让你前功尽弃。

在市场上你可以找到很多品牌的烘焙炉，其

的副作用，但有谁不想来一杯提神醒脑的神奇饮

我所使用的维亚纳烘焙法和大家印象中的

中最受欢迎的便是Probat。该品牌源自德国，使用

“维亚纳烘焙”不同，后者更看重咖啡豆表面

尽可能少的零部件，材质几乎全部为手工打造铸

最后我要强调一点，咖啡烘焙绝不能马虎，

是否出油。我所使用的方法，咖啡只会进行一

铁，让该品牌烘焙炉的保温性更强，能够使烘焙更

好的烘焙师必须有动力、有热情、敢于尝试不同

次爆裂，绝不会进入“二爆”。若咖啡发生“二

加均匀，非常适合用来烘焙超高品质的咖啡。

的咖啡和烘焙方法。如今，技术的创新使得烘焙

料呢！

爆”，豆体内部的结构会彻底破裂，油脂会溢出

单凭咖啡的口味仍无法吸引你？别忘了咖

师能够进一步提升烘焙水平和技巧，提高咖啡品

到表面，而油脂一旦与空气接触，就会开始氧化

啡还具有诸多健康功效。咖啡拥有超，强的抗氧

质，但最终决定咖啡口味的，还是烘焙师本身。

腐坏，这会导致咖啡味道变质、口味偏苦。溢出

化功效，且富含各类矿物质元素，例如钾、钙和

当然烘焙之后咖啡师成为了主角，但那是后话，

表面的油脂还会对研磨用的磨豆机产生影响，导

锌，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同时还含有维他命 B，

身为烘焙师，我们要时刻谨记，保证咖啡的最高

致机器内部滋生油垢。

有研究显示，咖啡甚至还具有降低血压和促进减

品质，是我们的职责与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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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lusive Interview
Yoshikazu Iwase

独家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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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我尽所有可能想要赢得比赛，我没有在比赛中犯任何错误，
接下来的一年，我很遗憾仅在西雅图世界咖啡师大赛中获得了第七名，赛
后我决定再次参赛以证明自己。能够在比赛中获胜，我感到非常荣幸，同
时也感受到了肩头的重担。在比赛之后我会有短暂的欣喜，但很快我便意
识到，赢得了国家和世界比赛，意味着新征程的开始！
遇到过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作为咖啡师，当然是参加世界咖啡师大赛，但同时我也是一名咖啡馆
经营者，我每天都会遇到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下一步你还会参加 WCE 系列赛事吗？
我在2016年的世界咖啡师大赛中没有留下任何遗憾，目前正准备重回
你从哪里来，都在哪些城市生活过？

比赛的舞台。

我出生在日本爱知县，目前生活在福冈市。

对于其他咖啡师有何建议？

你今年多大？你是如何开启咖啡生涯的？请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对于咖啡永远没有正确答案，咖啡会随时间和文化的变迁而变化，为

今年我37岁，我的咖啡厅REC COFFEE成立于2008年的福冈，一开始我
做的是一家移动式的咖啡车，目前我们在福冈有4家分店，在东京有1家。
我目前是REC COFFEE的董事，2008年，我和Kitazoe一起创办了REC

了尽可能完整地展示精品咖啡的潜力，要坚持不断地问问题，勇于尝试，
挑战自我，不断从错误中成长。
在参加世界咖啡师大赛之前都做了哪些心理准备？

COFFEE。后来我在国内国外参加了大大小小许多咖啡比赛，14和15年，我

是的，赛前一小时我非常紧张，但我拥有一支不可战胜的团队，赛前

曾连续了两年获得了日本咖啡师大赛冠军，后来又代表日本参加了2016年

也做了充足的准备，紧张感也随之消散了。做好心理准备对于参加世界咖

的世界咖啡师大赛并获得了第二名。目前我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公司举办咖

啡师大赛非常重要。

啡师培训、担任比赛评委、教授咖啡课程等，培养新一代的咖啡师。

经常出差吗？

在Rec-Collective和Ninety Plus，你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我在海外有很多工作，但我出差尽量少占用私人时间。

其实我并没有在Ninety Plus工作，从2014年开始，我担任了Ninety Plus

你认为咖啡工业给你带来最大激励的地方何在？

的大使，并代表Ninety Plus Japan在日本国内销售Ninety Plus品牌生豆。
精品咖啡重在练习，你每天都要练习多长时间？
作为咖啡师，我们必须每天都为顾客做出最好喝的咖啡，为此一定要
做好日常的练习，而在参加比赛前，我会每天练习超过10小时。
在参赛多年之后，连续两年赢得日本咖啡师大赛，感受如何？

或许是我14年前第一次接触精品咖啡的经历，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咖
啡的魅力，从那时起，我便深陷咖啡不能自拔。
对于中国的新晋咖啡行业从业者的建议？
中国的咖啡市场潜力巨大，拥有无限可能，要勇于探索，重视顾客的
感受与体验，尽所有可能为他们做出口味最完美的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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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coffee
journey
started right
just after my
university

大学毕业后，我开始了咖啡之旅
文_Lucky Salvador
菲律宾咖啡师大赛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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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7年大学毕业开始，我便开启了我

2010年是我职业生涯的一次重大突破，当

我的意见，经调查，他们发现那批咖啡的烘焙的

的咖啡之旅。刚开始我对咖啡并不感

时我看到了一则有关国家咖啡师大赛的广告，

确存在纰漏，那次的事件给我的上司和同事留下

兴趣，这或许是因为一提到“咖啡”

我二话不说，立即报名参赛，之所以如此渴望参

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二字，我便会想到速溶咖啡，不是太苦，就是太

赛，是因为我相信比赛能够让我学到更多。虽然

一年之后，公司决定和Five Senses Coffee

甜。大学时的生活很艰苦，要想在咖啡馆喝一杯

没有专业导师的帮助，我只能没日没夜地边看视

合作开办一家兼咖啡厅、烘焙工作室和咖啡学校

咖啡，除非三天不吃饭，我人生中在咖啡厅喝到

频边练习比赛流程，但所有的努力最终都有了回

为一体的专业咖啡机构，我又幸运地被选为咖啡

的第一杯咖啡，还得感谢毕业后在咖啡馆找到的

报。当年我经过重重考验，最终获得了全国大赛

总监。在之后的两年时间里，我再次取得了突

那份工作。

的冠军。自此我更加坚信，只要努力，一切皆有

破，成为了新加坡咖啡培训学校的首席培训师。

可能。

为了做好培训工作，我被公司派往澳洲墨尔本的

刚刚毕业，我便开始寻找一份全职工作。一
天，我的一位好朋友问我是否有兴趣作咖啡师。

几个月之后，我非常幸运地获得了去新加坡

澳洲咖啡师培训学校，在那里，我遇到了Andy

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咖啡师”是干什么的，但我

精品咖啡工业工作的机会。我开始在Forty Hands

Easthope。他绝对是我遇到过的最酷的人，他不

还是点头答应了。于是我参加了一场面试，虽然

Coffee作服务员，这家咖啡馆是由一名来自珀斯

仅教会了我如何成为一名好的培训师，更教会了

我并不擅长，之后便很幸运地被录用了！几天之

的澳大利亚人经营的，他名叫Harry Grover，曾

我如何做一名更好的咖啡人。他告诉我，培训不

后，我接到了一通电话，负责人告诉我在开始上

一手创办了Common Man Coﬀee Roasters，也曾

仅仅是教学，你需要用自己的热情和魅力去影响

岗前，我必须去参加咖啡培训。那次培训为我打

与Five Senses Coﬀee合作。第一次品尝他们的咖

每一名学员，去帮助他们找到更好的自己。

开了咖啡世界的大门，我意识到关于咖啡，原来

啡，我的世界彻底被颠覆了，我从未想象过咖啡

有那么多可以钻研和学习的地方，这令我非常着

能如此美味，这也是我第一次品尝精品咖啡。

迷，这也正是我的咖啡之旅的真正起点。

澳洲咖啡文化对我的影响极深，我也非常
乐于与他人分享。在那里我找到了家的感觉，而

没过多久，公司创办了另一个品牌，那是一

且每一次去我都能学习到新的知识，见识到新的

我开始在菲律宾当地的一家咖啡连锁品牌

家名叫Tiong Bahru Bakery的烘焙咖啡厅，我成

技巧，正是因此，我时常参加澳洲的各种咖啡活

Bo's Coﬀee工作（有点类似于星巴克）。头几个

了那里的咖啡总监。由于缺少人手，我几乎一个

动，其中也包括一些咖啡比赛。通过比赛，我能

月的工作真的非常有趣，我爱上了一切有关咖啡

人负责了咖啡厅的全部工作，从早到晚，整整坚

够遇到更多业内专家，和他们一起交流分享，如

的事情。此外，在平时的工作中，我还获得了更

持了三个月之久，每天要做300-700杯咖啡。快

果不是在那里遇到了Cafe Culture大家庭，我就根

多与他人交流沟通的机会，也进一步加深了我的

速、高客流量的咖啡厅令我学习并掌握了很多新

本没有机会去认识那些来自伦敦和中国的朋友。

咖啡的爱，当时我便知道，咖啡或许会成为我毕

的技能，我工作的效率和稳定性更高了，同时咖

最近参加海南福山杯的经历令我眼界大开，我头

生所爱。

啡的品鉴水平也得到了大幅提升，我开始探索咖

一次了解到了中国海南的咖啡文化，并和来自全

在商品咖啡行业练就一身技能之后，我

啡复杂的风味世界，自己对咖啡品质的要求也越

球各地的优秀咖啡师们一起学习和分享，那段经

扪心自问，自己能否做到更好，这种好奇与对

来越高。我希望用专注与热爱为每一名顾客制作

历令我永生难忘。

更多知识的渴望驱使着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

最美味的咖啡，为此我花了大量时间了解咖啡机

咖啡是如此迷人，每一名咖啡人都令我倍感

域：精品咖啡。从那时开始，每天下班之后，

的构造和工作原理，学习影响咖啡口味的各种因

尊重，我热爱咖啡，更热爱每个人，我将为咖啡

我都会花1-2个小时钻研精品咖啡，我甚至加入

素，并做到了融会贯通。正是在那时，我意识到

付出我的一生。

了网络上的一个精品咖啡论坛，从中我真的学

了公司给我配送的一批咖啡存在问题，对此我深

我想对所有咖啡师们说，去跳出你固有的圈

习到了很多。

信不疑，于是我向公司作了汇报，公司也同意了

子，去开启一次冒险，去寻找更多的咖啡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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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the Key in Preparing for a Competition

竞技比赛中的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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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_孙磊
SCA认证培训讲师

?

在

世界篮球体育赛事范围内，美国的

解，第二就是阅读的同时把关键点读懂并且解释

NBA一直是世界最顶尖的专业篮球赛

通透，避免因为字面意思而产生误解，第三就是

赛场是一个让人高度紧张的平台，选手一旦

事，洛杉矶湖人队便是其中之一，数

对于规则进行揣摩和合理应用，所以比赛在规则

上场以后，由于压力带来的影响，可能会出现各

年的历史中拥有着16座总冠军奖杯。作为一支历

的框架内才有了规划、战术和执行。曾经参加过

种意外的状况，这个时候，日常的习惯和针对性

史悠久的联盟强队，自然有着不胜枚举的传奇球

一些行业知名咖啡师的分享活动，听他们分享比

的准备就会发挥极大的作用，最熟练的动作就会

星，Kobe Bryant便是近十几年来湖人队最最重要

赛经验的时候，不得不说世界顶尖咖啡师们对于

成为下意识的本能反应，所以全面的筹备会让选

的球星，也是我最喜欢的球星。

规则中细节的理解，让人佩服不已。

手在意外状况下安全过渡。

完成的部分。

他的名气有多大就不用强调了，重要的是他

不论是什么类型的比赛，比赛的过程是最

从2016年参与雀巢杯LAS咖啡拉花对抗赛开

对媒体说过一句经典的话：“你见过凌晨四点的

错综复杂的设计，尽可能最佳完成自己作品的同

始，再到作为评委参与到比赛中，每一年每一站

洛杉矶吗？”透过这句话，我感受到的并不是这

时，要兼顾着比赛时间，这期间要有言语互动、

都会看到不同的选手，在比赛中所发生的让人啼

位伟大的球员在炫耀自己有多么的努力，而是代

服务意识、饮品呈现、技术操作等多项的考核，

笑皆非的状况，这其中有失误的，有失误时能够

表了一种状态，勤奋刻苦的磨练技能，时刻保持

每个方面都要做到，但是又要尽可能的做到收放

积极挽回局面的，也有就此放弃或者是触犯基本

着自己的竞技状态，对于竞技者，谁也不知道将

自如。咖啡赛事的背景是更好的服务于顾客和消

规则而遗憾出局的人。

会面临何种新的挑战！

费者，所以如何在比赛规则内，更好的协调好各

然后回想到自己，在之前参加拉花比赛、

我叫孙磊，是一名普通的咖啡从业者。

方面的发挥，这是一个难上加难的题目，因此才

咖啡师比赛中争夺最佳名次的时候，都是由

几年前，无意间接触到咖啡……

延伸出了比赛的内容构想和设计，这也正是考验

于自己的准备不充分，忽略了太多细节，所以

三年前，开始正式参加各类咖啡比赛……

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的最佳方式。

最终成绩都会有一些不尽人意。也许是当时有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通过努力也侥幸获得过

当所有想法都得以成型后，就是要通过演

意外情况，也许是有其他原因干扰，也许是懒

一些比赛奖项。幸运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求证了

练来验证想法是否可行，那么这就是准备的最

惰，也许是侥幸……不管是哪种原因都是当时

自己的能力，也同时看到了自己专业方面和综合

后一步：不断的演练、思考和修改，不夸张的

自己心中的理由，这个是自己的软肋和缺点，

方面的不足。

说，太多的细节要逐一梳理，因为这些关键的

如果想要争夺桂冠，就必须要全心全意的投入

细节，就是环环相扣的，在比赛时间内要顺利

进去，准备好一切。

冠冕堂皇的话就不多说了，主要是跟大家聊
聊关于比赛中的一些想法和见解，仅仅代表个人
的想法，如有不同论点者就请多多担待。
从三年前开始，我陆续参加了大大小小十几
场的咖啡赛事，从2017年中开始参加世界咖啡
师大赛中国赛区的比赛。世界咖啡师大赛被誉为
咖啡行业的奥林匹克，是咖啡师竞技的高水平舞
台。不论是哪种类型的比赛，全国赛也好，地区
赛也好，在个别比赛中我遗憾的错失了冠军的位
置，数次都是差之毫厘；，自己在遗憾不已的同
时，也反省了自己的问题所在，一切问题的所在
都归于“准备”是否足够充分的问题上面。
坦言来讲，在比赛中的临场发挥的确也是非
常重要的，但是临场发挥却要依赖于对比赛的精
准练习和积累。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逻辑，
但正是这一点人人都能想到的关键点，却是选手
最容易错失的关键点。
除了站在选手思考的角度，同时我也担任
过一些赛事的评委，特别是两届雀巢杯拉花对抗
赛，透过两个角度来看待比赛和选手的时候，我
会觉得同样作为选手的自己，在对于比赛的某些
方面思考的范围过于狭隘了，才导致对于创意和
展现会不尽人意。
竞赛中首要面临的任务就是对于“规则”
的透彻解读，对于这个竞赛中首当其冲的工作，
我觉得分为几个层次：第一就是正常的阅读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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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北美金豆杯并
列总冠军 - Steve Cuevas，
Black Oak Coﬀee Roasters
的首席烘焙师

Golden Bean Pioneering

the Competition Space
金豆杯咖啡烘焙大赛
引领咖啡竞技前沿
文_Sean Edwards
Cafe Culture International 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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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我预见到人们需要一个机会，

的供应商和烘焙商建立联系而感到自豪。在活动

递给他们。我们会精心制定每一次晚宴的主题，

去展示那些隐藏在咖啡行业背后英雄

期间周六早晨，我们举办了Green Bean Zone 生

以创造轻松、有趣的氛围，今年也不例外，今年

们的风采。咖啡烘焙师是咖啡行业的

豆动感地带，在场的生豆企业获得了面对面与烘

的主题是“中世纪”。

幕后工作者，是他们的努力帮助塑造了各大咖啡

焙师交流、邀请他们品尝产地咖啡的宝贵机会。

最后，我为所有金豆杯的幕后工作者，以及

企业的形象。在当时，很多人认为是咖啡师包揽

该环节对于生豆企业来讲是非常好的销售机

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和比赛规模的迅速扩张感到骄

了“从豆子到杯子”的全部工作，但在我看来，

遇，系统显示活动当场就签署了上百万美元的合

傲。我个人希望每一名烘焙师都能参与其中，挤

咖啡师的工作仅仅展示了咖啡行业的一面，因此

同，与此同时，我们还邀请了行业领先产品和服

出宝贵的时间积累咖啡知识，参与到评委活动当

我想要去展示和嘉奖那些正在为整条咖啡产业链

务供应商展示他们的解决方案，从尖端设备到最

中，如果你已经错过了9月在美国波特兰的北美

付出努力的人们。

新创新性饮品，所有企业都能够从中获益。

赛区比赛，请千万不要再错过11月在澳洲麦考利

我预见到我们有能力推助整个咖啡行业的发

最令我们骄傲的一点还在于活动之后立即举

展，改变咖啡市场的思维模式。通过比赛的形式来

办的颁奖晚宴，令所有烘焙师和供应商共同向获

你不一定非要提交参赛作品，只需要到比赛

展示咖啡烘焙师的风采，加之以“烘焙师评判烘焙

奖者表示祝贺，我们的目标是对25%的参赛者进

现场看一看，成为“Beanies”烘焙师专业人脉

师”的独特评判方式，我们将实现这一目标。在红

行嘉奖，并在活动之后立即将评委的反馈信息传

网络中的一员，也一定能从中获得启发！

港举办的澳大利亚赛区的比赛。

酒行业，类似的目标早在上百年前就已经实现，因
此我认为我们的任务并不是不可能完成的。
1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在为发展壮大金豆
杯而努力，如今它已经成长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咖
啡烘焙比赛之一。我们努力完善活动的每个细
节，听取每一名选手的意见，每一年我们都想将
比赛办得更加公平、更加能够体现商业道德。每
年参加比赛的人数都在以20%的速度快速增长，
因此我们需要改变比赛的模式，以能够在短短4
天内让评委们品尝完上千杯参赛作品。我们还运
用了最新技术和高质量设备，去冲泡每个单项环
节的每一杯咖啡，今年也不例外，我们使用了
Puqpress 以保证每一杯意式浓缩咖啡的零失误
压粉；我们还采用了线上注册系统Award Force，
以跟踪和记录每一杯进入比赛、被端上评委席前
的咖啡。
我们遇到的最大挑战之一，便是让烘焙师们
以评委或参会的方式参与到金豆杯当中。经常听
到评委们抱怨，他们不可能在繁忙中的工作中抽
出那么多的时间，但好消息是，大部分参加过比
赛的评委，第二年仍会回来，因为他们看到了比
赛的价值和我们为举办这场盛宴所付出的努力，
他们知道金豆杯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了解参
与比赛能够帮助咖啡工业做强做大。
在过去10年的比赛中，我们成功的帮助了
上百家咖啡生产企业和服务企业建立起合作关
系。如今我们看到更多的生豆种植者、生豆销售
中介、外国专家、设备制造商、技术服务商齐聚
一堂，在为期四天的比赛中相互交流学习。在评
判环节的休息和午餐时间，行业专家和供应商们
会共同讨论行业内的创新技术和热点话题。我们
为能够举办如此成功的社交活动、从而帮助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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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es 3

Impression of the Nestle Cup

LAS Competition

雀巢杯

LAS赛后感
文_黄 凯
酒店管理讲师
2018年雀巢杯LAS拉花对抗赛全国总冠军

2

017年雀巢杯LAS拉花对抗赛获得全国第

知。当然了，我不断参与比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杯拉花拿铁看起来

二后，David问我：未来你想要多参与评

原因是，我认为自己还不能在赛场上做到哪怕是

让我很想喝”。

委工作，还是继续参加比赛？对于这个

80%的完成度，更不用说能充分展现自我了，所

问题我考虑了很久，起初答应了担任2018年雀

以我依旧活跃在赛场。

有了乌托邦就要想一下面包了，比赛终究
是场残酷的竞争。虽然比赛是制作拉花拿铁，但

巢杯的评委，但最终我还是选择以选手的身份

说到比赛也有点东西想与大家分享，第一就

和日常出品却是不一样的，压力、干扰、陌生的

参加了2018年雀巢杯LAS拉花对抗赛。评委、选

是了解自己参加比赛的原因，如果功利性的，单

设备和原料、实力不足、运气都会左右取得的成

手，人生面临着很多选择，忠于自己的内心，坚

纯为了得到名次而出名去打，到最后很容易跑偏

绩，这些会令我们不能如同日常一样完成作品。

持自己的追求，回报也只是时间的问题，我的内

掉。既然是比赛，争胜是无可厚非或者说是一定

我觉得要赢得比赛，思考很重要。对于我所

心、我的追求就是喜欢拉花，我想做得更好。

的，我相信的是比赛第一，友谊第二，不过争胜

经历的比赛，我总结了一些要点：

这两年我参加了很多的咖啡拉花比赛，也取

是一种方法和态度而不是初衷。那么我的初衷是

得了一些成绩，很多朋友和同事会开玩笑的和我

什么？那就是彰显自我！我想让大家看到我做的

说，“给点机会年轻人”，这让我也有些尴尬。

东西是美丽的、优秀的。出于这种原因，在比赛

其实或许别人不太理解我为什么要参与那么多的

中，我的对手永远是我自己和自己想要的效果，

观察，通过看其他参赛者比赛，能了解到你

赛事，我觉得这是自己的执着，跟很多人一样我

我并不十分在乎对手是谁。比起拿不到比赛的名

不熟悉的机器与物料的状态，简单来说人家都能

也有一个梦想，梦想能在咖啡拉花这个领域站在

次，自己在场上一杯丑陋的拉花咖啡更让自己心

处理好的，你如果做不到就是自己能力的问题；

世界的舞台。我觉得最能锻炼自己的就是不断地

塞。从更宏观的角度看，拉花比赛是推广咖啡与

策略，不同的比赛规则和不同的对手都需要

参加比赛，可能许多人不太认同我的做法，不过

咖啡文化的工具，是很容易能让消费者看懂的咖

这是我的内心确确实实的想法，我也不会在意别

啡比赛，所以在赛场上，咖啡师就是推销员，我

人的看法和自己过去已获得的成绩。

们做的事情就是给消费者看，“看，咖啡也可以

比赛其实就是一个舞台，是咖啡师用拉花

看起来很酷”。因此一开始不要想得太多，先让

拿铁来展示自我的地方。经历了两年多的比赛，

自己能做出完成度高的比赛图案，因为在消费者

现在的我依然可以从赛场中获得不少的灵感和认

眼中，心型也很漂亮，这让我想起一位知名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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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永远准备自己能驾驭的图案，做好了
打不过就是实力问题，那就继续练习；
运气，唯一解决方案就是多参加比赛，概率论；

关注，这样能获得天然优势；
心理，大部分能在PK制的比赛中做到心如
止水人，几乎90%都夺冠了；
态度，随便比赛就获得随便成绩。
希望这些分享能对大家有所帮助，所有的比
赛其实都在比思考，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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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Cafe Industry
Survey Report
2018中国咖啡餐饮从业者
The 5th
第五届

市场调查报告

自

从2014年开始对国内咖啡餐饮行业的经营状况进行市场调
查，今年已经是第5年，调查报告的采集全方位面对咖啡厅
主、经理、咖啡师和其他咖啡餐饮从业人员，调查中我们得

到了广大咖啡餐饮行业同仁们的鼎力支持，今年也有不少茶馆馆主加入
其中，参与人范围在扩大，人数逐年增加。

★ 咖啡厅经营，包括：咖啡厅从业人员、菜单种类、经营时间、
财务、业绩增长等。
希望这些重要的咖啡市场信息不仅能为从业者提供客观专业的分
析建议，更是能为咖啡行业的长期发展提供了解与参考的平台。

调查本身围绕咖啡店的方方面面，从2014年第一次进行市场调查的

本文仅列举报告中部分信息，您可以在本文查询，报告中非品

45个问题，到如今的范围扩大至77个，我们收集到了详尽的中国大陆咖

牌信息内容将在11月中旬 Cafe Culture 官网上线，扫二维码获取更

啡餐饮从业者的第一手讯息和资料，通过与前四年数据做对比，几年的

多信息。

变化趋势将细致反应市场的变化和从业人员的应对方向，这份报告的出
炉，将会是会对行业更全面深入了解的绝佳工具。

大力感谢艾哲咖啡和金米兰为本次市场调查提供奖品赞助，和对
我们培训理念的支持。本期第74页，我们也对本次调查的获奖人员进

此次市场调查的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行公布，希望他们可以在艾哲咖啡和金米兰提供的培训课程中获取更

★ 咖啡豆供应和运营，包括：咖啡豆供应商选择、采购方式、采

多能量。

购频率、供应商服务、店内烘焙、咖啡用量、单一原产地咖啡、咖啡风
味等；
★ 咖啡厅物料和设备供应，包括：咖啡机、磨豆机、牛奶、糖

36

浆、滤水器、纸杯包装和其他设备等；

更多行业品牌信息详情，请联系DAVID（电话：+61 423 200 206
微信：CCMDAVIDP）王迪（电话和微信：139 1067 0918），询问整
份报告付费获取方式和对明年市场调查内容建议。

1

30ml意式浓缩中使用多少克咖啡豆(历年)?

咖啡豆供应和运
不清楚

平均每天咖啡销售量（杯数）
27.5%

25- 50
51-100
7.5%

401以上

0.8%
3.0%

不清楚

8g

历年平均杯数
2018 – 55.6
2017 – 54.6
2016 – 55.8
2015 – 56.6
2014 – 59.4

< 5g

上图仅显示2018年数据，我们回顾自2014年各年该数据，无论是从杯数的
比例和平均杯数上，几乎没有明显变化，平均每店每日咖啡销售杯数都在
55-60杯之间，这说明在从业者积极看好咖啡行业的发展和上升空间的同
时，市场依然没有给我们很强的关于咖啡消费量上升的信号，消费者咖啡
基础知识的传播和饮用习惯的培养依然是行业从业者的主要任务之一。

3.4%

7g
6g

53.6%

31.4%

14.0%
14.9%
15.7%
18.5%
21.4%
10.3%
6.8%
16.7%
21.6%

9g

21.1%

3.0%

8.2%
18.9%

10g

37.0%

201–400

3.2%

> 10g

0 - 24

101- 200

1.8%

10.2%

2018
2016
2014

17.8%

1.5%
2.0%
4.3%

平均值
2018 - 10.9 g

0.4%
0.2%
3.2%

上图显示从2014年起，从业者对单份意式浓缩使用咖啡克数有了大幅度的
提高，从2014年只有18.9%的从业者认为一份意式浓缩中需要10克以上的
咖啡豆，2016年和2018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31.4%和51.6%，这个增长
还是相当明显的。同时对使用多少咖啡豆不清楚的比例从2014年的8.2%下
降到2018年的1.8%。整体来说，可以看得出，从业者对咖啡知识的认知比
例有了显著的提高。（注：在咖啡餐饮行业成熟的国家，从业者在单份意
式浓缩加入更多的咖啡豆，以增强自家的竞争力，争取更多的顾客。）

咖啡品牌所追求的特色风味
  58.1%

香气
水果香味                

                   56.1%

咖啡厅的外带销售占中销售的比例

                  55.3%

明亮的
巧克力口味

               51.0%

没有外带纸杯

甜味

              50.2%

> 50%

焦糖口味

             47.4%

坚果口味

            47.0%

41-50%

柔和芳醇

      41.9%

11.3%
9.9%
14.2%
14.5%

11 - 20%

土壤气息               3.2%

20.8%
20.8%

6 - 10%

刺激的          2.0%

2017

4.2%
5.1%
5.7%
4.8%

31 -40%

               19.0%

葡萄酒味

2018
10.8%
7.0%

21 - 30%

      26.5%

精致

0.5%
1.2%

<5%

不清楚       1.2%

这项调查将帮助你在选择精品咖啡和确定冲煮方式时作为参考。

32.5%
36.0%

超过60%的咖啡店外带销售占总销售比例低于20%；另一方面，部分大型以
外带销售为主营的咖啡店，在今年起明显带动了咖啡的外带销售。

咖啡店里最畅销的咖啡种类，从8-1排序，8为最畅销，1为最不畅销
6.36
5.22

无论是商业咖啡店还是精品咖啡
3.91

3.66

店，排在畅销前三位的依然是奶基
3.12
2.54

咖啡，滴滤咖啡、冷萃和冰滴咖啡
2.53

是国内人们认为饮用精品咖啡的主
0.73

流方式，依然是非常小众的种类，
氮气咖啡在近一两年来承担和很多

Flat White
或拿铁

卡布奇诺

Piccolo
或玛奇雅朵

滴滤类咖啡

摩卡

冷萃
或冰滴

意式浓缩

氮气咖啡

噪点，开始在众多咖啡店的菜单上
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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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单一原产地的咖啡准备单独的磨豆机吗？

咖啡店物料和设备供应
咖啡店使用设备
    96.2%

意式浓咖啡咖啡机

咖啡冲泡设备

           71.1%

蛋糕展示冷柜

      64.0%

POS机

     63.5%

37.0%

烤面包机

36.0%

三明治展示冷柜

意识到，为了能够满足不同咖啡出品的要求，准备两台以上的磨豆机已经
成为必然，这一比例从2017年的64.7%至2018年73.2%。

店内咖啡烘焙机

电饭煲

主的单品咖啡时，一台磨豆机显然就不能够满足要求，越来越多的咖啡厅

      40.8%

食品处理器或搅拌器

2017

在同时提供使用拼配咖啡意式浓缩为基底的奶基类咖啡，和以手冲方式为

                 56.4%

电磁炉或电炉

有
64.7%

2018

58.3%

奶昔机/搅拌机

没有
35.3%
有
73.2%

85.8%

制冰机

炸锅    

没有
26.8%

多久换一次水过滤器或滤芯？

          25.1%

每季度 1 次

52.9%

16.1%

每半年 1 次

17.8%

16.1%

每年 1 次

13.9%

每两年清洗 1 次

1.0%

已经超过 2 年没清洗过

0.5%

从没有清洗过

1.0%

按照咖啡品牌商或烘焙商合约规定次数

10.1%

零售饮料机        5.7%

在为咖啡店前期投入购买设备时，或许需要参考一下别人的咖啡店都有哪
些设备，这里能给你一些初步概念。

你的咖啡店选择牛奶供应商所看重的是？

水在咖啡中占比超过95%，重要性可想而知，大多数咖啡店已经意识到水
对于咖啡出品的重要性，水过滤系统已经是咖啡店的标配，如果你的咖啡

产品口感

    77.9%

产品品质

75.0%

              67.6%

供货稳定

店还没有这样做，现在需要马上考虑这个问题了。

购买包装考虑因素的重要性排序
（1 – 很重要，6 – 很不重要）
4.27
4.07

价格

3.22

     43.4%

3.00
2.61
顾客服务和支持               11.0%

2.45

品牌号召力              8.1%

其他        2.2%
食品安全

品质

可靠性

价格

创新

经济的

牛奶产品品牌众多，在选择上确实是需要多维度考虑，产品品质、口感和

食品包装，无论是包装纸、包装袋还是外带纸杯等，虽然不是咖啡店最重要

供应稳定度是咖啡店采购牛奶的首要考虑因素，价格倒是在其次。

的物料采购内容，但也直接影响的咖啡和食物的品质和顾客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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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店经营
每周营业额

咖啡店各项销售内容的占比
12%

< 2,500元

2018
2014

11%

平均值
2018 – 12,458元
2016 – 12,781元
2014 – 12,715元

4%
6%
8%
4%
2%

咖啡等饮品搭配食物和正餐

        17.1%

咖啡等饮品搭配甜品和小吃

15.9%

这里可以看出，咖啡店生存能力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营内容的单一造成

14%
15%

10,000-20,000元

                 25.4%

2016

15%
16%
14%

7,500-10,000元

          41.6%

其它饮品

14%
15%
13%

5,000-7,500元

20,000-30,000 元

仅仅咖啡

19%
17%
22%

2,500-5,000元

20,000-25,000元

16%

10%

的，平均每日咖啡销量在55-60杯，但依然有平均41.6的咖啡店只卖咖啡，
一个健康的咖啡店业态，咖啡的销售收入不应该超过咖啡店总销售收入的
30%，而食品和饮料是支撑起另外70%的有力经营内容，但是很多咖啡店都
忽略了这个。

7%
17%
13%
16%

30,000 以上

一杯240毫升的拿铁或者卡布奇诺的价格是多少？
53.1%

在《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中文版第5期第42页，我们详细阐述了“一杯
32.7%

咖啡多少钱合适？”对比几年的变动趋势，不得不说，咖啡店的生存状态
虽然有好转（参看本页“咖啡厅生意的年增长率”），但似乎没有得到明
显的提升，依旧超过60%的咖啡店每周营业额在万元以下。原因是多方面
的，但经营内容的单一确实是主要原因之一，参看本页“咖啡店各项销售

7.7%

6.1%

内容的占比”。
1.5%

咖啡店生意的年增长率

不清楚

0.5%

0.0%

低于10元 10 - 15元 15- 20元 20 - 30元 30 - 40元 40 – 50元 高于50元

2014

2016

2018

15.1%

18.6%

17.0%

2014年以来，咖啡店对一杯卡布奇诺的价格的预期没有明显的变化，无论是
比例还是中间价位，2014年的平均价位为23.2元，对比2018年的22.8元。

超过 50%

4.6%

4.5%

3.3%

35% to 50%

0.7%

2.7%

2.8%

25% to 35%

4.0%

3.7%

3.8%

10% to 25%

16.2%

5.2%

3.8%

5% to 10%

26.7%

25.2%

27.8%

0% to 5%

14.3%

21.0%

22.2%

-5% to 0%

4.6%

11.9%

13.7%

-10% to 5%

5.9%

2.7%

3.3%

-25% to 10%

4.6%

2.0%

1.9%

咖啡滴滤

< -25%

3.2%

2.5%

0.5%

虹吸

你的咖啡店里采用哪些咖啡冲煮方式？
没有手冲或滴滤
摩卡壶

8.3%
5.8%

法压壶

14.0%

Chemex

14.5%

0-10% 合计

41.0%

46.2%

50.0%

冷萃

负增长合计

18.4%

19.1%

19.3%

冰滴

29.8%
29.3%
49.6%
51.2%

V60

78.1%

表格中显示从2014年到2018年每两年咖啡店的增长率情况，2018年50%的咖

随着精品咖啡概念的普及，作为精品咖啡主要的饮用方式的手冲和滴滤式

啡店增长率在10%以下，相比2014年和2016年，这一比例是呈增加趋势的，负

咖啡，已经成为咖啡店中的菜单必备项目，仅有8.3%的咖啡店没有手冲或

增长的咖啡店比例逐年也是在缓慢增长的，2018年已经达到19.3%。

滴滤咖啡，而手冲和滴滤咖啡的器具早已不仅仅限于最初的V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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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做一杯咖啡

ith Passion
w
e
e
f
f
o
C
y
lt
of Specia
Making a Cup

细

文_刘耀扬

2017年云南咖啡杯全

国冲煮大赛亚军

算2017年自己的咖啡道路，简单又
忙碌，2017年上半年回到了天津，
全程设计主理了哈工大集团旗下的

一时咖啡；随后在下半年又去了国内专业的咖
啡培训学校做一名咖啡讲师，并在2017年的
11月，以京津冀冠军的身份参加并获得了第三
届云南杯冲煮大赛的全国亚军；到了2018年回
到本土城市天津，在有着二十多家店的连锁高
端法式甜品店法颂做水吧技术督导。在短短的
一年中，咖啡伴随我快速成长，但无论是在学
习还是开店或是做培训当老师再去教学生的时
候，我都怀揣着和大家一样的咖啡情怀，做一
杯好咖啡将精品咖啡推广给大家。
与此同时我也常在思考“什么是一杯好咖
啡？”在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我问大家，什么
是咖啡？如何理解咖啡？我个人认为，咖啡本
身就是分享，是交流，也是一种将咖啡师对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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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咖啡，追求设备、追求水质、追求豆子的
处理与烘焙，又过度脱离了大众文化。但是站
在咖啡爱好者本身要想给自己冲一杯咖啡，或
者我们在处理更多的门店，更多的销售，我们
如何向对待比赛一样对待每一杯咖啡，追求每
一杯水质的TDS甚至物质含量呢？我们是不是
要在所有的店面都售卖价格昂贵的瑰夏以代表
着自己做的是精品咖啡呢？
天津本身咖啡文化的发展并不如北上广深
等城市，身为天津人总是想把精品咖啡文化更
好的在本地城市中蔓延和发展。遇到现在的公
司天津法颂，他是一家在本土做了十多年的以
高端西点、蛋糕为主的连锁性企业，他们追求
将健康、精致、美味的高端产品呈现给客人的
企业文化，这和我想要推广精品咖啡的初衷不
谋而合，同时咖啡文化也需要这种本地高端连
锁企业的支持。
在法颂将目光放到了咖啡产业的时候，
我来到了法颂。来到法颂后，需要满足法颂将
精品咖啡带给大家的商业模式再度引起我的深
时那杯咖啡的理解传达给客人的过程。那么到

外却挑不出太多的毛病。所以对于对外出品面

思，那么，到底什么是精品咖啡？如何给客人

了连锁门店，甚至是偏商业的咖啡连锁，如何

对广大群众的店铺，很多客人还不能很好的找

一杯好咖啡呢？我认为商业模式下的精品咖啡

既满足商业目的，又可以更好的将精品咖啡传

寻与接受咖啡中的风味，我们做的咖啡更需要

就是选用来源可追溯的产地咖啡豆，经过精心

达给客人呢？

的是让大多数人都可以很好的接受，只有在更

拼配，使其相对酸甜苦更加均衡的风味，并且

加平衡没有明显不足的时候，大家才更容易接

努力传播咖啡文化，让更多的客人可以感受到

受。先不让人挑毛病，再努力做得更好。

不同地域之味的咖啡所带来的不同。我们在单

我们常开玩笑的说咖啡是一门玄学，从咖
啡中可以品尝出咖啡师的性格和状态，常常我
们不开心的时候做出的咖啡也不会好喝。

第二件事就是参加了云南杯的决赛。参

品咖啡方面分别选择了三个大洲代表性的豆

在咖啡冲煮的早期，我比较年轻气盛，或

加比赛是我认为可以快速提高自己水平的一种

子，不一定每一支咖啡里面都会有着佛手柑、

者说锋芒毕露，再加上刚接触咖啡被咖啡的风

方式，既然是比赛你就要读懂规则，在赛前我

接骨木和白兰地的香气，但是每一支豆子都可

味深深吸引不能自拔，所以一味追求咖啡的前

认真的对比赛规则进行了分析和解读，云南杯

以让客人明显感受到不同产地咖啡的地域之

端风味，明亮有特点，让会喝咖啡的人一入口

冲煮大赛一直按照国际性比赛标准去做，所以

味：亚洲的甘草、非洲的花果、美洲的谷物。

就深深的震撼并吸引。但是在我和爱好者们以

总决赛时有了三位知名的外籍裁判，并且在评

同时我们也一直强调咖啡师要更好的去

及普通咖啡购买者沟通的时候，我会发现这样

分表中我发现我们通常比较喜欢的酸质和香气

传播咖啡文化，多和客人沟通，最重要的是用

的所谓风味突出的咖啡，并不一定会被大多数

方面，并不属于比分加倍的项目，反而平衡度

心给客人做一杯咖啡。经常会遇到，在同一环

人接受，他们有的会接受不了酸，有的会觉得

和醇厚度的评分会乘以二，并且三杯咖啡都会

境下不同的人冲煮同一款豆子甚至连冲煮手法

太过刺激。同时我自己的冲煮也遇到过瓶颈，

测试浓度以参考三杯一致性。所以这更使我重

都接近，却依然有着不同的风味表现，那区别

就是在追求咖啡风味的同时，并不能很好的避

视了整只咖啡的平衡性，经过了多次选择和测

到底在哪？更多的除了对咖啡的理解还有就是

免咖啡中的一些瑕疵，那么什么是一杯好的咖

试，最后我以一只帕卡马拉咖啡成为了决赛选

用心了，咖啡师用心制作一杯咖啡这才是我们

啡再次引起我深深的思考。

手中唯一一个没有用瑰夏的选手，并且获得了

对待精品咖啡的态度。一杯咖啡生豆占到了

还算不错的成绩。

40%，烘焙和处理占到了30%，设备与水占到

从风味型转变为平衡型的理解是通过了两
件事，第一件是当初在深圳的一家咖啡店，从

经过以上的两件事，使我在咖啡上的理

了20%，咖啡师才占到了10%，但是即使前面

一个咖啡师的角度，遇到好豆子我总爱亲自去

解更追求其酸甜苦的平衡，而不是一味的追求

的90%再完美，咖啡师的不用心也会让完美的

冲一下，找寻其中的风味。当时冲完店里的豆

风味型表现。任何一支咖啡都会有它自己的风

90%大打折扣，就像不一定好咖啡只有瑰夏一

子和店里的出品进行了对比，虽然我冲出来的

味，只有做到风味的平衡才是真的还原了一杯

样，只要我们用心一样能将一杯普通的咖啡展

咖啡风味更佳突出，但是也伴随着尾端一些不

好咖啡的风味。

现出它的最佳价值。

好的表现，而店里冲煮的整体都很平，没有多

而咖啡的现状似乎更加两极化，一种极其

么突出的风味，却异常干净。除了感觉很平以

商业，不追求咖啡品质，另一种极度追求所谓

希望有更多的咖啡人在传播咖啡文化，用
心给客人做一杯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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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Blocks You in Developing Your Professional Career?

你咖啡职业发展中的阻力究竟是什么？
文_乔治 Joe
精品咖啡美学

你

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问题，不知有

个现象嗤之以鼻 - 咖啡店生意好，因为老板以前

多少朋友认真考虑过？

是做什么的，因为有钱，因为朋友多。你信吗？

在咖啡沙龙2018年年刊上，我曾提到一个

为什么有些人事情把做成了，而其他人没有？

我是断然不信的，即使一定要产生因果关系，还

现象“结婚生子的咖啡师”，大家感兴趣也可以

不如理解为那家老板之前的行业经验和社会资源

去翻阅，问题其实很深刻，这个行业充满着假想

帮他在选址和经营管理方面避开了一些弯路。做

的安逸感，很多人在咖啡上遇到的职业瓶颈，往

我们曾严肃的思考过这个问题。

过成熟店面的朋友都知道，所谓的广大的朋友圈

往来自外在压力，在职业前景稍有不明晰的情况

是因为财力吗？为什么反而看到一些不缺钱

子，并不足以支撑一家店的客源，如果七八成的

下，很容易动摇，一位五六年经验的咖啡人转

的公司入场咖啡后，并没有发展得很好，这几年

顾客都是熟人和朋友，那这家店的发展反而是危

行，这是企业的损失，更是行业的损失。

其他行业跨界进入咖啡市场，被大众所知的品牌

险和受限的。还有什么？因为是明星或者网红？

数量微乎其微。那是因为行业经验吗？

因为老板颜值？

咖啡职业发展中的阻力究竟是什么？

或者再简单点说，当大家都在做同一件事
情，为什么有些企业或团队脱颖而出？

还有什么？我经常听很多做门店的朋友对一

我比较喜欢和自己较真，在思考之后，还是
得到了答案：关键核心是动因问题。

上周一位朋友准备从奶茶物料转做咖啡，
我跟我的合作伙伴聊起这件事，我说他肯定能做

每次咖啡展会，总会与行业前辈叙上一叙，

之所以用这么多篇幅引导你的思考，也是

成。很简单，因为他既有相关行业的资源、渠

很多做了十年的公司做到现在依然感觉吃力，东

想纠正一些我们固有的执念。大家都在做同样一

道，又有充足的动因 - 孩子要上学、爱人收入平

升西落的撤场也让很多公司有转型的想法，即使

件事，造成最后结果不同的无非是因为财力、经

平、房贷还要还。

行业专家去开店，也未必经营管理得很好，这也

验、人脉或者网红人气，但细想下来，这些你所

并不缺失败的例子。

羡慕的因素，又都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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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简单粗暴的结论，大家也不妨静下心
来想一想，身边有没有咖啡行业或别的行业的例

子：一位你觉得优秀的人，因为要养孩子、养父

再举一个例子，很多人曾问过我关于现在层

母、甚至兄弟姐妹，出身一般却往往更容易拼出

出不穷咖啡比赛的事情，我一直觉得这是件利好

尝试帮助每一位伙伴找到成长的动因，并引

一片天地。

的事情，站在寻找动因的角度看，比赛的存在也

导他们突破一次次的成长阻力，你的伙伴和你自
己，都会有所不同。

这不是一篇形而上的鸡汤文，我甚至觉得，

帮助一些年轻咖啡师找到了成长的动力，从被动

这篇文字你读懂了，比研究出多么优秀的萃取方

成长到主动成长，外在刺激往往更能激发进步的

案要强得多。

迫切感。

反思咖啡行业出现的问题，这里举一个实

就像段子手嘴边的“那是全村儿人的希

例：很多店面在招聘你去的时候就说“我们开

望”，古往商人里优秀的有为者，却是实实在

这家店就不是为了赚钱”，老板不以盈利为目

在身体力行背负着“全村儿人的希望”，有志

的，你指望可以得到技艺、营销、管理、收入

者把事情做成了，你还要问为什么如此优秀，

等等方面长远的长进吗？所以现在你懂了，反

你说呢？

思目前的现状，你觉得可以在这家公司找到成
长的动因吗？
你没有抵了房子、抵了车去做咖啡，你没有
背负家庭的责任去做咖啡，你没有背负着老板的
压力去做咖啡。

验，我想分享的都在这里了。

看到这里，你有没有找到你做咖啡真正的
动力呢？热爱和营生、成长和责任，是需要反思
的事情，当任何阻力都不足以熄灭内心火焰的时
候，距离做成一件事情也就不远了。
欣慰的是，我们团队临近一周年，这一年来

亦或者你是老板，你团队的伙伴衣食无忧不

也算有点微不足道的成绩，乔安咖啡烘焙工厂、

指望微薄的薪资生活，你的伙伴甚至没有提高自己

培训学院正在服务着200多家客户，每逢各地出

生活质量的欲望；你的伙伴声称爱咖啡却站吧台两

展，总有专程到访的客户朋友。每每听到有人夸

小时就喊腰疼，你觉得团队的向上的动因大吗？

赞我们的发展速度和敬业，团队想要些管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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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 RGET ARTIFICIAL CEREMONY AND

Enjoy Real Coffee
忘掉仪式感，享受咖啡
文_易碧辉 / Ray Yick
广州百诺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高兴又一期《Cafe Culture | 啡言食

★9月6日，腾讯和瑞幸咖啡在深圳腾讯滨

体的生活方式象征，背后的画面就是到达了一定

语》与各位读者邂逅，距离上一期杂

海大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会在营销、门

经济阶级的人群或者是出于商务需求群体才需要

志至今，国内的咖啡浪潮在这短短几

店建设、大数据应用方面进行合作；

很

个月也发生了很多新奇或鼓舞人心的大事件，我
们简单回顾一下：

★9月19日，星巴克中国联手阿里巴巴旗下
的“饿了么”推出了外卖服务；

到咖啡店享用咖啡，但这是N年前的事，现在都
2018年了，随着喜欢咖啡的那一代人以及留洋
回国群体的不断增加，喝咖啡，现在真的不是什

★8月1日，瑞幸咖啡在北京举办发布会，

★10月8日，麦当劳中国宣布旗下麦咖啡

么高贵的事情，只是还有各种各样让人难以理解

宣布进军轻食市场，即日起至年底全国所有门店

品牌首先在上海推出外送服务，用户可以通过

的谬论，让咖啡还不能真实地被消费者面对，而

所有轻食一律五折优惠，并宣布年底前将在全国

美团、饿了么和微信小程序“i麦咖啡外送”

非要用仪式感来加持。

建成门店2,000家；

下单；

★8月1日，连咖啡正式在微信中上线小程

喝一杯咖啡，与喝一杯茶、一杯酒、一杯

★星巴克2018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其在

水，都一样是用于日常饮用、放松、填补尴尬、

序“口袋咖啡馆”，用户可以自行装修和上架商

中国市场的同店销售额下降2%，成为全球表现

商务洽谈、乃至口干舌燥时的日常需求，当然，

品，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家咖啡店；

最差的市场，这是星巴克中国9年来第一次出现

以上的一切都建立在好喝的基础上，希望你遇到

负增长。

的都是好喝的咖啡。

★8月6日，肯德基上线了小程序“肯德基
WOW拼团”；

大事件当然都是财力雄厚的大公司新闻，

舶来品来到我们身边始终带着光环，刚开始

★8月28日，雀巢与星巴克宣布，双方已完

简单概括就是：星巴克没那么酷了，雀巢没那么

是因为大家都不了解它，这个阶段当然要多给大

成71.5亿美元的授权协议，根据协议内容，星巴

速溶感了，瑞幸小蓝杯越玩越猛，连咖啡低调升

家普及知识呀，感谢一众带着使命感的导师们，

克授权雀巢在全球范围内销售其包装产品，包括

华，还有麦咖啡、肯德基紧随各位咖啡大佬的脚

不懈地将从咖啡产国及各大专业机构学到的知识

在超市出售星巴克包装型咖啡（咖啡豆、速溶

步……但这些现象都说明一个事实：咖啡从业者

传递给客户们，渐渐地，我们真的发现身边的客

咖啡等零售业务）和饮料业务，此外，还将有约

猛增，咖啡逐步变成大众饮品。

人也开始改变了，他们渐渐地更聚焦于咖啡本身

500名星巴克员工加入到雀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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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跟高尔夫球一样，曾一度是城市某种群

的味道呈现，也慢慢地接受咖啡本来的味道，拒

不是资本。

绝过度的添加糖分甚至也讲究起咖啡师的冲泡手

对于这种现象，笔者个人认为并不可取，

法、使用的器具等，对于专门售卖咖啡产品的门

对于一杯饮品，我们应该更理性对待，用合理的

反观这种热衷仪式感的现象，反映出我们对

店，这样的趋势是极好的，让一部分人先专业起

制作时间，以及合乎要求的卫生要求进行制作，

于自身掌握咖啡文化的不自信，认为文化理所当

来，以带动更多的人持续消费它。

是所有的大前提，最后保证出品在预设结果内即

然跟仪式感沾边。是的，在专业领域，我们需要

但是，相信也有为数不少的咖啡师感到困

可。“好喝才是最重要的”，相信大家在这两年

逼着自己进步，尽可能了解更多的相关知识，积

惑，在门店采取了统一培训后，每家店都有自身

越来越多地听到这句话。好喝的咖啡，并非通

极参与不同的专业知识课程和行业活动是笔者一

的出品细则要求或做法，但咖啡师们总会遇到形

过大量语言渲染可以改变，而是通过咖啡师不断

直信奉的跃进跳板，知识可以让你更系统地找出

形式式的专业或爱好者客人提出诸如调整手法、

的重复练习及对产品理解的信心转化，客人需要

自己的不足并能迅速填补它，成为形神俱备的实

器具等变量的意见，希望咖啡师遵循客人自身的

知道的，并不是喝咖啡的仪式感，而是咖啡的核

力派专业从业人员。但是，要区分用途，在绝大

要求来冲煮咖啡，这让很多咖啡师无所适从。

心：放松。

多数情况下，专业知识是无需灌输给只想买杯咖
啡放松一下的客人的，除非客人想试着了解，而

诚然，国内的咖啡业发展迅猛，来自不同机

如果有咖啡师认为喝咖啡时失掉仪式感比

构、不同国籍的咖啡导师们在国内数量猛增，带

失去放松的感觉更重要的话，建议调整下心态，

来的是千变万化的教学结果，受影响的从业者当

仪式感会让你慢慢地失去制作咖啡及饮用咖啡的

请您们忘掉仪式感吧！尤其是减少向客人的

然为数庞大。部分咖啡师们也乐此不彼，遇到客

乐趣，因为未来随着市场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

过度灌输，也无需强调你的手法有多么特别，豆

人就传授毕生绝学滔滔不绝，甚至讨论得忘却了

客人可能被神化的仪式感毒害，直接的影响是，

子有多么好，好喝不好喝，客人会感受到的。

服务其他店内客人。但凡客人点单精品冲煮，咖

这类型客人会更直接严厉地指出你欠缺仪式感的

当你真正遇到，需要服务的群体是那一小撮

啡师们可以滔滔不绝地用专业知识给客人授课，

一切行为，恶性循环，到最后苦了的还是前线的

生活随手就是我们眼中的仪式感的那群“上流阶

应该怎么冲，用多少水温、多少粉量水量、什么

咖啡师们。你会发现慢慢地越来越多咖啡师会厌

层”的人士时，再去使用它。

温度喝、什么温度什么风味，信息量巨大让客人

弃无谓的仪式感，反而想回归到初心：把咖啡冲

感觉是有那么一些玄乎够格调。

好，跟客人愉快轻松地聊天，把咖啡当做媒介而

你也刚好有时间不需要关注服务其他客人。

欢迎所有读者与我联系，咖啡让我们更容易
地成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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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造就了咖啡厅的成功？第
一步：做好基础工作

要的问题便是选址。为了确定咖啡厅的最佳地

通过不断的调整和计算，便能找出最佳的出

址，必须准确计算咖啡厅能吸引到多少顾客，

杯量以及毛利率之间的配比。为实现这一目标，

中国人每天都要喝掉成千上万杯咖啡，中国

和每个月店租，以及高额装修费用之间的关

我们必须要时刻严格控制销售成本和产品售价，

咖啡市场已经持续多年保持两位数的快速增长，

系。例如在上海的核心区，淮海路或新天地，

请记住，想要赢得竞争，我们只有“质量”和

增长势头还将有望持续至2020年之后。星巴克

这里的客流量的确很大，但店租费用可以是其

“价格”两条路可以选择，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

已经在上海开办了除美国本土外首家海外烘焙体

他地点的好几倍，因此，在选之前了解店铺本

情况，选择正确的竞争策略。

验店，其分店数量有望在2021年超过5,000家,与

身和周围情况非常重要。

此同时，国内新晋品牌瑞幸咖啡凭借着独特的营

测算客流量

搜集信息确定咖啡厅策略
我们已经实现了尽量降低前提投入，并

销方式，成功成为了行业内的“独角兽”，融资

我在决定选址之前，会用一整周的时间，

学会如何计算咖啡的出杯量和毛利率之间的配

规模已经超过数亿美元，并有望能够有与星巴克

在店铺的对面观察周围情况，从早到晚，为的是

比，现在我们便可以用我们想要的方式为顾客

在中国一较高下，快餐巨头麦当劳和百胜集团也

观察和了解周围环境的氛围，看看都有哪些人平

提供服务。记住，来咖啡厅的人想要的绝不仅

同样在咖啡领域斥下巨资，旨在进一步促进国内

常会路过这里，了解他们的消费习惯，看看附近

仅是一杯咖啡，他们想要的是一种独特的体

咖啡消费。

都有哪些咖啡厅比较受欢迎，计算平时路过店铺

验，如果这份体验能让令他们感到惊讶，他们

很多人认为，当下在中国开咖啡厅是最赚钱

门口的人数。我会根据每天的观察情况绘制客流

便极有可能会成为你的忠实顾客。为此，我们

的买卖，但事实并非如此！Cafe Culture 的年度

图，这将成为我在未来制定每天销售计划、人员

必须首先了解我们的顾客，而我之前提到的在

中国咖啡行业调查报告显示，在超过四千家被调

雇用计划、桌椅摆放数量、设备型号以及供应商

选址之前坐在街对面观察来往人群的这一举动

查的咖啡厅当中，有三分之二的咖啡厅日均出杯

选择的重要依据。

就显得尤为重要。此外，一些关于顾客年龄、

量不及50杯，每年有超过30%的咖啡厅由于无法

虽然我们不可能准确计算出客流量，但至少

性别、收入、教育背景、生活方式等的基本信

覆盖营业成本而无奈停业。为什么在增长如此快

我们能通过预测可能的高值和低值，帮助我们测

息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了解他们。基于以上这

速的咖啡市场，会有如此多的咖啡厅惨遭失败？

算出未来咖啡厅的财务状况。从我的经验来看，

些基本信息，我们才能更好地决定我们的装修

或许开咖啡厅的动因是主要原因之一。有超

即便是一些看似偏远、远离市中心的地点，也能

风格、灯光和印象设计，从而让咖啡师的一举

过一半的国内咖啡厅店主表示，他们开店纯是因

保证咖啡厅可持续的营业收入和利润，因此测算

一动在顾客眼中显得更加诱人。

为兴趣爱好，只有3%的人是为了赚取利润，但

客流量对于未来咖啡厅的正常运转极为重要。

是的，在我看来，经营咖啡厅就好比是上

降低前期投入成本

演一出好戏，只有经过缜密的编排，顾客才能真

冲泡的咖啡，他们想要的是真正专业化的服务，

开业前的装修成本和设备采购成本，对于今

正被带入到戏中，并从中获得极大满足，从而愿

这便是为什么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去连锁咖啡厅门

后咖啡厅的整体销售和盈利能力影响极大，我们

意通过微信等方式进行宣传推广，把他们的朋友

口排队，他们期待的是那里标准化、流程化的服

至少要覆盖这部分成本，才能真正实现赢利。虽

和家人带回到这里。为了做好编排，我们需要剧

务，而非是品质时好时坏的咖啡。

然打造风格很重要，但前期的投入不能太高。有

本，需要导演，需要读得懂剧本的演员。经营

从消费者的角度看，他们想要的绝不是一杯新鲜

虽然热爱咖啡是开咖啡厅的主要动因之一，

些经营者在前期的装修和设备上面花费了至少50

一家咖啡厅需要精密的前期计划和准确的后期执

但这并不能保证咖啡厅的成功，就像产自高山的

万元，他们的咖啡每杯售价28元，如果按75%的

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通过美味的咖啡，为每

纯种瑰夏咖啡无法保证咖啡的高品质一样。只有

毛利率计算（即毛利润21元）来计算，咖啡厅至

一位顾客带来永生难忘的体验。

从种植培育、果实采摘、生豆处理到咖啡烘焙、

少需要在3年内保证每天卖出22杯咖啡，才有可

研磨和冲泡全过程万无一失，才能真正将咖啡的

能收回成本，但如果能将前期的投入削减至30万

关于作者

品质全部体现出来。作为经营者，在了解如何冲

元，那么他每天只需要卖出13杯咖啡。为了降低

Eric Baden是一名在中国生活超过20年的德

泡美味咖啡的同时，我们还必须了解如何才能让

前期投入成本，我们可以考虑租赁面积更小的店

国人。他从一名烘焙师做起，如今已经成为

咖啡厅取得成功。

铺、降低装修费用、选择头组较少的咖啡机、或

Q-Arabica Grader 认证师，并在过去6年成功帮

选择价格较低的品牌。

助咖啡公社成长为一家全产业链咖啡企业，通过

那究竟是什么造就了咖啡厅的成功呢？简单

最佳出杯量以及毛利率之间的配比

从“豆子到杯子”的全过程把控，创造独一无二

追求的所有目标，如果没有利润的保障，全都会

一旦固定成本投入完毕，接下来我们便要开

的咖啡体验。Eric 希望通过咖啡公社，让人们享

化为泡影。我热爱烘焙，热爱站在吧台后边和顾

始计算“出杯量 x 毛利率 = 可覆盖固定成本的收

受生活，同时改变世界。通过与云南小微型种植

客对话，边制作咖啡，但想要实现这一目标，我

入”。通过不断优化调整商品的销售成本，我们

园建立直接贸易关系，帮助他们生产高品质精品

必须知道经营咖啡厅需要付出哪些成本，其中包

可以实现：

咖啡，同时通过向世人展示精品咖啡的魅力，对

一句：利润，没有利润，生意迟早会黄。我们所

括设备折旧、装修改造、定价和出杯量之间的关
系等等。

选址
在开业以前，我们首先需要面对的最重

★ 提高每杯咖啡的毛利率，以更少的出杯
量覆盖成本
★ 降低销售价格，增加出杯量，以更低的
毛利率和更高的销售量来覆盖成本

种植者、从业者、员工和消费者们给予公平与
尊重。联系方式：eric@coffee-commune.com。
微信账号：strongoak 。Instagram：@coffee.
commune。

47

大咖啡厅设计趋势
10

2018 Top 10Design Trend

年
2018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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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_Cafe Culture International

现

在为大家盘点，2018年最流行的10大

体现品牌价值，用热情感染每一名潜在顾客。

咖啡厅室内装修设计趋势，希望能为

极简主义的包装

大家带来灵感与启发！

干净、简单的包装设计是流行的大趋势，能

（注1）

增强现实技术

随着增强现实技术的不断进步，如今顾客可
以通过网络与咖啡厅和产品实现虚拟互动。

颜色鲜活
明亮、鲜活的颜色能够吸引更多潜在顾客的
目光，Pantone（注2）就已经公布了2018年的流行
色：Ultra Violet （紫外光）。

摄影艺术
如今，咖啡厅里摆放的摄影作品艺术感和设
计感越来越强，且色彩强烈、明亮。

够很好地体现出个性和品牌理念。

使用粉彩颜料
粉彩颜料如今大受欢迎，柔和、宁静的色调
更能营造温馨、舒适的氛围。

绿色为主
店内摆放的盆栽、墙壁上悬挂的绿植，等
等。绿色是2018年咖啡厅室内装修的主色调，
不仅能舒缓压力，还有益身心健康。

适合拍照
讲究的家具摆放、突出主题的灯光设计、极

响应式 Logo

简主义的设计风格、零星点缀的绿植、风格独特

响应式Logo是当下数字时代咖啡厅的必备利

的摆件，都能向顾客讲述咖啡厅的品牌故事，也

器，Logo必须能够适用于移动终端、网页和实体

是顾客们拍照、将咖啡厅推送到社交媒体上的必

打印等多种平台渠道。

备条件。

利用社交媒体讲述品牌故事

手绘作品

要学会利用社交媒体讲述你的品牌故事，提

手绘产品包装、手绘室内装饰品……手绘作

升与潜在顾客之间的互动感，要树立品牌的权威，

品更能体现咖啡厅的主题风格和独特性。

注1：增强现实技术，是一种将真实世界信息和虚拟世界信息“无缝”集成的新技术，可以将真实的环境和虚拟的
物体实时地叠加到同一个画面或空间同时存在。
注2：PANTON是一家专门开发和研究色彩而闻名全球的权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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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Experience of
Running a Cafe

开店启示录
文_缪维乐
咖许茶

壹

个介于投资者、从业者、消费者的

品、学习调酒。我们在一起的原因很简单：工作

对于开店投资人，不理性的太多！

第三方，告诉你更多关于咖啡行业

都是我们的爱好！

对于咖啡从业者，不负责任的更多！

的实况！

关于我们，一开始只是想有一个平台，给咖
啡爱好者一个公共空间！
创业多年，咖啡之路不易，对于这个行业，

超哥喜欢拉花，八万喜欢杯测，谷子很爱卫
生，龙哥高冷冲一手好咖啡，老朱专注调酒10多
年了，洪哥又擅长饮料研发，我呢，就磨磨嘴皮
子写点这种软文……

从开始一线吧台工作到管理运营，再到教育、培

对于在开店的朋友，我想说的是：你需要打

训，而后自主经营！八年多，见证了市场分崩离

磨一支具备专业技能的团队，分工明确细致，出

析，品牌的各自为营……

品一丝不苟，店才能长久！

一开始没想太多，因为大家喜欢咖啡，想找
我学习咖啡知识，找我购买咖啡豆，我就把咖啡
馆关掉，成立咖许茶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服务西南市场咖啡馆、餐饮、连锁、烘
焙店、酒店等相关行业！
提供培训、开店指导、售后服务、品牌运营
等行业服务！
主要还是我认为我并不适合去经营一个太细
致的门店，至少30岁以前不合适！
因为经营一家门店需要考虑太多的因素：
咖啡制作、服务、营销、沟通、管理、摄影、卫
生、法务……太多细节！
我懂其中所以然，但我分身乏术，我需要
一个团队！咖许茶成立两年，从两人团队变成7
人团队，几位技师各司其职，培训咖啡、教学饮

关于产品，要变通，推成出新，增加消费者
的消费粘性！
关于人员，要尽可能保证稳定及专业度，保
证出品品质和速度，减少消费者的时间成本！
关于营销，保持区域市场活跃度，要在专业
和商业领域之间作平衡，根据地段位置人群，定
制推广及销售策略。

咖啡到底是餐饮行业，讲究服务、品质！
国人大多还是在自嗨状态！
当下，咖啡馆也成为了大多跨行业投资者首
选项目，因为它有人情味儿，是积攒资源，孵化
项目的好地方！
拿成都来说，三千多家咖啡馆里也只有20%
是正经卖咖啡的！
给开店的你一个建议，看行业巨头风向，看
城市规划分区，成都作为新一线城市，成为了很
多大品牌的重要战略位置，大量流动人口和高新
行业进入也刺激了消费增长，带来新的市场！
品牌是卖的商业模式+稳定出品，独立咖啡
馆卖的是个性文化和空间！
消费者也会在稳定和变化之间被分流！

关于想开店的你：最重要还是搞清楚定位，

咖啡用户一直是流动增长的，如果你有足

选好址.专业的事交给专业人去做，作为老板或

够的资本，可以选择好的模式，建立完善出品体

者投资人，有必要了解相关行业知识，便于管理

制，在资本市场杀出血路！

门店，更有效把控经营成本！
纵观市场，做咖啡的多，做好咖啡的不多，
做好咖啡馆的更不多！
这几年身边开店的朋友关店的也不少！总结
一下：

如果你要做独立咖啡馆，就要耐得住寂寞，
做好每杯咖啡，照顾好每位上帝！
并且不断提升自己专业技能！
珍惜每一笔开店的投资，尊重每一位行业的
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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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Top 10

Australia Cafe Concept
2018澳洲10大咖啡厅概念！

C

afe Culture始终鼓励团队成员游历各

文_Sean Edwards

地，去体验成千上万家咖啡厅的不同特

Cafe Culture International 执行董事

色，我个人就曾到访过其中的很多咖啡

馆，也从中总结出了咖啡厅创意的秘诀所在。
其实咖啡厅的成功并不仅仅在于咖啡厅的主
题和风格，更在乎商业模式及其发展的长远性。
我经常对咖啡厅创业者讲：“你所创造的商业模
式是否具有可复制性？只有很强的可复制性才能
保证咖啡厅的长远发展。”我在到访一家咖啡厅
时会着重观察几个方面：
★咖啡厅的经营者是否理解服务的实质？
★咖啡厅是否能够提供高水平的顾客服务？
★咖啡厅是否能够提供符合流行趋势、具有
创意的独特美食？
★咖啡厅是否拥有巧妙的装修设计，能够让

顾客感到舒适，让顾客们享受其中？
现在让我们一起看看澳洲的十大咖啡厅概念

1

2

众的商业模式，这家咖啡厅或许拥有全世界最为

坐，咖啡厅位于老城的一处旧教堂，拥有着全

庞大的客户流和营业收入，Jack Hanna和Ramzey

墨尔本最聪明的精英团队和咖啡厅咨询师，团队

Choker白手起家，从零做起，一路走来从未停下

的领袖则是Nathan Toleman。咖啡厅还拥有Top

创新的脚步。

Paddock和The Kettle Black两个子品牌。

The Grounds of Alexandria，悉尼
7a/2 Huntley St, Alexandria NSW

悉尼亚历山大区的The Grounds拥有极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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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er Ground，墨尔本

650 Little Bourke St, Melbourne VIC

我每次去墨尔本都喜欢去Higher Ground坐

室和一处咖啡师培训基地。这里的美食永远是最
尖端的，咖啡亦是如此。

7

The Farm，拜伦湾

11 Ewingsdale Rd, Ewingsdale NSW

这家咖啡厅由此前成功创办Three Blue

Ducks的团队经营，咖啡厅位于一处100公顷的
荒地上，这里的独特美食、饮品搭配上当地采购
的新鲜食材和原材料，再加上宽敞的空间，令咖
啡厅可以一次性接待超过上百名顾客，并为顾客
提供种类多样的美食和饮品选择。

8

Patricia，墨尔本

Little Bourke St & Little William St, Melbourne VIC

这家意式浓缩咖啡吧或许是全世界效率最高

的咖啡馆之一，它位于墨尔本 CBD 商圈的一处
街角，面积极小，每天多次品尝高品质咖啡和快
捷服务的人都络绎不绝，在门口排起长龙。

3

5

Makin创立，主店和烘焙工作室位于墨尔本的

区最喜爱的早餐咖啡馆之一。咖啡厅始终能为人

Hawthorn， 咖啡厅为顾客提供非凡的美食和服

们带来惊喜，不时会提供稀有品种的滴滤单品咖

务，以及多种选择、品质初衷的咖啡。

啡，基本来过这里的顾客都会再次光临。

Axil，墨尔本

76 Flinders Ln, Melbourne VIC

Axil是由前澳洲咖啡师大赛冠军David

4

Goldbergs Coﬀee House，纽卡斯尔
137 Darby St, Cooks Hill NSW

在过去30年间，这家位于纽卡斯尔的咖啡

Reuben Hills，悉尼

61 Albion St, Surry Hills NSW

咖啡厅位于悉尼的时尚街区，是我在悉尼地

6

9

Proud Mary，墨尔本

172 Oxford St, Collingwood VIC

Proud Mary由Nolan Hirte创办，是他将墨尔

本的咖啡美食行业带上了一个新的层次，如今咖
啡厅已在美国的波特兰开设了分店，Nolan同时
在店中烘焙着屡获大奖的精美咖啡。

ONA Café，堪培拉

68 Wollongong St, Fyshwick ACT

世界咖啡师大赛冠军Sasa Sectic在澳大利

厅始终坚持为顾客提供品质稳定的精致美食和精

亚的首都堪培拉创办了这家无与伦比的咖啡厅，

品咖啡，咖啡厅拥有的历史底蕴和独特韵味，是

Sasa和他的团队稳步提升着咖啡厅的营业规模，

你在任何新开咖啡馆里都无法体验到的。

如今他们已经拥有了一家咖啡厅、一家烘焙工作

10

Seven Seeds，墨尔本
114 Berkeley St, Carlton VIC

咖啡厅由设计大师Mark Dundon创办，这里

永远客满为患，但这里的创意美食和饮品的确值
得等待，Seven Seeds同时还经营烘焙和咖啡批
发生意，客户遍布全球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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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奶茶和奶咖

正名！
文_王 迪
Cafe Culture l 啡言食语 主编

毋

庸置疑，奶茶和奶咖是实体店中消费者饮用
最多的两种奶基饮品，特别是奶茶，已经风
行多年，近两年呈现出不同的爆款和网红

店。随着人们安全和健康意识的提高，和对奶制品品质的
关注，人们开始正视这些饮品中的“奶”，一个听上去很
熟悉，但又并不是很了解的成分进入人们视线，原来很多
奶茶和奶咖中，使用的不是牛奶，而是“植脂末”，这在
行业中是非常公开的做法。
虽然植脂末的俗称是“奶精”，可它和牛奶没有任何关
系，并不是牛奶精华。

植脂末和牛奶的区别
植脂末（奶精）

牛奶

来源

人工调制品，非奶

天然农产品

成分

白色粉末状混合物，由氢化植
物油、糊精、少量酪蛋白酸钠、
奶油香精、乳化剂、抗结剂等，
钙、磷和铁等矿物质及各种维
生素、氨基酸

白色液体，含水、脂肪、磷脂、
蛋 白 质、 乳 糖、 无 机 盐 等，
富含矿物质、钙、磷、铁、锌、
铜、 锰、 钼， 人 体 钙 的 主 要
来源

可调节

2.8-3.4%

可调节

3.5-4.2%

14-34%

3-5%

蛋白质
脂肪
反式脂肪酸

优点

图片由Unsplash提供，Tyler Nix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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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点

·价格便宜，成本稳定可控
·易运输、易储藏
·健康天然食品
·味道可以调节，香甜润滑
·口感纯正
·可 以调整产品的脂肪含量、
·富 含人体需要的矿物质和
蛋白含量、调色，调香
其他有益成分
·应 用广泛于咖啡、奶茶、冰
激凌、麦片焙烤、浓汤等
·非天然食品
·反式脂肪酸含量高
·脂肪和糖含量高

·价格高，成本不易控制
·运输和储藏成本高
·制作饮品过程略复杂

合 作 咖 啡 馆 征 集
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咖啡爱好者对《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的喜
爱，和部分未及时成为我们会员的朋友享受阅读的快乐，现从全国范围
内征集《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免费阅读点”，任何符合如下条
件的咖啡馆、甜品店、茶饮店和其它休闲场所，欢迎迅速联系我们。
★ 热爱咖啡、甜品和茶，非常喜欢和支持《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
★ 为当地特色馆，馆主钟情于和客户交流，愿意分享
作为回报，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 将为这些咖啡馆，通过微信公众号
作出如下努力：

图片由Unsplash提供，Alex Boyd拍摄

★ 在微信底部导航栏建立这些咖啡馆的基本信息和联系方式；
★ 定期更新咖啡馆信息和活动；
植脂末所含的反式脂
肪酸会增加食用者患心血管
疾病、糖尿病和认知障碍症
的风险，影响儿童神经系统
发育，这是植脂末饱受争议
的主要原因。另外，尽管有

★ 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 各项活动和推广项目的优先参与；
★ 分享每年市场调查报告中关于咖啡馆经营部分的调查结果；
★ 潜在的其他为咖啡馆设计的合作方式（不断更新中）。
请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每周一发出的征集信息。
未明事项，请联系010-6779 7800 或157 1118 0985。

“植”字当头，植脂末所含
的脂肪可以在5-80%之间调
节，热量可以比淀粉还要高，不仅不能增加营养，饮用后反而会摄入大
量糖分和脂肪。

“奶基饮料”是否真的使用了“牛奶”？
植脂末的应用太过广泛，在一些食品认证的产品包装上，我们经常
能看到植脂末成分的标识，但在饮品、咖啡实体店中各种“奶基”饮品
中，对植脂末却没有明显的成分和含量标识，比如奶茶和奶咖。
有好奇者做过简单的奶茶植脂末测试，他们使用的是白醋和奶茶
1:1混合，产生沉淀现象的使用牛奶，产生絮状漂浮的使用的是植脂
末。这个原理是因为牛奶中含大量蛋白质，当蛋白质遇到醋时，会产生
酸凝现象、出现沉淀物，这种检测方法有一定道理，但不绝对，奶茶中
也可能有的其它添加剂含有蛋白质，因此这不是检测牛奶的标准方法。
但简单测试的结果是，绝大多数的台式奶茶由植脂末也就是奶精调和，

免费阅读处征集

获取纸质杂志
独立或连锁咖啡馆、企业和其他专业机构，请通过网站 www.
cafeculture.com.cn 或微信公众号CafeCulturesince2014（底部导
航栏），注册成为 Cafe Culture “企业会员”获取。
个人爱好者，请通过微信公众号 Cafeculturesince2014，底部导航栏“纸
质杂志”，注册会员、分享往期杂志合订本和一年4期或两年8期杂志。

港式奶茶含有牛奶但部分也含有奶精成分，使用蒸汽打发牛奶的奶基咖啡使用
的是牛奶，但不经过打发的奶基咖啡部分也含有奶精。

怎样让消费者对牛奶饮品一目了然

免费电子杂志

完全使用牛奶制作实体店中的奶基饮品是健康的选择，也是我们提

推荐您登陆“网易云阅读”、Issuu、Calameo和Cafe Culture网站，寻找到

倡的。在少数意识到健康饮品重要性的实体店中，店主已经开始明确区

《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的各期电子杂志，并下载到您的私人空间里。

分牛奶和奶精的使用，比如他们在牛奶制作的奶茶前面加入牛奶二字，
或使用统一标识标明牛奶成分，来提醒消费者，在价格上，我们也能看
到使用牛奶和奶精制作的饮品可以有很大的区别。
在食品工业未有立法规定食品中不能使用植脂末的前提下，杜绝奶
精的使用是不现实的，短期内也无法实现，但消费者有知情权。
在精品餐饮从业人士还在辩证应该使用鲜奶还是高温灭菌奶的同时，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关心一下奶茶和奶咖中使用的，是不是真正的“奶”？

网易云阅读

Calameo

Issuu

CCM网站

更多合作事项洽谈，请联系：
David Parnham，手机：+61 423 200 206，微信：CCMDAVIDP,
Christina 王迪，手机/微信：139 1067 0918。

53

10 tips

to reuse coffee ground
回收利用咖啡渣的10大妙招
文_Cafe Culture International

咖啡渣可持续又环保，在学会以下这些回收利用小妙招之前，可千万别扔掉！

1

作肥料
在土壤中撒一些咖啡渣，或用半杯咖啡渣和
温水调匀喷洒在花园里。

3

2

咖啡浓烈的味道会让害虫们敬而远之，你可
以在家中地下室里撒上一圈咖啡渣，也可以装在
小碗里放在阳台上。

作蚯蚓饲料
蚯蚓可以消化咖啡渣，你可以将咖啡渣洒
在土壤中，促进蚯蚓的健康成长，从而保证土
壤健康。

4
54

作驱虫剂

用于堆肥
在堆肥时撒些咖啡渣可以平衡肥料的pH
值，帮助食物残渣平均、快速降解，咖啡的香味
还能消除肥料的臭味。

5

作除臭剂
咖啡渣可以吸附强烈异味，将咖啡渣塞进旧
袜子，挂在垃圾桶盖里面，可以有效去除臭味。

6

疏通管道
咖啡渣粗糙的质地和浓烈的香味可以有效疏
通管道，还能去除异味，将一整碗咖啡渣导入开
水中，再将全部开水导入下水道即可。

7
8

修补划痕
咖啡渣可以用来修补深色木质家具上的划
痕，将少量咖啡渣和温水混合制成磨砂剂，在划
痕表面适当摩擦，再用抹布擦净，咖啡渣会将划
痕的颜色染深，从而令划痕不那么明显。

作冰箱除臭剂
很多人喜欢用泡打粉，但其实咖啡渣也非常
好用，将咖啡渣包裹在油脂中，放入冰箱，咖啡
渣便会吸附冰箱里的异味。

9

作调味料
和新鲜的咖啡粉一样，咖啡渣也可以用来烹

饪美食，同时你还可以将咖啡渣加入巧克力或各
式甜点以增加风味。

10

作洗涤灵
干或湿咖啡渣都可以用来刷盘子清理灶台，
只需将咖啡渣洒在灶台上，用海绵擦拭干净即
可，不过最好先在一小块台面上试一试，以免造
成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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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ounds, More than just a Cafe
不仅仅是一家咖啡馆
文_Cafe Culture International

The Grounds致力于用最高品质的产品、最佳创意和不断革新的
视野，为当地社区和顾客提供最理想的消费体验。

T

he Grounds of Alexandria成立于2012年，

Grounds of the City始终用世界级的咖啡体验，为

始终将顾客的喜好放在第一位，并不断创新烘焙

咖啡厅所在地是一处工业混凝土风格的

顾客带来着无限的温暖。

方法，以更好地满足顾客的需要。

汽车公园，在不懈努力下，咖啡厅团队

将它改造成为了一处城市中鲜有的宁谧圣地，咖啡
厅的大门始终向所有人敞开。如今，咖啡厅还拥有
自己的烘焙工作室、酒吧、农场和花园。

之于咖啡烘焙，The Grounds Roastery始终

The Grounds Roastery始终坚持为顾客带来

坚持烘焙不仅关乎技术，更关乎每个与咖啡有关

最罕见的咖啡种类，他们产品中有很多是The

的人的际遇。咖啡是一种体验，品尝咖啡是人生

Grounds 独家销售的，有些是获得过产地“超凡

中最特殊的一个瞬间，是一种互动、链接，一种

一杯”大奖的，还有些是与当地种植者合作直接

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追求。

采购而来的。公司的团队经常到访各大咖啡产

经过三年的努力，第二家The Grounds成

The Grounds Roastery由两名Q-Grader认证咖

地，购买新品种的咖啡，增进与种植者之间的友

功问世，咖啡厅起名为“The Grounds of the

啡烘焙师领衔，他们的团队每天早晨都会定时开

谊与合作关系，The Grounds Roastery一直以他

City”，于2017年正式开业，并成功成为了都

始烘焙，并对烘焙的成品进行杯测，确保品质的

们与产业链各个环节之间建立的紧密联系而感到

市人逃离城市生活的“咖啡港口”。咖啡厅的

稳定。在烘焙工作室内，The Grounds Roastery 坚

自豪。

设计和经营理念就是要将顾客带回到美好的旧

持开放原则，顾客们可以随时和团队进行互动，

The Grounds Roastery始终坚信，精品咖啡

时光，让人们重新找回城市的核心与灵魂，The

学习和了解咖啡烘焙知识。The Grounds Roastery

未来必将成为主流，会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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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爱上精品咖啡，为此他们在生产咖啡的过程中

Roastery已经与悉尼大部分优质咖啡厅建立了合

为每一名顾客提供了了解咖啡、探索咖啡的绝佳

投入了全部心血。顾客在品尝每一款咖啡时，都

作关系。同时，在行业内专业水平最高的团队

机遇。顾客可以参加这里举办的各类课程，每个

可以阅读附赠的单品产地介绍，了解这款咖啡是

支持下，The Grounds Roastery还为客户提供培

人都可以在这里获得更深层次的咖啡知识，从每

如何从产地到烘焙，并最终到达顾客手中的。

训、技术支持和设备等服务，帮助客户成长并取

月一次的免费杯测体验活动到家庭咖啡师培训课

通过在不同的产季与固定的种植者合作，

得成功。通过探索餐饮服务业，从店内设计到咖

程，The Grounds Roastery已经成为了咖啡知识

The Grounds Roastery坚信他们不仅能够控制咖

啡厅融资、从市场营销到人力资源管理等各个领

交流和分享的平台。

啡的品质，更能提高原产地居民的生活水平，正

域，The Grounds Roastery不断帮助客户提升品

是这种紧密、牢固的合作关系，令The Grounds

牌价值，引导他们快速成长。

在 The Grounds，每个人都十分尊重为高品质
咖啡生产付出努力的每个人。每一杯咖啡都融合了

Roastery得以不断提升咖啡品质，可以与生产者

The Grounds Roastery的努力令公司成为了

众多来自世界各地劳动者的心血，作为从业者，他

直接合作，用实验性的方法进行咖啡种植和生豆

咖啡工业的发展平台，他们还通过举办拉花比赛

们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咖啡工业的可持续发

处理，不断改善和提升从果实分拣、可控发酵到

和行业展会等活动，不断向世人展示着澳洲咖啡

展。The Grounds始终坚持在每一天为每名顾客创

生豆干燥等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

从业者的风采。

造最难忘的咖啡体验，正是对咖啡、对顾客的无比

通过分享他们对咖啡的热爱，The Grounds

通过不断分享知识，The Grounds Roastery

尊重，才令The Grounds如此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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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Life In Shanghai
GOURMET CAFE

我眼中的上海

精品咖啡市场
文_云飞
Cafe Du Village 创始人
MOBYS 联合创始人

你从哪里来，都在哪些城市生活过？
我是陕西人，读大学前主要生活在陕西省咸
阳市，后来在西安读书生活七年，2000年至今
主要生活在上海。
你是如何开启咖啡生涯的？请向大家简单介
绍一下自己。
我是70后，大学本科读了财务管理，但因
为不擅长与数字打交道，同时发现自己对市场
营销很感兴趣，于是本科毕业后选择攻读了国
际市场营销专业的硕士。这是一个我非常热爱的
领域，硕士毕业后，我来到上海，先后在上市公
司、世界五百强公司从事市场营销方面的工作。
上海的生活节奏紧张多彩，我经常跟朋友在咖啡
馆见面聊天、休闲，也常常在家里招待朋友，冲
泡咖啡，慢慢的，在咖啡馆时会不由自主的想
“如果这是我的店该有多好”，在家里也会想
“如果我有家咖啡馆，就可以更好的招待更多的
朋友”。拥有一家自己的咖啡馆的想法就自然而
然产生了。于是我开始留意有关咖啡的各种知
识，读了很多关于咖啡的书，喝了很多咖啡，然
后义无反顾的爱上了咖啡。2009年，我用光了
几乎所有的积蓄，终于下定决心开了一家自己的
咖啡馆。
开店时选址的原则是：租金不贵，目标客户
群可以步行10分钟内抵达，店周围有足够多的目
标消费群体。
作为精品咖啡经营者和一位成功的商业女
性，你在咖啡馆经营中的角色是什么？
作为一个独立咖啡馆的店主，开店初期我的
角色非常多，总结一下有CEO、COO、CFO、
CTO、CBO，简而言之，就是所有大事小事都要
做，身兼数职全心投入。因为自己非常热爱咖
啡，我会花很多时间在店里做咖啡。随着时间的
推移，店里的管理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生意
逐渐稳定，员工们也越来越成熟。同时伴随着咖
啡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训练有素的咖啡师出现
了，我逐渐退居二线，更多的关注咖啡豆的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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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WOMEN IN COFFEE

到底的精神会一直激励着我。
作为上海精品咖啡和咖啡烘焙行业的先驱，
你感受如何？

对于中国本土咖啡师和咖啡厅经营者，你有
什么建议？
最大的建议是：如果爱，请热爱，但光有

首先我非常高兴被称为精品咖啡烘焙和精

爱还不够。 咖啡是一种总是参杂着很多情感的

品咖啡馆美食在上海市场的先驱。咖啡、烘焙、

东西，大多数选择咖啡作为自己事业的人都是因

美食，是我非常喜欢的三个事物，能把他们结合

为喜欢咖啡，这样的人很辛苦也很幸福，因为咖

在一起，让客人们在同一个地方能够享受所有这

啡行业不是一个适合赚快钱、赚大钱的地方，很

些，并度过美好时光，这是我的荣幸，但同时，

多的困难和低谷都需要热爱才能坚持，同时他们

这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需要团队中同时

也很幸福，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把爱好当成事

要有懂咖啡、懂烘焙、懂食物的人。经营过程中

业。但是光有热情是不够的，任何的生意都必须

也会碰到更多问题和困难，但是这样的组合也会

是懂经营的人才能做好，所以除了咖啡知识，经

增加更多客人来店里的原因，会有更好的理由建

营管理知识也是不可或缺的。

立高的客户忠诚度。菜单的设计跟所处的市场密

你的精品美食和时令菜单创作灵感来自何处？

不可分，并不是所有的店都要这样设计，因为我

我是一个喜欢旅游喜欢美食的人，任何一次

们是典型的社区店，以家庭为单位的客人居多，

旅行和美味体验都是我的课堂。我会把遇到的很

因此我们需要有丰富的菜单满足不同家庭成员的

多美味带到我们的菜单中，并根据客人的试吃体

购、烘焙品质把控和人员的培训，但是只要一有

需求。比如在交通枢纽、短暂停留的上班族为主

验进行不断修正，才最终推出。同时我们的客人

机会，我还是会冲到咖啡制作第一线，亲手为客

的区域，菜单完全可以集中在容易带走的咖啡饮

来自世界各地，他们也有着丰富的美食经验，会

人做一杯咖啡。

品上。

经常给我们很好的建议，不断丰富改良我们的菜

团队是如何帮助咖啡店获得成功？

你面临过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单。客人也会不断告知我们他们的需求，比如有

无论我自己多么擅长做咖啡和与客人沟通，

相信我的最大挑战跟其他人遇到的一样，就

些人是素食主义者，有些人习惯早餐很简单，这

我都不可能做店里所有的事情，任何一个企业的

是如何有效的管理和激励团队。正像我之前说过

些我们都会考虑进我们的计划中，最大可能满足

经营理念都需要整个团队去执行、去表现，团队

的，生意的成功离不开团队的努力，团队的表现

客人的需求。

里的每一个人都代表着企业形象和企业品牌。

才是企业最真实的形象，而这个形象如何，决定

你经常出差吗？都去了哪里，为什么要去？

我们首先会招聘认同我们企业文化的伙伴，

了企业的成功与否，如何领导整个团队贯彻企业

我会经常去世界各地，以前大多数是个人旅

然后经过培训和实践，他们会逐渐成长为能独当一

精神、如何激烈员工努力工作，这些问题回答好

行，但是未来越来越多会是因为拜访咖啡原产地

面、在工作中贯彻我们企业文化的人。无论我在与

了，做什么都会成功。

及咖啡消费大国，同时顺便旅行。我最常去的是

不在，我们店的所有员工都会营造特属于我们自己
的咖啡馆氛围，永远让客人感觉我们店与别处的不

下一步你有什么计划？将会为你的咖啡厅团
队带来怎样的好处？

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的一些国家，未来会去更
多的中南美洲和非洲国家。

同，从而建立非常高的客户忠诚度，这就是生意成

我们最近在上海建了一所精品咖啡烘焙工厂

功的关键所在。常常有客人问我从那里找到这么好

MOBYS , 并拿到了生产许可。我接下来的一大

的员工，我都会说，首先我很幸运，但是你们也功

部分精力会放在咖啡豆采购、产品线设计上。我

对我来说，最大的激励来自咖啡行业的人，

不可没，因为我们有好的企业文化、好的咖啡馆氛

会更多的去拜访世界各地的咖啡庄园，了解产地

我遇见很多充满热情、热爱咖啡并努力工作的咖

围，才会培养出这么好的员工。

信息，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找到好的咖啡并带回

啡人。因为这个行业的发展是如此迅速，所有人

中国，为中国的咖啡爱好者和需要咖啡的各种店

都需要不断学习才能跟上步伐，因此我认为咖啡

铺、公司提供高品质好价格的咖啡产品。

行业是最热爱学习的行业之一。咖啡不同于其它

举个例子，几个星期前，一个曾经在上海
工作过的英国客人在离开中国一年多后再次回上

你认为咖啡工业给你带来最大激励的地方
何在？

海出差，特意来我们店喝咖啡，我们的咖啡师

我们团队所有人都很热爱咖啡，他们将来有

任何饮品的灵魂就在于它是基于友情与分享的，

Sam仍然记得他以前常点的咖啡，这让他大为惊

机会接触到更多第一线的咖啡资讯、品尝到更多

即使是第一次踏入任何一个国家的咖啡馆，只要

叹。因为我们的企业文化就是记住客人的喜好，

来自不同产地的咖啡，亲自见证咖啡如何从种子

说自己也是咖啡人，就会受到特别热情的礼遇跟

永远让让他们感觉我们店是“Home away from

到杯子、从咖啡农手中到客户口中这一浪漫曲折

分享，很容易交到朋友，这群人不断推动着行业

home”。

的过程。这会帮助他们逐渐建立自己的咖啡知识

的发展，不断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很荣幸成为

你的导师或偶像是谁？

体系，形成自己对咖啡的认识并构建自己的思维

他们中的一员。

其实我崇拜和佩服的人很多，咖啡行业中

方式，获得更大发展的机会。同时我也是美食爱

时常能够激励我的人，一个是最早提出精品咖啡

好者，每到一地都会去体验探索当地的美食，尤

概念的努森女士，另一位是星巴克的霍华德舒尔

其喜欢去世界各地的咖啡馆，了解更多的咖啡馆

我想说：恭喜你们选择了一个充满挑战和机

茨先生。他们两个人都曾划时代的改变了咖啡行

美食，并把适合我们店的食物引进我们自己的菜

遇的领域，欢迎你们加入咖啡人大家庭，让我们

业，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他们永不妥协、坚持

单上。

一起努力让人们更美的享受咖啡。

对于其他中国的新晋咖啡行业从业者，你还
有什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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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id I Meet My Wife
from Working hard in a Cafe?

开咖啡店不赚钱
赚媳妇
文_田曾
大卫田咖啡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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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一步都要借助手中的拐杖

在这个胡同里
我把自己的爱好重新小心翼翼的捡了起来
我想，能否让自己像这个即将到来的春天一样
重新获得生机
自己爱的花花草草
自己爱的写写画画
自己爱的聊天唱歌
自己爱的咖啡制作
全部，毫无保留的拿了起来

某天一个老顾客（也是朋友）
打电话告诉我说
等会儿有个朋友要来店里，但不一定能找的到
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环城北街
估计一个生活在这个城市20-30年的人都不一定知道这个胡同
我起初并不抱很大希望
但是
她还是第一次让我动心了

她走进来，店里的音乐，不足以让我听到她的脚步声
安静的站在那里
我在专心的做着咖啡，哪能晓得旁边站了一位姑娘
她驻足了一会 伸出手递出自己的手机说
“没电了”
我自然的接到
难熬的日子总是难以启齿

然后回应放在这里就好了…

我想那个冬天应该是记忆中最寒冷的冬天了

在尝试着新区开一家精品咖啡馆是如此煎熬
像握在手中的绝世美女一样
寄希望于人们听闻至此

谁都不会想到在接下来的2-3个小时
我们在一起好不陌生的聊起了天
那天可能才是这个世界最美春天的一个午后了

又担心它会被人拐走
至于现在吗？
很明显这种想法是多余的
在我们这里咖啡已经是“新鲜玩意儿”

有了4家店了
她已经怀孕6个月了

什么又有“精品咖啡”？
于是很难熬过次年的春天来临

哦，开咖啡店不赚钱，赚媳妇

至此，新店开业的炮竹声
已经让我并不会觉得这个世界有多美好了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时候
我把店搬迁到了老城区的胡同里
重新打磨了自己身上的刺
安静的像一个寒冬里的老人

环城北街店：胜利路与环城北街交叉口向东300米
胜利路店：胜利路与平原路交叉口英特纳珠宝南邻
豫北大厦店：胜利路豫北大厦九楼
东区店：环湖后方东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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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Coffee has added more fun to my life ?

咖啡味儿的美食生活，分享有味儿的生活
文_叶瑞优Yoyo
优字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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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瑞优Yoyo，混迹咖啡行业多年，研发

营咖啡馆，最后也没有开下去，因为盈利问题和

各种私房咖啡美食，曾旅居国内多个

各自技术问题就放弃了。

城市，开过几家私房咖啡馆，目前定

最近她来找我说开辟了一个新的项目，而

经常有朋友们包括同行有时候会聊到爆款，或者

位广州花都区，经营优字(咖啡味儿美食生活)，

且已经稳定了，但是也想把咖啡文化带进去，有

在店里设计一款网红款来作主打，特别是一些网

不是因为自己的名字才叫优字，而是因为十几

开着咨询公司的跨界结合，有服装餐饮甜品的跨

红款一出来后衍生了带来的效应。谋求在中国内

年在不同城市的经历和学习磨炼形成了一种对

界，越来越多人都在想力求进入到这样的咖啡生

地市场，满足潜在的需求，提供更加新颖的消费

“优”的咖啡生活概念。

活中去，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像只蜗牛的前行。

模式和消费体验，当年原创的手作概念也是源于

越来越多不同行业的朋友们都在关注着咖啡的动

体验。

在不同城市开店的经历，顾客的各种体验让
Yoyo萌生的是食物的直观感受，很多咖啡馆都会

向，为之对这个食物抱着好奇和尝试。

产品创新-守破离
产品需要创新，不一定局限在咖啡产品上，

没有绝对的正宗，传统

带食，咖啡豆这个食物已经慢慢的让更多的人接

其实有时候咖啡真的是一个桥梁来的，最记

料理，是随着不同领域，食材不断融汇和演

受，吃豆。如何去吃豆，特别是在参加不同杯测

得一个人外地徒手开店的经历，各种心酸，但是

讲的动态过程；是坚持，在许多人偷工减料的情况

会的时候，更多感受和体验到吃豆的环节，每次

还渡过了。12年真心觉得累而乐而学，因为开咖

下于细节上不妥协，往坏处看，是固步自封，不思

参加生豆商杯测会的时候总有感觉就是嗯，这个

啡馆的各种心酸对于外人来看都是觉得很光鲜的

进取的借口。传统的意义在于能从一道菜的料理方

是什么食物，这个豆可以怎么去吃，怎么可以把

职业而产生羡慕，但是却不知道每个店主所经历

式中了解、推断出当时社会的饮食、人文、生活环

这个食物带给更多的人去分享和选择。

的各种折腾。

境。咖啡这个食材，以现代能使用的最恰当的方式

每个人都有一个优食

咖啡的人文生活影响

处理，呈现出精品咖啡本质。上一辈人习惯了吃正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优食，如何过一生，对

咖啡馆的人文风格已经不再是纯粹喝咖啡那

宗，是在一个食材流通较少、因地制宜、利用本乡

吃有讲究，才是对生活负责的态度。咖啡也是食

么的简单了。曾经给几十位妈妈们分享了美食咖

本土资源、没有食物质量监控的时代，认招牌，认

物，咖啡就像一个优食一样延伸到了我们的日常

啡，有部分的妈妈对开咖啡馆和餐饮行业产生兴

地方。所以那个时候吃正宗，就好比现在大家认品

生活中去，有营养餐饮和咖啡的结合。

趣。分享过程中亲历感受开店的不容易，并不是

牌似的。原汁原味的美食，就像喝精品一样，产地

现在咖啡馆越开越多，各大品牌也相应都

会炒菜煮饭，就可以开餐厅，会冲咖啡就可以开

风味的突出，真的就像在食物中添加调味料一样，

在增加或者进入精品行列里，优食的融入，增

咖啡店，爱好和职业是完全两码事。经常碰到有

其实很多朋友们都说，我把咖啡加进食物里面的味

加了的咖啡与食物带给咖啡馆经营的多元化。

开店想法的顾客，也许是几次开店经历和原来职

道，除了苦而外增加香味还有更多生活以外的味

中餐、西餐、简餐、小吃，很多店铺里都有某

业的关系，慢慢的这样子的话题好像已经成为了

道，也许这也是现在很多独立咖啡馆生存下去的东

一样的日常和金牌主打，咖啡是日常，但是也

日常。一位家庭教育老师的朋友曾经就是把初中

西吧。有趣的味道会在咖啡里面呈现出来，云南咖

需要引导成为日常，优食的介入刚好搭上。正

的女儿在我的生活咖啡馆里做体验，包括还有做

啡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好，食物的惊喜真的是让人越

如每次参加杯测的时候喝完了一轮肚子已经打

亲子活动，家长们都很超前意识到小孩认识咖啡

来越爱，记得和小朋友去摆摊的经历，一位老外接

鼓了,都在连声叫饿，其实也是很替咖啡人吃亏

和咖啡生活的概念，回到广州后经常遇到小朋友

到手上的一杯云南的时候，冒出大手指，我们说这

的，为了好喝的咖啡，我们的味蕾和胃承受很

们来喝咖啡，带着家长来喝咖啡。

是人参鸡汤。

多压力，如果说没有了食物的搭配，总觉得就
少穿了件衣服一样。
曾经走访多家咖啡馆，开始的时候都是没有
食物只有咖啡，顾客需求越来越多，总觉得在品
尝一杯咖啡的时候需要一款食物搭配着。参加过
很多不同的咖啡产区分享会，品尝品鉴后都有很
多触动，因为每次杯测后就会想着如何搭配优食
进行创新。

开咖啡馆的梦想
不管在哪里开店总会有一些想开店、入咖
啡坑的朋友们，经常会聊到如何开一家店可以生
存下来的。换了一个城市，总也会有很多不同地
方的老顾客和想开店的顾客朋友们来店咨询，有
时候觉得自已也成为了聆听者一样，其实开店都
不容易，但是每个人好像都有一个开咖啡馆的梦
想。最记得刚回来广州的时候，一个在外地的老
顾客想开咖啡馆和朋友合伙经营，她把合伙人也
带来了找我聊和分析一下二人能否可以合作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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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Eat with Our Eyes

我们都是视觉系食客
文_Cafe Culture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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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文章原本刊登于2016年的《Cafe Culture》英文版杂志上，如今依旧有很强的参考意义，视觉

这

系的商品销售、包装和诱人的产品永远是消费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或许最被外卖食品零售业忽视的一点，便是每个人都是视觉系食客。

也就是说，为了吸引顾客的目光，想要吸引顾客的目光，鼓励潜在顾客到店中购买外卖食品，首先食
品的展示必须能够体现出新鲜、卫生和丰富感，简单来讲，那些只用把三明治和蛋糕简单放进冰箱里的日
子已经成为了过去时！
如今，食品零售商们都在创新产品和制作配方、企业管理和销售成本、人工成本管理等方面花费了
大量时间、金钱和精力，但同时也必须同等重视产品的展示和销售方法，以确保前期的高投入能够得到
应得的回报。
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外卖市场，仅依靠品质已经难以生存，如今知识丰富的食客们已经把品质和新鲜作
为消费的前提，因此战场已经转移到了产品的视觉效果上面，只有在这方面做到与众不同，才能真正脱颖
而出。
你可以选择跟上视觉系潮流，去尽量满足大众消费者的期待与需要；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保持现状，
但很快你便会落后于其他竞争对手，同时还要和高昂的租金作斗争，但在这场战斗中你基本毫无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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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ST
巢 食
文_夏恺
N3ST企业创办人

N

3ST巢食品牌前身起源于澳大利亚悉

成3寓意团队的三个创始人）。

品咖啡豆原产地搜寻到的精品咖啡豆，由我们在

尼，创始人都是曾经从中国大陆千里迢

N3ST巢食是一家集精品咖啡和创意简餐概

澳大利亚自有的咖啡烘培工厂拼配烘培，以保证

迢到澳洲留学的学生，在澳洲结缘咖啡

念为一体的餐饮创新店，我们的目标是让所有的

咖啡豆的品质。我们的宗旨是要保证从选择咖啡

从事起餐饮行业。从2008年开始接触精品咖啡行

客人，都能在一个小清新的环境中得到感官和味

豆开始到烘培，到制作咖啡都由我们培训的专业

业，一路工作学习，到第一家Nectar Cafe的创立，

觉的双重享受。在店铺设计和装修方面，我们运

的人员，并且用专业高等级的设备和标准为客人

并先后有了5家Cafes（咖啡馆，这里的咖啡馆指经

用了以白色为主基调搭配金属和镜面元素，符合

服务，每一杯咖啡都保证了高品质。

营餐饮的咖啡馆，是近些年成功咖啡馆的主要模

现代年轻人简洁干练的审美。在软装方面我们采

在店面运营，则由咖啡师运用自己的专业知

式）。十年的创业之路困难重重，但是我们的梦想

用了复古的祖母绿和淡粉色，复古不乏少女情

识来帮助客人选择适合自己的咖啡。无论是各个

一直坚持着，终有一天回到祖国开创了属于自己品

怀，非常适合情侣闺蜜聚会。借鉴了澳洲咖啡馆

国家的单品咖啡豆还是拼配咖啡豆，或是不同的

牌的咖啡厅和餐厅。2018年，也是我们接触咖啡的

的概念，中午晚上的简餐配以下午茶，适合全时

烘培方式，咖啡师都会用不同相应的呈现方式，

第十个年头，梦想终于在上海实现，我们第一家精

段营业。

制作出属于顾客的那杯咖啡。

品咖啡餐厅取名为N3ST，寓意创始人像蜂鸟一样

咖啡方面我们和澳大利亚咖啡龙头企业

在菜品方面，我们尽力呈现视觉和味觉的双

回到了自己的巢穴，倦鸟归巢（我们把NEST的E改

Project Origin全面合作，选用他们在世界各个精

重享受。在口味方面我们专注于不同文化背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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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咖啡机为La Marzocco的Linea Classic型号

口味融合，就好比澳大利亚这个移民国家，受到
各种文化的影响而体现出融合的文化，我们的菜
品也融合了西式的精致摆盘，亚洲食物的口感，
给客人带来复合享受。在调味方面，N3ST所用
的调味大部分都是Chef（大厨）亲自调配，保证
口感的新鲜和独特性。尽可能少使用任何添加
剂，把食材最纯正的味道呈现给顾客，在调味的
同时我们也把自己理念融入其中，用心做好每一
个细节。
N3ST作为国内第一站，已经正式投入运
营，我们的愿景是通过这个实体，有机会遇到志
同道合的伙伴，一起把Cafe餐厅这个概念继续深
化做精，能有不同的模式带给客人不同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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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可
制作_Philippe Bertrand
图片_刘力畅
本文转载自《亚洲西点》

焦糖
配方
★ 幼砂糖160克 ★ 葡萄糖40克 ★ 纯净水适量 ★ 淡奶油160克
★ 黄油16克 ★ 盐4克 ★ 香草荚1根
制作过程
★ 将幼砂糖和葡萄糖倒进锅中，稍微加一点纯净水，加热煮至焦化；
★ 倒进混合的淡奶油、黄油、盐和香草荚，搅拌均匀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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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蛋糕
配方
★ 糖粉30克 ★ 蛋白150克 ★ 奶粉35克
★ 扁桃仁粉35克 ★ 低筋面粉10克 ★ 可可粉15克
制作过程
★ 在料理机中加入所有的材料，搅打5分钟左右，搅拌至面糊细腻，冷藏一夜；
★ 倒进液氮枪中，用约3-4个液氮进行充气，挤到纸杯中约7分满；

牛奶巧克力香缇奶油

★ 放进微波炉中，用高火加热1分30秒，取出，倒扣在网架上，在底部用

配方

小刀插上十字形，冷却2分钟后即可脱模。

★ 淡奶油335克 ★ 全脂牛奶110克 ★ 葡萄糖25克
★ 蛋黄82克 ★ 41%牛奶巧克力40克
制作过程

榛子粒

★ 将淡奶油和全脂牛奶倒入锅中，加热煮沸；

配方

★ 将葡萄糖和蛋黄一起混合均匀，倒入一部分的上一步骤煮沸过的淡奶油和
全脂牛奶混合物，搅拌均匀，再倒回锅中加热到85℃，做成英式奶油；
★ 将英式奶油过滤进41%牛奶巧克力中，用余温使巧克力化开，拌匀，放
入冰箱冷藏到10℃，再用扁浆微微打发。

★ 幼砂糖100克 ★ 纯净水25克 ★ 蛋白A100克 ★ 糖粉100克
★ 纯榛子泥75克 ★ 焦糖榛子碎25克 ★ 蛋白B70克 ★ 幼砂糖80克
制作过程
★ 将纯净水和幼砂糖一起煮到125℃；
★ 在蛋白A中加入糖粉，打发，冲入糖浆，做成意式蛋白霜；
★ 倒入纯榛子泥和榛子碎，拌匀；
★ 倒进模具中，稍微抹平，入烤箱，以160℃烘烤40分钟，出炉，冷却，
切成小块；
★ 在蛋白B中加入细砂糖，拌匀，团在上一步骤制作好的食材上；
★ 再撒在烤盘上，以150℃再烘烤20分钟，表面呈金黄色，即可。

组装
牛奶巧克力奶油
配方
★ 淡奶油300克 ★ 41%牛奶巧克力300克 ★ 吉利丁2克 ★ 水12克
制作过程
★ 将吉利丁放入水中浸泡变软，待用；
★ 将淡奶油加热到80℃，加入泡好的吉利丁，拌匀；
★ 倒进41%牛奶巧克力中，用余温使巧克力化开，拌匀；
★ 将盆放入冰水中，直至完全冷却（约3小时），倒进打蛋桶中，用扁浆小
心地打发。

配方
★ “U”形巧克力件 ★ 巧克力件 ★ 金箔
制作过程
★ 在 底板中间挤上一点香缇奶油，把做好的“U”形巧克力件放上去，起
一个固定的作用；
★ 加热不锈钢勺子，挖出橄榄形的牛奶巧克力奶油放在巧克力插件的中间；
★ 在牛奶巧克力奶油的两端挤上牛奶巧克力香提奶油，一边放上一颗榛子
粒，一边放上一块海绵蛋糕；
★ 然后在表面挤上焦糖，中间再插上一片巧克力件，侧面点缀上金箔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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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顾客提供高质量服务或许是所有咖啡馆的第一宗旨，但究竟做得
怎样，决定了咖啡厅的成功与否。在The Grounds Roastery，我
们始终将顾客的需求摆在第一位，并将这一理念贯穿于生豆采

购、烘焙和咖啡冲泡的全部服务环节当中。
咖啡师的职责绝不是简单的制作咖啡，他们是顾客了解咖啡知识的窗
口。今天，就让The Grounds Roastery为大家带来咖啡师培训的秘诀，从而
帮助他们将顾客服务提升至新的层次。

要把顾客放在第一位
与顾客之间的交流互动绝不能仅限于前台的服务人员，咖啡师本身也
是构成顾客对咖啡厅第一印象的重要成分。
每个人在咖啡厅的消费体验都是独一无二的，你必须确保每个人都能
够得到令人满意的服务，并让他们觉得自己受欢迎、被关注。咖啡师的职
责就好比是调酒师或药剂师，如果咖啡师只知道低头做咖啡，那他们就失
去了与顾客间建立联系、提升顾客忠实度的绝佳机会。
只有当咖啡师与顾客之间建立起联系，他们才能更好地理解顾客的特
殊需求。这不仅会促进咖啡师与顾客之间的社交，同时还能大幅提升服务
质量。咖啡师需要更多地了解顾客的需求，为此，必须要加强咖啡师与顾
客之间的沟通。
同时换个角度来想，有谁会愿意面对一名冷漠、不愿与人交谈的咖啡
师呢？

要敢于打破陈规
需要教会咖啡师如何以积极的态度与顾客交流。虽然顾客会提出一些
复杂、令人困惑的要求，但这就是顾客的真实需要，满足顾客的合理需求
是餐饮服务业的职责所在。
顾客对完美咖啡的理解可能与我们不同，例如过去我曾遇到过很多顾
客喜欢喝特别烫的咖啡，但我所理解的烫咖啡总是无法达到他们的要求，
我该怎么办？这时一定要跳出思维定式！以拿铁为例，我颠覆了传统的拿
铁制作方法，并尝试用半杯黑咖啡和滚烫的热牛奶进行制作，没想到这种
怪异的咖啡竟然得到了顾客们的认可！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作
为咖啡师，一定要准确了解顾客对咖啡的喜好，并根据喜好调整制作咖啡
的方法。

HOW YOUR BARISTAS
CAN ADD VALUE TO THE CUSTOMER EXPERIENCE

咖啡师如何能够提升顾客的消费体验
文_Andrew Hunt
The Grounds Roastery 培训经理

需要让咖啡师了解如何满足顾客的特殊需要，但同时也要设定底线，
因为在你与顾客交流的同时，其他顾客还在排队！总的来讲，如果能多花
30秒时间了解顾客的真实需求，这一时间成本绝对是值得的。

？

要平易近人
如果你经营的精品咖啡馆，你的咖啡师和员工必须能够做到帮助顾客

了解为何这里的咖啡被称为精品，因为对于多数人来讲，咖啡就是咖啡，
但通过服务，你能够创造增加咖啡价值、提升消费体验店的绝佳机遇。你
的团队必须知道每款咖啡的来龙去脉，并能够帮助顾客去学习和了解咖啡
的价值。
但要选择对时机，一天当中的第一杯咖啡一定是顾客想要的，但如果
他们在下午回到这里，这说明让他们尝试其他特殊种类咖啡，例如单品意
式浓缩或手冲咖啡的机会到了！如果他们不喜欢，还是换回他们习惯的咖
啡种类，所有顾客都会对这种服务方式表示尊重和认可。
在介绍时最好先从产地、豆种和处理方式开始介绍，并告诉顾客这种

图片由Unspash提供，Nathan Dumlao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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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最明显的三种口味特征，这些特征一定是顾客一喝便能感受得到的，
切忌不要让顾客感觉厌烦或过于复杂，从而失去对咖啡的兴趣。

大叶禅畅想空间
文_邵鸿雁
   普洱市思茅区星海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

大

VIP茶室、沙龙讲学区等。

叶禅畅想空间是帝泊洱茶吧在2018年

干、玛格丽饼、普洱茶点、红茶茶点

创设的新式体验茶馆，帝泊洱茶吧是

茶吧主要提供的饮品菜单如下：

云南天士力帝泊洱生物茶有限公司在

★ 纯茶珍类：甘醇、红茶、生菊、熟菊、

冰淇淋、茶香冰淇淋、鲜奶布丁、红茶果冻、抹

普洱市区设立的集品茶、休闲、娱乐、讲学等多

柠檬红茶、姜红茶、陈皮普洱、古茶、100记古

茶卷、蛋挞、三明治、歌剧院、蓝莓芝士、草莓

种功能于一身的营业场所。

茶、1800记古茶

芝士

★ 甜点：Mini冰淇淋、辣木冰淇淋、洛神花

云南天士力帝泊洱生物茶有限公司是一家以

★ 花草茶茶饮：玫瑰红茶珍、大枣普洱茶

大叶禅畅想空间因每晚有一位公司高层在

生产深度萃取普洱茶珍（DEEPURE）而著称的

珍、金菊甘草普洱茶珍、葛根普洱茶珍、九尊护

此值班，引导茶客们喝茶，格外受到茶客们的喜

企业，是位于天津总部的天士力集团在中国投资

肝茶

爱。无论是山头茶，还是不同门类的茶，值班人

最大的分公司。
帝泊洱茶吧以帝泊洱茶珍作为主打产品，
旨在打造让客户进店深度体验帝泊洱系列产品的
空间，茶吧总共分为两层：一层设有顾客休闲品
茶区、产品展买区、大叶禅畅想空间；二层设有

★ 果茶茶饮：柚蜜果茶、冰柠茶、柠檬
汁、鲜榨果汁
★ 奶茶茶饮：香醇奶茶、红豆奶茶、燕麦
奶茶、燕麦酸奶、摩卡普洱
★ 点心：鲜蛋黄饼、茶香酥饼、抹茶饼

员可以讲得明明白白，茶客们也可以提供品饮后
的意见，更可以聊与茶相关的各种话题，真正做
到了“畅想”。
说起“畅想空间”，这个理念是公司总经理
贾黎晖先生的提议。“大叶禅”本是公司传统普
洱茶的品牌，云南普洱茶是以云南大叶种为原料
制成的，“禅”意为“神定思考”。在大叶禅畅
想空间，茶客们可以一边喝茶，一边自由畅想与
茶有关的一切。
最近公司生产的一款棒棒茶，是把茶珍做成
“珍宝珠”棒棒糖的样子，想喝普洱茶的时候，
就把“棒棒糖”放在杯子里搅一搅，按照自己想
要喝的浓度，适当控制搅动的时间。
茶吧现任店长苏陈女士因广结天下，为茶吧
吸引了不少人气，樊登读书会、个性书架、各类
分享会讲座等定期或不定期在茶吧举办，更为茶
吧增添了不少文化气息。
品大叶禅，悟平常心，大叶禅畅想空间，是
一座不可错过的现代茶吧。

大叶禅畅想空间
地址：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茶苑路34号
电话：0879-2312688
微信联系人：15087968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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椿予，创造茶叶消费无限可能
文_王贺 / Jacob
   椿予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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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是椿予创始人Jacob，虽然家族里已

装设计固有功能以外，探寻更多可能，思索如何

经做了30多年的茶，也一直喜欢喝

更好减轻茶的文化负重，让喝茶这件事回归根

茶，但我之前一直对做茶这个事业没

本，通过设计让产品更友好。

境下冷泡8小时以上，冷泡浸泡后带甜味的氨基

有太过强烈的感觉。在英国学习、生活了7年之

用有别于传统茶叶包装的视觉体
现告诉大家，茶也可以这样做。

酸会先溶出来，而茶多酚和咖啡因成分浸出又慢

为了营造一个自然舒适、打破传统界限、重

热水中更容易浸出来，这样增加清甜的口感，小

后，回国在国内投资公司从事金融工作，一切看
起来毫无违和感。

只有优质的茶叶，才能通过冷泡的检验。
我们优选了4款茶叶，用冰水在4℃低温环

又少，这样就减少茶叶的苦涩味，因为咖啡碱在

后来慢慢发现生活中有很多喝茶的bug，习

视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现代智能化的喝茶场所，

惯了每天早上喝一杯热茶，但早上没有一家茶馆

在众多家具品牌中，我们最终选择了MUUTO，

★ 方式三：冰滴的茶（ICE DRIP）

可以在早九点买到一杯高品质的茶饮，并且可以

家具颜色明亮却不失气质，让整个茶空间，既表

堪称艺术品。

方便快捷的打包带走；工作日和客户见面，周末

达了时尚、年轻，又呈现了品质和高级感，店铺

接近冰点的温度过滤萃取，冰块溶化滴入过

和朋友聊天，没有一个这样的茶空间：现代化的

里面所有的家具全部都是从欧洲进口，历经30多

滤器的茶叶叶片上，叶片缓慢舒展释放，芳香物

氛围、智能科技的设备、时尚舒适的家具、简简

天漂洋过海来到中国。

质缓慢释放，相对于冰泡更加芳香，而且细腻和

单单的喝一杯茶，没有繁琐的文化约束，茶就是
我们的日常生活。
于是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决定一起

这将是金融街打卡拍照地之外的一个全新的

分子的花果香物质被萃取出来。

微妙。

时尚ICON了，还在央妈、证监会、保监会、金

使用冰块萃取，整个过程十分缓慢，需要数

融街三个大金字的石头前拍照留念吗？在这拍出

小时之久，水滴在容器中缓缓凝聚，从容器口按

来的照片绝对是妥妥的INS风，一定会称霸你的

照固定频率滴下，经过茶叶杯过滤器过滤后，进

我们给心目中的她起了一个名字叫“椿

朋友圈，十几块6米挑高的超大落地窗，将明亮

入茶水容器，保留住未经热水破坏的儿茶素，锁

予”，来自《山海经》中的“八千岁为一椿，

和阳光统统俘获，这绝对是金融街唯一且标志性

住茶叶的茶多酚，整个过程虽十分费时，却如同

八千岁为一湫”。“椿”有长久之意，就像中国

的TEA LOUNGE了。

制作一个美丽的冰滴艺术品。

是茶的故乡，有千年的历史；“予”也代表着父

品质新茶饮

★ 方式四：氮气的茶（NITRO）

辈给予我们年轻一代的希望。

来椿予的正经事，当然是喝茶，还有你从未

甘甜醇厚的口感。

做一杯属于我们自己的饮品。

这个名字，非常传统，但是他的表现形式却

体验过的喝茶方式~

氮气在饮品领域运用已经非常普遍了，

由“国家一级评茶师”在两千次严格的评茶

氮气属于惰性气体，无毒无害无任何色味添

把生活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筛选后，甄选出最具口味特点的11款品质好茶，

加，高压下溶于茶汤中，当氮气从压力筒中

谁说茶包装只能用大红大绿，我们要用黄色

分别拥有不同的口感，甜、鲜、醇、香...还有椿

倒出，压力变小，氮气就会从溶解的状态膨

的鲜明个性、忠诚与光明和蓝色的冷静，理性与

予独一无二的混合茶，这是上百次试验后研发出

胀，变成细小的泡泡。这些小气泡就是分子

稳定来表达我们创新的主张。

的“大招”，绝对是前所未有的味蕾体验。

料理中所说的Sweet Foam，它在舌面上破

★ 方式一：手冲茶（HAND DRIP）

裂的过程，会让大脑觉得“甜”！这些细小

粹的颜色，就像我们只做茶，忠于茶本身，体现

用水壶将热水注入盛有茶叶的滤网中：热水

的气泡，会让液体的触感变得更加顺滑、绵

茶本质，而只有蓝和黄才能融合成绿，绿代表生

与茶叶充分接触之后，将其中美好的成分萃取出

密，并带来类似奶油的口感，也就是我们感

命以及生命的状态，代表新生，代表希望，代表

来，然后茶汤再透过滤网跟茶渣分离，凡是这样

受到的“浓郁感”。

茶最原本的色彩。

冲泡出来的茶，我们都称之为“手冲茶”。

又体现了年轻、活力、创新、睿智。

二者为原色，即不可调和的基本色，是最纯

我们大胆的采用了黄色、蓝色作为品牌整体
的基调，来表达我们爱茶、做茶的态度。

不同的水温、不同的浸泡时间，茶的味道自
然会有所不同，品味不同的茶香、甘味，用小伙

★ 方式五：可以吃的茶
吸收一片叶子所有的精华。
店内有一款泡完可以直接食用的茶叶，品质

通过T-BOX，我们希望能够挖掘茶包装除了

伴的话说这是“最COOL的泡茶方式”了。

上乘柔软细嫩的叶片，你猜到是哪种茶叶了吗？

视觉美感以外的其他方面体现，可再利用，使用

★ 方式二：冷泡的茶（COLD BREW）

如果你知道的话，告诉店员正确答案，可以免费

更方便，或更好呈现产品。在大众了解认知的包

炎炎夏日不来杯冷泡茶怎么过？

品尝茶叶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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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有三年了，从特别喜欢咖啡拉花，到后来的从
业谋生，在这条咖啡的道路上不断学习和提升自
己，让大家更喜欢现磨咖啡，喜欢咖啡制作过程
的乐趣，希望通过这次金米兰咖啡学院的课程，
能让我对咖啡了解更深一步。

戴维

赵风

刘智兴

由艾哲咖啡提供的1名Q-Grader培训
课程，培训讲师为Tim Heinze

张海燕 Rainbow

戴维

从事咖啡师行业有一年半了，感谢提供的这次机

地区：上海

会，希望通过在金米兰的学习，能够接触到更多

毕业后从事时间最久的行业和最大的兴趣都与咖

专业的咖啡知识及技能，让自己更专业，为更多

啡相关，在产业链各个点都有接触和工作，前主

的顾客带来魅不可挡的咖啡之旅。

公司：COSTA COFFE
职业：咖啡师

地区：上海

从业时间：一年半

要从事咖啡生豆贸易、咖啡培训教育以及品牌市

张海燕

徐磊

场的相关工作。 身边有很多热爱咖啡的从业伙

徐磊

伴，也有很多喜欢喝咖啡的客人和朋友，无论

地区：北京

是工作还是生活，咖啡已经是生命的大部分，

一个获得了SCA咖啡师证书的咖啡忠实追随

当然，最喜欢的还是简简单单站在吧台给客人服

者，一直向周围的朋友，同事传播咖啡知识和

务，做一杯咖啡，一起聊聊天。

咖啡正能量。用短短的几分钟时间，为自己、
家人、身边的人，制作一杯高品质咖啡，是我
的自豪，同时也是一种享受，“不为咖啡因去

李娇

喝咖啡”是我在每次宣讲咖啡知识的第一句

藏茜

话。希望能学习到更多的咖啡知识，然后将它
传递给更多爱咖啡的人。

李娇

吴丽玲

田曾

由金米兰咖啡师培训学院提供的12
名基础咖啡师课程

公司：舜若多咖啡有限公司
职业：咖啡师

地区：贵州贵阳

从业时间：2年

个人介绍：接触咖啡两年，热情不减，入坑且想
赵风

越陷越深，喜欢和客人分享咖啡知识，喜欢逛

公司：埃沃咖啡
职业：咖啡师

地区：河北石家庄
从业时间：2年

馆，因为咖啡也认识很多小伙伴，很幸运抽中这
次的课程，可以学习很多新的知识。

收到忽然中奖的大惊喜很感动，也很谢谢，希望
颜小美

杨晶晶

通过这次学习可以把自己所学的咖啡知识能够清

藏茜

晰化、专业化。

地区：北京
很荣幸有机会参与了SCA咖啡师学习，让我从一

刘智兴

个咖啡小白爱好者可以更深入的了解自己喜欢的

公司：啡尼咖啡工作室
职业：培训师
杨辰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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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洋

地区：天津

从业时间：3年

特别感谢提供的这次学习机会，从事咖啡行业已

咖啡，外出爬山时可以很轻松的给朋友们冲泡一
杯手冲咖啡，享受风光享受咖啡，云在青天水在
瓶，咖啡在杯里。

关于详细报告介绍，请参看36-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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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丽玲
公司：墨乙咖啡馆

地区：成都

轰炸机工作室
淘宝店铺名：咖啡渣渣小易

职业：准咖啡馆主
骨灰级的来了，我应该是咖啡因嗜瘾者吧，咖啡
喝了快40年啦，从来都不知道来龙去脉，这次能

ADACREW
微 信：adacrew

参与这个活动真是太感动了，让我终于有机会打
开咖啡的面纱，好好的认识这个一辈子的朋友。

拉玛瑞科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电 话：400-808-3928
官 网：china.lamarzocco.com

北京我来了！更要感恩啡言食语让我有这个机
会，你是上帝派来的小天使。

田曾
公司：大卫田咖啡
职业：咖啡馆主

地区：河南新乡
从业时间：5年

Australia Cafe School
澳大利亚咖啡馆经营管理学校
邮 件：info@cafeschool.com.au
官 网：cafeschool.com.au

从兴趣到学习，从学习到开店，从开店到积累经
验，从经营一家店到经营四家店，咖啡已是除去

电
邮
官

话：135 6602 4068
箱：haidong.li@marco.ie
网：www.marco.ie

生活的几乎全部。学习咖啡知识，是一个漫长的
过程，从学习中找到，把知识“落地”的方法。
一直在努力着，从开始到以后，秉承坚持，做每
个人都喝得起的好咖啡。

BWT water+more Deutschland GmbH
电 话：+49 611 580 1912
电 话：sandra.kaltner@water-and-more.de
电 话：www.bwt-wam.com

颜小美

北京金米兰咖啡有限公司
官 网：www.milangold.com.cn

地区：景德镇
3年前到景德镇是想陶瓷，沒想到最先学会的是
做咖啡，天意！

杨晶晶
地区：杭州

Cafe Pulse
电 话：+61 423 200 206
邮 箱：David@pulseplus.com.au
官 网：pulseplus.com.au

雀巢专业餐饮（北京分公司）
电话：010 6418 5655
官网：nestle.com.cn

09年第一次接触咖啡，到15年接触精品咖啡，一个
励志要将爱好转化为职业的咖啡迷。16年因为喜欢
RB 粉锤
官 网：coffeetamper.com

考了Q，为了做一杯自己喜欢的咖啡考了SCA的研磨
和萃取高级，在咖啡的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喜欢跟
身边的人分享咖啡知识、分享自己做的咖啡。

杨辰昱

咖啡沙龙 / Coffee Salon
官 网：coffeesalon.com
电 话：020 3637 9496

公司：skp RDV 地区：西安
职业：咖啡师 从业时间：半年

SIAL China 中食展
电 话：021 6217 0505
邮 箱：sialchina.com

一名咖啡狂热爱好者，抱着无限热情加入这个行
业，希望将更多的咖啡知识和更好喝的咖啡带给
周围的所有人，让更多人爱上咖啡。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CTMA）
电 话：010 6602 6132
官 网：expo.ctma.com.cn

尤洋
公司：抹云咖啡 地区：上海杨浦

杭州味全食品有限公司外食餐饮事业部
电 话： 021-80188725
官 网：www.weichuan-sh.com.cn

职业：咖啡师 从业时间：2年
从几年前高考时的提神饮料，到后来喝到了人生第
一杯手冲，渐渐的爱上了这杯美妙又蕴含着丰富的
人文历史的饮料。现在咖啡师成为了我的职业，把
咖啡文化传播给更多的人成为了我的使命。

Golden Bean
金豆杯咖啡烘焙大赛和行业研讨会
澳大利亚赛区：
电 话：+61 2 6583 7163 / +61 419 287 608
官 网：goldenbean.com.au

World Tea Championship
官 网：worldteachampionship.org
（排序按照商标/公司首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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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努力着，从开始到以后，秉承坚持，做每
个人都喝得起的好咖啡。

BWT water+more Deutschland GmbH
电 话：+49 611 580 1912
电 话：sandra.kaltner@water-and-more.de
电 话：www.bwt-wam.com

颜小美

北京金米兰咖啡有限公司
官 网：www.milangold.com.cn

地区：景德镇
3年前到景德镇是想陶瓷，沒想到最先学会的是
做咖啡，天意！

杨晶晶
地区：杭州

Cafe Pulse
电 话：+61 423 200 206
邮 箱：David@pulseplus.com.au
官 网：pulseplus.com.au

雀巢专业餐饮（北京分公司）
电话：010 6418 5655
官网：nestle.com.cn

09年第一次接触咖啡，到15年接触精品咖啡，一个
励志要将爱好转化为职业的咖啡迷。16年因为喜欢
RB 粉锤
官 网：coffeetamper.com

考了Q，为了做一杯自己喜欢的咖啡考了SCA的研磨
和萃取高级，在咖啡的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喜欢跟
身边的人分享咖啡知识、分享自己做的咖啡。

杨辰昱

咖啡沙龙 / Coffee Salon
官 网：coffeesalon.com
电 话：020 3637 9496

公司：skp RDV 地区：西安
职业：咖啡师 从业时间：半年

SIAL China 中食展
电 话：021 6217 0505
邮 箱：sialchina.com

一名咖啡狂热爱好者，抱着无限热情加入这个行
业，希望将更多的咖啡知识和更好喝的咖啡带给
周围的所有人，让更多人爱上咖啡。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CTMA）
电 话：010 6602 6132
官 网：expo.ctma.com.cn

尤洋
公司：抹云咖啡 地区：上海杨浦

杭州味全食品有限公司外食餐饮事业部
电 话： 021-80188725
官 网：www.weichuan-sh.com.cn

职业：咖啡师 从业时间：2年
从几年前高考时的提神饮料，到后来喝到了人生第
一杯手冲，渐渐的爱上了这杯美妙又蕴含着丰富的
人文历史的饮料。现在咖啡师成为了我的职业，把
咖啡文化传播给更多的人成为了我的使命。

Golden Bean
金豆杯咖啡烘焙大赛和行业研讨会
澳大利亚赛区：
电 话：+61 2 6583 7163 / +61 419 287 608
官 网：goldenbean.com.au

World Tea Championship
官 网：worldteachampionship.org
（排序按照商标/公司首字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