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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

雀巢杯 LAS 拉花对抗赛

Hotelex 4 月 1 -4 日
第二十八届上海国际酒店及
餐饮业博览会 上海
www.hotelex.cn
4 月 11-14 日 Coﬀee Expo
seoul 2019 韩国 首尔
4 月 11-14 日
Global Specialty Coffee
Expo 美国波士顿 世界咖啡
师大赛（WBC)

5 月 14-16 日
SIAL China 中食展
www.sialchina.cn

6 月 6-8 日 WORLD OF
COFFEE BERLIN 德国 柏林
6 月 21-24 日
2019 春季北京国际茶业展

7 月 1-3 日
Hotelex 2019 年第四届北京
国际酒店用品及餐饮博览会

8 月 28-30 日
Hotelex 2019 年第六届成都
国际酒店用品及餐饮博览会
9月
GOLDEN Bean North
America 北美金豆杯烘焙大
赛 美国那什维尔
11 月
Golden Bean Australia 澳
洲金豆杯烘焙大赛 澳大利
亚塔姆沃斯

4 月 19 日 青岛站
4 月 26 日 成都站

5 月 24 日 苏州站
5 月 30 日 上海站

6 月初 台湾站
6 月 14 日 武汉站
6 月 28 日 北京站

WTC 赛事和培训

4 月 28-29 日 WTC 国际评
委培训（短班）成都
4 月 30 日
WTC 国际评委考试 成都

Roasting Curves Course
澳洲咖啡大师烘焙课
James Craig

4 月 6—8 日 上海站
4 月 9—11 日 上海站
4 月 13—15 日 青岛站

其他安排

澳 洲 大 师 Sean Edward 咖
啡厅轻食课：
4 月 2 日 上海站
4 月 4 日 上海站
4 月 7 日 苏州站

5 月 1-2 WTBC 2020 精 品
茶叶冲煮大赛单场赛 成都
5 月 10—11 日 WTC 国 际
评委培训（短班）上海
5 月 12 日
WTC 国际评委考试 上海
5 月 14-16 日 WTBC 中国精
品茶叶冲煮大赛全国赛 上海
6 月 15—18 日 WTC 国 际
评委培训（长班）北京
6 月 19 日 WTC 国 际 评 委
考试 北京
6 月 21-22 日 WTBC 精品
茶叶冲煮大赛单场赛 北京
6 月 23-24 日 WTTC 中 国
精品茶叶品鉴大赛全国赛
北京

7 月 4 日 深圳站
7 月 7 日 香港站
7 月 11-12 广州站
7 月 26 日 全国总决赛 上海

6 月 25—27 日 北京站
6 月 29 日—7 月 1 日
北京站

（未完待续）

7 月 4—6 日 深圳站

未完待续

（告一段落）

8 月 30 日—9 月 3 日
成都站
9 月 4—6 日 昆明站
9 月 9—11 日 武汉站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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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年的第一期刊物捧在手心啦，即将在4月
初的上海HOTELEX和大家见面。

本期有多篇好文，而且这些文章来自于咖

啡餐饮行业的第一线人员，有单纯的国内或国外
经验，美食无国界，也有旅居海外的华人体验和
众多为国内咖啡行业付出努力的老外们，在不同
的经营环境下，每个人都在努力的奋斗着。

本期有多款技术革新项目和研究，例如，

冷冻技术对意式浓缩萃取的影响，解放咖啡师
的 PUQpress全自动压粉器，颠覆传统浸泡式和

滴滤式咖啡器具，采用全新的压滤式的“D特
压”。也有多项经营上的新尝试，别家咖啡烘
焙或者多渠道采购精品咖啡烘焙，咖啡和烘焙
结合、咖啡和美食结合，在寻求成功经营模式
上，咖啡人一直在改变、寻求和尝试，力图顺
应市场并取得突破。

咖啡餐饮行业对于女性从业者来讲，往往

有更多的困难需要克服，也希望我们每一期的女
性职业人的介绍，能够给希望从事这个行业的女
性带来更多可以借鉴的经验，请看本期的“苏园
爱咖啡”和“从白领到咖农”。

作为茶叶大国，我们也遇到了瓶颈，在传

4

统茶艺备受挑战，而现代茶技和跨界合作有待发
扬光大的过渡阶段，带给茶人们的不仅仅是困

惑，更多的是渴望不停尝试新事物的愿望，新旧
的交融，可能迸发出不一样的前景，让我们一起
努力体会传统，把茶的品尝带到更务实、更加注
重感官体验的层面！单纯为一杯好茶！

一年之计在于春！在这个万物复苏，欣

欣向荣的时节，好好规划一下今年的工作和生

活。2019年，对于过去几年我们推广和努力的
项目，比如，刊物和微信、雀巢杯LAS拉花对抗

赛、WTBC和WTTC精品茶叶赛事、咖啡烘焙和
咖啡餐饮行业一年一度的市场调查，仍旧是我们

主推的项目。另外，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今年
也将推出一系列新的变化，比如，为了满足不同
地区对于咖啡文化知识的渴望，我们将开始把这

些知识带到你们需要的地方去，James主导参与
的咖啡烘焙课程、WTC系列赛事的单场赛事和评
委培训及考试，还有咖啡冲煮和咖啡厅食物，请
参看本期封三的比赛、活动和课程的时间表，内
容还在不断更新当中。

好文太多，无法一一介绍，请大家阅读为

快吧，期待着2019年的成功！

David Parnham 王大卫 / 特别策划 + 顾问
电话：+61 423 200 206
微信：CCMDAVIDP
邮箱：davidp@cafeculture.com.cn
黄丹阳 Dani / 培训总监
电话：+86 136 7974 1108
邮箱：wtc@cafecultur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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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婷文 Winnie / 文字编辑
电话：+86 155 5961 5587
邮箱：ccmagazi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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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旭佳 Kathy / 英文翻译
电话：+86 188 1110 9475
邮箱：translator@cafeculture.com.cn
声明
本刊物为会员专享刊物，内容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允许，
请勿转载和其它任何形式的引用。本刊物广告或文章所
表明观点，不代表本刊观点。如您提供任何更正信息，不
需承担提供信息正确性的责任。
联系信息
网址：www.cafeculture.com.cn
电话：+86 10 8774 6620
邮箱：info@cafeculture.com.cn

The 5th

Wave of Specialty Coffee

怎样理解
“第五波咖啡浪潮”？
文_DAVID PARNHAM

Cafe Culture International 市场调研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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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星巴克、COSTA等国际连锁品牌，以及国际烘

多大型精品咖啡企业，从这段经历中，我们似乎看

厅，例如星巴克臻选、漫咖啡、Grey Box等主打

018年12月，我很荣幸出席了北美金豆杯

咖啡烘焙大赛，并走访了美国的精品咖啡

之乡 — 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那里聚集着

焙品牌，例如 ILLY 和 LAVAZZA；

“第三波”的主导是精品咖啡，大型连锁品

顾客体验的进步程度并不匹配！以下是我们用来
形容“第五波”浪潮的几个关键词：

以上内容是我在美国精品咖啡之旅中所领悟

Verve、Stumptown、Water Avenue、Proud Mary等众

牌以外的小型独立品牌，以及新型连锁品牌咖啡

并和伙伴们讨论出来的，我认为这些内容值得继

到了咖啡的“第五波浪潮”正在悄然兴起。

新鲜烘焙高品质咖啡的品牌；

进一步归纳为三大类，这种分类可以被看做是未

那么，什么是“第五波浪潮”？中国不是正

“第四波”是如今正在进行的一波浪潮，其

在经历“第三波浪潮”吗？

起源大约在2010年左右，主要专注于咖啡品质

家带来了一张非常实用的咖啡浪潮定义表，从中

成功决定着我们是否能够顺利进入“第五波”；

为了让大家对这个概念更清晰，今天我给大

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每一波浪潮的核心和特点，以
及我们正在经历的阶段。

不同咖啡浪潮的特点

“第一波”的主导是速溶咖啡或低品质咖

啡，零售、办公室、旅行用的咖啡并非都是速溶
咖啡，在此先不展开叙述；

“第二波”的主导是大型连锁咖啡品牌，例

咖啡浪潮

的完善、稳定和科学“正确”，“第四波”能否

但是，“第五波”的主题究竟是什么？虽然

续仔细探讨，通过对美国咖啡市场的观察，我们
来5年内咖啡厅成功的一种经营模式，即：本地

化、真诚、出色。

现在让我们来一一进行阐述。
本地化

在澳大利亚，我经常去的家附近的本地咖啡

这么说有点冒险，但我敢说，“第五波”不光是

厅，是家的另一种存在形式。除家以外的“家”

“王道”，因此，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如何善

也都认识你，你可以在那里暂时逃离现实生活，

咖啡科学，出色的品质和一流的服务将是未来的
待我们的顾客，以及如何引领哪些刚刚接触咖啡
行业的人走上正轨……

也就是说，我们此前的精品咖啡发展速度和

便是本土化的核心所在，即便不在家里，所有人
甚至可以和那里的咖啡师直接讨论个人问题。请
相信在澳洲的咖啡馆，你作为一名老主顾，绝对
拥有这个权力，至少咖啡厅的伙伴们正在往这个

第一波

第二波

第三波

第四波

第五波

核心

传统咖啡文化

主导产品类别

20世纪

20世纪中期

2000-2010年中期

2010年左右

2010-2020年中期

零售/超市品牌

咖啡连锁品牌

精品烘焙品牌

个性自家烘焙

智能商业理念

主要动力

提神

享受

热爱

迷恋

出众

时期
特点

功能性

连锁品牌

生活方式

精品咖啡

精品

咖啡科学

科学

咖啡商业

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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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努力，对于一些风格很好的咖啡馆，例如我
经常在悉尼去的咖啡馆，每位员工都知道我的名
字，知道我爱喝什么，经常会和我闲聊，至少在
客人不多的时候是这样的！但我们仍不能说澳洲
的“第五波”已经成功了......

而在美国，很多新一代咖啡馆正在向亲和

的方向发展，例如，咖啡厅的的设计能够促进
咖啡师与顾客之间的交流，同时也为那些只想

喝了那杯咖啡就走的人提供了便利。这些细节都
很重要，例如咖啡机摆放的位置，磨豆机要放
在门口旁边，厨房要是开放式的，要设有精品
咖啡手冲吧，咖啡厅的入口和出口必须经过精
心设计等等，满足了这些条件，才能真正称得

上是“第五波”咖啡厅。我们能在Blue Bottle、
Intelligentsia、Verve、Proud Mary、Stumptown、
La Colombe 和星巴克臻选等咖啡厅对这方面的

细节进行把控，其目的就是让顾客的流动更加高
效，让顾客想要迈步走入他们喜爱的咖啡馆。

另一个在咖啡厅设计上的细节，便是咖啡厅

的整体风格和建筑风格需要非常的协调，能给人
带来一种引人入胜的感觉，即便是在连锁咖啡厅

起，亦或是与商业伙伴会面，本地化的咖啡厅都

一方而忽视另一方。

大型跨国品牌 JAB Holding Company 控股的，或

咖啡满足。

能只有咖啡这一种饮料，现在看来“第三波”和

也需要如此。你不必知道 Intelligentsia 其实是由

者 Blue Bottle 的大股东是雀巢，因为你从咖啡厅
的设计风格中看不出这些，但是，咖啡厅的设计

能让你感觉到舒适、放松，能够给你带来最大的
真诚

真诚意味着权威，意味着你需要了解咖啡

并不是一板一眼、非常刻意的，反而是诚恳、贴

的产地、处理方式、豆种，意味着你需要了解当

关键点在于：对细节的把握，决定了你能否

咖啡厅发展的可持续性。理解产地对于“第五

近当地人生活风格、能够体现出品质的。
提升顾客的消费体验。

无论是自己去喝咖啡，还是跟家人朋友一

地消费者的分类和个人喜好，真诚能够为你带来
波”咖啡文化来讲至关重要，此外，你需要将每
一种咖啡的特征和老主顾的喜好联系在一起，为
他们打造专属的风味体验；你还需要提供杯测结
果，以及饮品的制作配方。

其实，真诚就是将“第三波”和“第二

波”区分开来的关键点，但我认为在从
“第三波”向“第四波”发展的历程

中，这一关键点似乎被人忽视了，例

“第四波”浪潮的咖啡在某种意义上与顾客失去
了联系，因为即便顾客强烈反对，我们仍然一再
地强调咖啡不能加糖浆，我认为“第五波”不应
该是这样的。“第五波”的咖啡厅应该用自家

制作的糖浆制作焦糖拿铁，而非用从外面直接买
来的风味糖浆；在中国，或许你是第一次听到这
样的观点，我认为在美国已经有咖啡厅做到了。
亲爱的读者们，你们是否也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如果是的话，一定要告诉我哦……，但我们要追
求的是一种具备“我的配方、我的真心、我的灵
魂”，并且能够让顾客大吃一惊的饮品，这才是
真真正正的“第五波”！

上述趋势，我们已经在很多美国各地的咖啡

如，在追求“完美风味”的路上，

厅亲眼见证了，例如，用氮气咖啡混合香草味杏

微生物环境，即“可控发酵”，

精品连锁咖啡馆，味道真的好极了！我们还在一

很多人尝试去干预和改变产地的

虽然这样得出的风味很特别，但
对于产地的微生物生态无疑是破

坏性的，而且有悖于“真诚”的

初衷，我们必须要保护好产地，因

为这才是咖啡生长最自然的方式。

或许我应该在另一篇文章中单独为大

家论述这一观点，但总的说起来，我们必

须同时关注人和环境，而非目光短浅地只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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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我认为咖啡厅的饮品单上不

仁奶制成的拿铁，创作出这种咖啡的是一家美国
家咖啡厅（或许有更多）见到了“果汁特饮”，
这是采用了醋、糖和香草茶来制作的一种饮品。
对于类似的饮品，虽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但
至少他们在向着提升顾客体验及“第五波”咖啡
文化的方向在努力。面对即将来袭的“第五波”
咖啡浪潮，你会怎样做呢？
出色

只有当技术和一流的顾客服务相结合，你才

做到了真正的出色。

需求是巨大的，对于连锁品牌，例如 Blue Stone

发展非常快速，作为经营者，你需要通过阅读这

方向努力，但我很惊讶在美国只有在这种连锁咖

思考自己应该何时、何地，根据本地顾客现阶段

一家真正成功的咖啡厅，咖啡必须是由专业

Lane、Proud Mary 和 Blue Bottle 已经在向着这个

务必须是面带微笑的，并且会亲切地询问你的名

啡馆，你才能同时享受到一杯像样的咖啡（参照

人士萃取的，品质也必须是稳定的，咖啡师的服
字，有谁会拒绝这样的咖啡厅呢？

有人说，未来的咖啡馆只有机器人负责做咖

啡，只有极少数的顶尖服务生服务，我并不认为

澳洲的标准）和像样的早餐，对于其他大部分咖
啡厅，只能做到其中之一，期待在不远的将来，

篇文章，迅速找到自己在身处哪一个阶段，进而
和未来的需求，来采取行动，这正是这本刊物希
望启发和引导你的。

让我们继续努力，收集数据，始终保持微

这一局面会发生改变吧。

笑，去了解你的咖啡来自哪里，了解如何才能做

早，因为机械工程学目前制造出能够冲泡品质接

四波”正在快速发展，尤其是在北京、上海、成

顾客需要，就给他们做一杯奶油焦糖星冰乐吧，

到底萃取的对不对，机器无法品尝，而且未来很

功立足，西方咖啡文化正在受到更多人的欢迎，

会是这样，至少不完全是，而且目前看来为时尚
近完美咖啡的机械臂，而且必须有人来品尝咖啡
长一段时间也不会，你觉得呢？

咖啡厅的员工以及员工和咖啡师的专业培

训，会是未来咖啡厅发展的重点领域，我不认为
只会做咖啡的咖啡师未来会吃香，未来的用人导
向一定是以顾客体验为核心的，至少在这方面，
情商要比智商重要很多。

我们的咖啡产业身处何处？

在澳洲，我认为人们正在经历“第四波”，

并且有少数咖啡厅已经具备了进入到“第五波”

在中国，尤其是在一线城市，我们看到“第

都、武汉、广州、厦门等地，精品咖啡厅已经成

总而言之，出色的顾客服务和咖啡厅主

题是咖啡厅获得长远成功的关键，欲了解更多

“第五波”咖啡浪潮迈进。

Success”专栏文章。如果您对上述文章内容感

Arabica、Soloist、Metal Hands 等本土品牌向
总体上，我认为全球的很多精品和美食咖啡

厅在咖啡艺术与科学相融合这方面做得还不太够，
虽然其中不乏一些品牌已经在这一领域有所尝试，
但还有很多人仍在不知所以，不知道自己在谈论什
么，不过，至少他们心中的方向是正确的。

从科学家的角度，科学或是相对科学，在很

多烘焙公司和咖啡馆都是缺失的。

洲的咖啡馆，其咖啡的超高品质确实值得肯定。

国，我认为我们距离真正的科学已经不远了，而

在美国，我认为消费者对于本地化咖啡厅的

再在上面放一粒樱桃，千万不要让他们失望！

我们已经等不及看到 SeeSaw、Grey Box、%

的关键因素，本地化的咖啡文化是澳洲咖啡的特
色，至少我家附近的咖啡馆是这样的，很多在澳

出最好喝的咖啡，哪些才是你的目标顾客；如果

详情，请关注我们每周定期推送的“Reaching
兴趣，请扫描刊物封面二维码，并关注我们的
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在网上查看往期刊物的
“Skillful Roaster”专栏文章，也可以直接与我
联系。

感谢阅读！

在中国、澳洲、意大利、法国、英国和美

且我们即将把它与竞品咖啡有机结合。这一趋势

CCM 网站

啡言食语微信

纸质刊物

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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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RPRESSO 杠杆浓缩咖啡机
“不插电”情怀

以

经典的手动杠杆机为灵感，LEVERPRESSO杠杆浓缩咖啡机应运而生，
体积较小，可根据压力、水量、萃取时间来调整出咖啡味道。典型萃

取时间为15-30秒，在1-10秒之间萃取，咖啡往往会变得更酸，10-20秒之间
萃取，将会增加带甜的风味，若将萃取时间延长至20-30秒，层次变化上则
会更丰富，降低压杆阶段结束时的压力，可以减少咖啡中的苦味。

HOFFE Ⅱ 咖啡冲煮器具
今天热饮，明天冰滴

H

OFFE Design是一家设计开发咖啡产品的品牌，每一项设计都坚持自主
开发与台湾当地生产，也都申请两岸的设计专利。

其实，关于冰滴和手冲滴滤合二为一的器具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这款器
具整体材质上采用台湾莺歌全瓷土高温烧制，双层隔热设计，直接拿取不烫
手，既保温又保冷，所以这种设计其实本身良品率并不算高，生产成本还是
比较大的。同时这款器具的可调节式注水设计，咖啡浓淡可以轻松搞定，水

全新LEVERPRESSO 2.0版透过杠杆控制，可以感受到这些微妙的味道差
异，其加压滤网采用标准规格，无底缸式过滤器由不锈钢制造而成：
★ 强化底部活塞：避免长久使用后变形；

★ 防滑纹路与特殊角度：让杯缘接合处更易开阖；

★ 不锈钢分水网进化：让滴水更均匀，充分萃取咖啡风味；
★ 加压滤网：更能完美萃取出一杯，富含咖啡油脂。

颠覆传统手压咖啡机的体验，一体成型便利好携带，体积小，结构坚固，
无需电力，适合每天都想喝新鲜风味咖啡的你。
众筹价格：早鸟价约2,680新台币≈590元人民币
更多产品详情，请登录：leverpresso.com

滴式萃取，在家也能制作冰滴咖啡。有别于一般开放空间萃取的作法，它具
备专利密闭式高温萃取层，其实是有点类似聪明杯的性质，会让整个萃取过
程更完整；专利分水盘注水技术，还可以调节水流大小，当旋钮垂直时是最
大的水流，也就是可以适用于热水冲煮，让咖啡均匀萃取，风味稳定。
未来正式售价为4,650新台币≈1,021元人民币。
更多产品详情，请登录：hoﬀecoﬀee.com

Gina智能咖啡机
一款旅行便携式多功能智能咖啡机

G

ina咖啡机是一款将冲煮、冰滴/滴漏式萃

取与法压式萃取三合一的多功能智能咖啡

机。机身带有一个精密的阀门，可以帮助控制咖
啡萃取的流速，钢制框架自带蓝牙功能，您可以

下载Gina APP应用程序，将咖啡机连接到智能设
备上，以此测量咖啡粉的使用量，并精确地定制
一杯完全适合您个人口味的咖啡！

这款咖啡机在2018年获得了RedDot

ProductDesign奖，它能让您体验到旅途中咖啡无
限量续杯的乐趣！

更多产品详情及购买，请登录：goat-sto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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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COFFEE 挂耳咖啡
享受世界级咖啡烘焙师的完美之作

挂

耳咖啡于90年代在日本面世，以替代速溶咖啡，使人们办公或旅行

时可享受优质咖啡。随着包装机和滤袋的改进及充氮技术的发展, 挂

耳咖啡的新鲜度大大延长, 近年来已成为咖啡爱好者新宠。

FACT.COFFEE经反复测试，隆重推出了首批挂耳系列，在经过采摘及烘干
后，FACT.COFFEE咖啡豆直接被空运到烘焙室，在那里由FACT.COFFEE世
界级的烘焙师解锁每一粒咖啡的独特味道，生产出超高品
质的咖啡。

没有设备？没有时间？不用担心，FACT.COFFEE挂耳可完
全满足你随时随地对优质精品咖啡的需求。
更多产品详情，请登录：fact.coﬀee

咖啡文化产品

PUQpress Q2
深受咖啡师喜爱的压粉器

在高客流量的咖啡厅工作，如果你每天都要做500-600杯意式浓缩基底咖
啡，像 PUQpress一样稳定、高效的工具能够帮你避免很多手工压粉时可
能出现的失误。

PUQpress能代替手工压粉的操作，为你大幅节省时间，而且稳定高效，

几乎不会出错，尤其是在高峰时段，它能帮你免去手工压粉的压力，让你
有更多时间调试配方，更好地拨粉；尤其对于新手咖啡师来说，它能帮助
咖啡师更明显感觉出手工压粉和自动压粉的区别，让咖啡师的工作更酷!

Sanremo F18咖啡机
一款中高端技术与设计的新型咖啡机

S

anremo这款F18咖啡机拥有实时稳定的头组，同时能够实现对设定温

度的精准操控；实时稳定的电子控温（± 0.2 °C），软预冲泡和流动

活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水流和预冲泡时间；通过不锈钢“冷触”功能，防燃
设计，提高“拉花”蒸汽性能；完美的节能系统，保温材质和智能节能管
理，可节省能耗高达30%，机身还带有一个多功能显示器。
更多产品详情，请登录：sanremomachines.com

如果你想要提高工作效率，又不想牺牲服务品质的咖啡师和咖啡企业，那
么这款产品值得推荐！

更多产品详情，请登录：www.puqpress.cn/cc

La Marzocco KB 90咖啡机
设计感、形式与功能的完美结合

L

a Marzocco KB 90是专为繁忙的咖啡馆打造的具有革命性设计的新型

商业机器，它将有效帮助咖啡师提高工作效率，实现了意式浓缩咖啡

机设计感、形式与功能的完美结合。凭借其专利的直进式手柄的创新设
计，KB 90不再需要像传统咖啡机那样需要扭转一定角度才能把手柄顺利

取下，这彻底改变了意式浓缩咖啡的制作模式，并显著降低了咖啡师手
腕受伤的风险。

除了“直通”手柄设计以外，其它特殊功能还包括头组蒸汽冲洗和滴滤

DELTER COFFEE PRESS-（D特压）
颠覆传统的“压滤式”咖啡萃取神器

功能则能在准确的时间点停止咖啡萃取，确保出杯精准，无需担心出现

正

型也具有维修便利的特点。

动、融合是不受控的，咖啡粉处于一个完全不受控制的系统里，咖啡的萃

预测等。头组蒸汽冲洗能够自动用水和蒸汽清洗头组，提高服务过程中
设备的清洁度，让意式浓缩咖啡口味更佳，不含任何残留物；滴滤预测
任何负面口味。KB 90的设计就是为了创造一个高效的工作环境，该款机
更多产品详情，请登录：kb90.lamarzocco.com

式向大家介绍Delter Coffee Press-（D特压）！这是全球第一款专门
针对咖啡萃取中最重要的问题 — 不受控搅动设计的冲泡设备。其

它的咖啡设备通常需要将热水倒入咖啡粉，再搅动咖啡粉，完成萃取，这
种方法被广泛称为“浸泡式冲泡”，但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咖啡粉的搅

取难以保持稳定。“D特压”的“密封隔离”系统能够将水和咖啡粉隔离，
从而防止任何不受控搅动的发生，让咖啡的萃取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它
是第一款应用“压滤式”的咖啡冲泡设备，这种全新的冲泡方法其工作原
理，是用压力将热水均匀注射入咖啡粉中，从而提升萃取过程的可控性和
稳定性。更加美味、柔和、纯净度更高的咖啡就是这么简单易得！
使用教程请见第22页。

淘宝店铺二维码

D特压-腾讯视频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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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_Darrin Daniel

ACE 全球总监、前美国 Stumptown 生豆买家

The JOURNAL

OF A
COFFEE BUYER

ETHIOPIA

“

一位生豆买家的埃塞俄比亚考察日记

埃塞俄比亚是咖啡的故乡，在过去5年，埃塞俄比亚已经成为中国最受
欢迎的单品咖啡产地。2007年，Darrin首次到访埃塞俄比亚，更加深入

地探索这个传统、又充满惊喜的咖啡产地，同时他将到访时期的所见所
闻所感，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下来，本文是我们对其中一部分的节选，
让我们一起欣赏Darrin 的这段旅行故事吧！

— 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董事David Parnham

”

2007年11月4日，荷兰阿姆斯特丹

到附近逛一逛。阿姆斯特丹是全球少有的几座最

可惜已经为时已晚。战争是一个令所有人悲伤的

后，于今天凌晨抵达了阿姆斯特丹，由于在飞机

荷兰人的民族自豪感令人印象深刻。我下午就返

克、伊朗和阿富汗战争，所有人都非常清楚，战

我从休斯顿出发，经过一段舒适的旅程之

上好好睡了一觉，我的时差调整的不错。我入住

的酒店距离Dam/Centrum地区不远且环境不错，
其旧址是一个问题儿童的监狱，酒店的建筑师很
好地在这一主题当中融入了荷兰的设计风格，和

Ace Hotel等酒店一样，他们成功地对一个历史悠
久的老建筑进行了翻新。

由于抵达酒店的时候房间还没有收拾好，于

是我就在酒店餐厅吃了顿简单的早餐之后，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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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逛的城市，这里的建筑、人文、历史感和
回酒店了，后来在酒吧喝了些啤酒，与几个非常
有趣的酒店员工聊聊天，听听他们对美国和美国
游客的新鲜看法，以及和美国人打交道究竟有多

话题，你可以看到全世界人民都已经厌倦了伊拉
争的目的就是为了石油。

11月7日初尝埃塞俄比亚咖啡

45分钟的飞行后，我们顺利抵达吉玛，一

难……这点倒让我略感惭愧。调酒师Jerome准备

行人稍作安顿便前往第一处种植园进行参观。

他的思想很开放，同时对当地政府有着独到的见

负责人是从1986年才开始接手经营的，并为其

晚些时候去蓝调酒吧逛逛，和他聊天非常有趣，
解，他认为荷兰政府对荷兰在国际上的形象维

护的不好，虽然对帮助其他国家表示出了意愿，

这里起初是Hailie Selassie个人咖啡庄园，现在的
更名为Imperial Limu种植园，运营资金来自于红

十字会。这里生产的咖啡不仅供Selassie个人所

用，还专门为荷兰皇室家庭供应，在Selassie以

11月9日 到访 Tega 和 Tula 种植园

家特供咖啡。这里主要生产日晒咖啡，产量并不

了非常丰盛的咖喱羊肉和米饭午餐，还体验了非

种植园管理方面的帮助。以利马地区生产的大部

我们一行开始参观种植园和水洗站，Tega和Tula

前，吉玛和梅内利克国王曾将这里的咖啡作为皇
乐观，每年只有半集装箱，他们急需劳务人员及
分咖啡为雨林野生咖啡，它们在野生环境下生

长，再由生活在这里的人进行采摘，因此未经过
人工干预。我们之前曾买过以利马地区的咖啡，
现在卡法地区的部分咖啡也属于相同情况。

总的来说，这个种植园确实需要帮助，以让

它尽快重回正轨。

Goma Private水洗站，Imperial Limu种植园

午饭后，我们开车出发去 Goma 水洗站，这

是一个私人水洗站，当地人可以将自己的咖啡果

我们受到了Mebrhtu热情的款待，一起享用

常具有当地特色的咖啡仪式。一杯啤酒下肚，

两个种植园相互毗邻，Tega 的面积为700公顷，

Tula为300公顷，水洗站主要负责加工这两处种
植园咖啡的处理。这里的咖啡种植面积大约为

250公顷，他们正在这里实验新的耶加雪啡豆种
（我认为是 Shanta Golba品种），每处种植园都
拥有至少35,000株新苗。这里的生物多样性简

直令人称奇，一路走来，我们看到了数不清的蝴
蝶，不同种类都有。

种植园的运营资金来源于Trabocca，这是一

实带过来处理，同时因为星巴克今年刚与埃塞俄

个非常现代化的种植园，目前还在开垦50公顷的

的咖啡果实产出数量激增。种植者们已经在去年

前开始正式生产。在这里，所有的咖啡都经过了

比亚签署了新的协议，使得这里尤其忙碌，当地
获得了20-30% 亦或更高的利润，今年的情况比

去年还要好，Gera 生产了7箱，大约2,300包可

出口级别水洗生豆。这里海拔约1,653米，由于
独特的微气候和较低的气温，使得在这种海拔上

进行的发酵过程不得不延长，通常需要70小时，
而正常情况下其实只需要40小时。这里存在的问
题是，有些私人种植园以数量为上，采摘者会不
分颜色全部摘取，有些是半红半绿，有些甚至是
全绿的，但作为采购者，我们明确说明只有完全
成熟的果实才能得到更高的采购价格。

Gera Sedi/Fentele Private私人种植园

新土地，而咖啡加工厂则于6年前开始运营，3年
水洗加工，人们正在试验日晒加工的效果，这里

的咖啡发酵时间为32-70小时，具体多少要看气
候决定；浸泡时间至多16小时，在这里，人们只
会采摘完美成熟的果实。

11月11日拜访Trabocca公司

我们在早晨离开酒店，前往Trabocca公司，

在那里我们对从以利马和卡法地区收集来的样品
进行了杯测，并打了分：

★ Compentation- Sedi Gera#1：86-87分，

精致的水果味，余味比较单薄；

味复杂度和水果味的深邃度最好；

上我们看到了很多黑白相间的疣猴，以及一群狒

★ T/T 样品“a”：87-88分；

狒，这里的海拔更高，大约在1,935-2,070米之

们会在果实送往水洗站之前进行挑拣，这里的咖

5-6小时的车程之后来到了耶加雪啡地区的

11月8日驱车从吉玛前往邦加

艺的FTO，成立于2年前，拥有500名女工人，

前往卡法。一路的颠簸让人难受极了，好在沿途

种植者联盟之一，目前已经做到零负债，年产

10:30左右我们离开了酒店，从以利马出发

我们欣赏到了很多原始部落，孩子们会追逐着车
子跑，整条街道都挤满了上学的学生，此情此景
说明我们离古老的西埃塞俄比亚高原不远了。这

Fero Cooperative，这是一个采用全部水洗工
3,115名联盟会员，3个加工站，西大波最大的
量6-7箱。

11月12日到访耶加雪啡地区

耶加雪啡地区的咖啡种植面积约为1347400

平方公顷，这里海拔很高，位置非常偏远，

大群狒狒，但似乎他们对我们并不感兴趣……5

2,200米，果实采购采用现金交易，价格很高；

小时之后，我们终于抵达了接头地点，并见到了
Tega和Tula种植园的主人 Mebrhtu。

路途崎岖，真难走啊……

告 别 了 Tra b o c c a 公 司 ， 我 们 继 续 前 行 ，

时地势开始拔高，路面颠簸得非常厉害，全都

是大石头和土坑，沿途雨林密布，路上跑出来一

工站，于是一行人冒雨从种植园步行了1公里，

★ T/T 样品“b”：87-88分，味道更好一

些，有香料味，口感醇厚。

啡全部是半水洗的，在发酵之后浸泡10小时。

停工了，但我们仍想参观一下正在建设的水洗加

★ 以利马半水洗：86分；

间，咖啡产量为每年7-10箱，它的另一边则坐落
着已获得 RA 认证的Fentele种植园。在这里，人

们每年生产2箱日晒咖啡，加工厂环境非常干净

整洁。我们到访的季节并非产季，因此工人们都

★ Sedi Gera#2：87-88分，Fentele的咖啡口

下午我们出发前往的下一个目的地，一个私

人种植园，距离Goma车程约一个半小时。一路

种植园的年产量在10-12箱，Stumptown会

从这里采购咖啡豆，并对豆子的品质很满意，他

其中，Adado属于种植者联盟，海拔2,000Konga，属于FTO，海拔1920米；Worka是私人
种植园，海拔超过2,100米。

关于作者

Darrin Daniel曾在一部关于咖啡的纪录片《 A Film
about Coﬀee》中本色出镜，该影片于2014年4月
在美国上映，通过光和影介绍咖啡历史，文化及
咖啡人通过他们自己的咖啡事业帮助原产地咖啡
农民的故事，片中有对全球范围那些咖啡界传奇
人物的采访，流行咖啡制作方法的介绍及咖啡背
后承载的文化内涵等等……

影片官方网站: aﬁlmaboutcoﬀ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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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COFFEE DREAM

FROM SOUTHERN AFRICA

TO BEIJING

从南非到北京，我找到了我的咖啡梦

12

文_Kevin Richardson

THE BLCK LAB黑池咖啡联合创始人

事情。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真正的咖啡烘焙工作

式：向最亲密的朋友推荐。在试验过几个咖啡

了朋友为我制作的“单品咖啡”后，那味道令我

在北京举办咖啡品鉴活动。我相信口口相传是

室，也深深的被那里的氛围迷住，一次机会品尝
着迷，尤其是在看到咖啡从烘焙到冲泡的整个过
程之后，我对咖啡的兴趣愈发浓厚，于是便开始
尝试自己烘焙，在当时，我完全不知道在那里学
到的知识，会成为我今天的立足之本。

几年过去了，在餐馆、咖啡厅工作过之后，

我学习了如何做咖啡、调试磨豆机，随着我学习
得越多，对咖啡的着迷的程度就越深，虽然我还
过着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生活，但去咖啡厅的次数
越来越多了，并开始逐步探索开普敦全城的咖啡

们得到的反馈是非常积极的，这也为今天的成
绩奠定了基础。去年一年我对中国市场进行了
深入研究和学习，我四处旅游，让自己的知识
储备得到稳步提升，明年我准备再进一步，去
考取认证，让自己在外国烘焙师中脱颖而出，
做到精品咖啡工业中的佼佼者。

对我来讲，我这辈子品尝的第一款单品咖啡

啡馆帮忙，在那里虽然学到的基础知识越来越

的口感，那种鲜明的风味、醇厚的回甘和迷人的

我来到了中国，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海外，为了喝

前，我不知道咖啡还能有如此丰富的风味和明亮
香气令我的嘴角不禁流露出了微笑。

直到现在我尝到咖啡师给我的埃塞俄比亚咖

到好喝的咖啡，刚开始我在住所附近搜索，找到

啡，仍会非常兴奋，这也是我希望带给中国消费

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精品咖啡。

公斤的烘焙炉，很快也会在河北省的烘焙工厂购

的只有星巴克和肯德基……这个城市缺少我生命
一个月之后我来到了北京，开始了自己对咖

啡的研究，并和我的导师以及圈内的朋友们不断
地交流和探讨。为了烘焙工作室做好各项准备，
我们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不同的烘焙商那里
进行学习和工作，包括中国、南非和香港，所有
被遗忘的知识开始逐渐被记起，但我很快便意识

者的感觉。目前我使用的是中国比较常见品牌3
置一台15公斤的烘焙炉。目前最需要适应的事情
之一便是天气，这会极大影响烘焙的效果，夏天
这里很热、很潮湿，冬天又非常寒冷干燥，我必
须想出应对措施克服各种困难，为烘焙工作室创
造最理想的环境。

目前在中国我能找到很多生豆贸易商，但

到，前几年学到的知识已经过时了，我需要重新

找到真正高品质的生豆却是十分困难的。有趣的

烘焙工作室是我和我未婚妻共同创立的，这

看起来量很小很精致，但品质并不好，庆幸的是

学习最新的咖啡知识，获取最全面的信息。

一切都要归功于我未婚妻的支持，如果没有她，我
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一切。所有的商业
执照和设备准许在中国都非常困难、冗杂，尤其对

年前的事情了。我从未想过会把咖

帮我更好地满足不同客户的需要，庆幸的是我

是在朋友那里品尝到的埃塞俄比亚咖啡，在此之

多，但尚未有机会投入到实践操作当中。之后，

回

最好的营销方式，顾客的批评和反馈信息能够

厅，到后来去咖啡厅几乎成为了我的日常。来到
中国的前一年，我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在朋友的咖

想起最初进入咖啡行业，已经是12

豆之后，我们便开始正式启动烘焙和销售，并

是，我曾经从贸易商那里拿到过旧豆样品，虽然
最终我们还是找到了理想的生豆商，能够确保生
豆的产地、品质和包装完整。

我们遇到的另一个困难是对咖啡风味和香气

一名外国人，我们一步步的解决问题，找到了可以

的描述，以及名称的翻译，这些信息难再从中文

就绪，我可以开始追逐去我的毕生梦想：咖啡。

保信息准确，最后我们找到了如何判断供应商给

立项的地址，设备也安装完毕，一切似乎已经准备
作为一名外国人，我必须尽可能多地走访中

翻译成英文，有时我们不得不在网上搜索，以确
出的信息是否准确的方法，就是拿样品的杯测结

啡作为我的职业并成为毕生追求的目

国本地的咖啡厅和餐馆，去了解市场上常见的产

是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味觉大门，对咖啡的认知

活动和咖啡展会。每一款单品咖啡我都会进行样

正在做工厂的标准化设置，以达到相关规定的要

没夜地忙碌着，对咖啡的热爱让我有机会为热爱

研究和计划，它将不仅仅是一处烘焙工厂，更是

标，当时我正在努力戒糖，遇到咖啡之后，像
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当初的我还不知道会有这
么多的咖啡知识需要我不断地学习，我在南非
正式进入了餐饮行业，期间在餐馆、咖啡厅等
不同场所都工作过。

我的一位好朋友和我同时探索到了咖啡的另

一面，他经营着自己的烘焙工作室和咖啡厅，随
着时间的推移，我参与他咖啡厅经营的机会越来
越多，开始负责帮他培训员工，并且动手做很多

品，了解这里的文化，同时也参加了一些餐饮业
品烘焙和杯测，为了得到一杯美味的咖啡，没日
咖啡的人们带来回报，这些回报在西方社会是唾
手可得的，但在咖啡消费成长极其快速的中国市

果与之前的杯测结果作比对，综合评定。

建立新的工厂很有趣、也很有挑战性。我们

求，同时还对工厂的整体设计和主题风格进行了
一处咖啡教育中心。我们会同时拥有一台15公斤
和一台3公斤的烘焙炉，建立自己的生豆仓库，

场里仍是非常稀缺。

这样方便我们能够在每次走访产地后进行自主订

省份对资质都有着不同的规定，当我开始做品

访云南咖啡种植园时，见到了已经在云南生活和

在中国办烘焙工作室实属不易，不同的

牌营销时，我使用的是我认为唯一且有效的方

货的储存和烘焙，值得一提的是，前几周我们走
工作多年的一位咖啡好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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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Office Lady to Coffee Grower in Yunnan
My Complex Love with Coffee

从白领到云南咖农 — 我的咖啡情结
文_杨蕾 / Anais

云南蔓飞龙咖啡庄园商务总监

大

家好！我是杨蕾，一名来自云南的咖

店的餐厅里实习了半年多，这让我有机会接触到

了，但实际接触咖啡种植和处理，

成了喝咖啡的习惯。欧洲的咖啡文化历史悠久，

啡种植者。虽然我很早就开始喝咖啡

时间不到两年，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
习。和大多数云南咖农相比，我与咖啡的故事
算是比较非典型。

与咖啡结缘

记得第一次喝咖啡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

有一次爸爸去美国出差给我们带回来了一罐磨

意式浓缩咖啡的制作，就是从那时起，我渐渐养
法国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咖啡馆，意式咖啡占据

亚热带雨林中，海拔1,000-1,600米，与西双版

的环境和惬意时光。

8年的留洋生活结束后，我回到祖国，选

巴克正在中国市场积极扩张，对于年轻人来

那杯没有滤过渣的过度萃取的苦咖啡是多么难
以下咽啊！不过，这次经历让我从此与咖啡结
下了不解之缘。

我曾经在法国留学，本科专业是工商管理，

因为很喜欢法国的美食，我花了一年时间攻读食
品与饮料管理，同时为了增加社会经验，我又在

法国南部的海滨城市Banyuls-Sur-Mer一家度假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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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的春天，我的父亲决定在他早些年

太关注咖啡的具体风味如何，而是更享受喝咖啡

待地为自己冲了一杯。那时的我完全不懂怎么
贪心而舀了好大一勺咖啡粉，结果可想而知，

白领到云南咖农的蜕变

承包了的荒山造林基地种植咖啡，这块占地两千

上，法国人极少会匆匆喝完走人，他们似乎也不

择在上海安定了下来，并和大多数外企白领们

冲咖啡，家里也没有合适的冲煮器具，因为太

端的一员。

了绝对的主流，不管是在咖啡馆里或沿街的座椅

好的咖啡粉，牌子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咖啡粉
那股浓郁的焦香立刻吸引了我，于是我迫不及

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自己会成为咖啡产业前

一样，过着朝九晚五的都市生活。那时候的星
说，手捧一杯星巴克咖啡进出高档写字楼仿佛
就是西方生活格调的象征，但对于我来说，它
只是个法式咖啡馆的替代品。那时的我并没有
对咖啡产生浓厚的兴趣，对精品咖啡更是一无

所知，星巴克咖啡的稳定出品和相对舒适的

多亩的基地位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文镇东南方向的
纳自然保护区仅一步之遥，肥沃的土壤及复杂多
变的微气候环境，特别适合咖啡的生长。由于通
往庄园的必经山路名叫“曼飞龙线”，在傣语中
“曼飞龙”意为榕树茂盛的村寨，而离庄园不远
正好有一棵大榕树，它象征着希望、吉祥、不屈
不挠和开拓进取的精神，我们就因此为基地取名
为“蔓飞龙咖啡庄园”，“曼”字特意加了一个
“艹”字头，是代表生生不息，希望给予庄园更
旺盛的生命力。

为了增加咖啡种植面积，更好地管理庄园，

环境，只是刚好满足了我对咖啡因和社交的需

我们号召了几十户农户进山开荒种地，安家落户，

咖啡馆的踪影，更鲜有人关注精品咖啡的种植

庄园打造成一片融合农、林、牧，生态种植及休

求。要知道，在2007年的上海还很难见到精品
和处理，所以作为一名普通的咖啡消费者，我

并创建了一个咖啡合作社，大家憧憬着共同努力把
闲康养为一体的乐土。大家怀揣梦想辛勤耕作，

到了13元人民币上下，这个价钱在上海甚至还
买不到一杯咖啡，而1公斤咖啡豆基本可以用来

做60-100杯咖啡了！这是多么巨大的反差？！
在一杯价格不菲的咖啡背后，咖农们所付出的

天然酵素肥以增强咖啡树的抗害能力，促进营
养吸收，改善土壤土质；

采摘环节：为了确保鲜果采摘时成熟咖啡

艰辛可见一斑，而因为他们无法获益，不少咖

果品质的稳定性，我们为咖农们提供了与全红

物，或者直接让咖啡自生自灭，然后举家搬离

加工板块：除了传统的水洗，日晒和蜜处

农选择了中途放弃，砍掉咖啡树种植其它农作

果颜色相同的手环以便对比；

进城打工。这是一个无奈而痛心的选择，面临

理咖啡，我们还积极尝试不同处理法的微批

出改变。

基础。

如此困境，这让我一直在思考，我们该如何做
终于在开垦3年后迎来了咖啡树的第一次投产！然

种植方面：我们利用庄园的果蔬植被自制

与此同时，中国的咖啡消费市场正以每

次并记录过程，为批量生产和技术优化打下
当然，做出这些改变并非易事，我觉得

而，自2011年后，因世界范围的经济衰落，以及

年两位数的速度迅速成长，在北上广等一线或

最难的还是让咖农们从观念上发生改变，因为

整体出现了大幅下滑，并在2013年跌到了谷底，

常生活。随着精品咖啡浪潮的推进，我清楚地

说，培育精品级咖啡豆远比商业级咖啡豆困难

气候虫害和供需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国际咖啡价格
哥伦比亚的咖农们甚至集体罢工与政府对峙，并引
起了暴动和流血事件。对于我们的“蔓飞龙庄园”
来说，3年的心血投入，首年挂果就面临着咖啡售

价远低于种植成本的艰难困境，咖农们将如何养家
糊口？我们应该如何维持庄园的生产和工人们的工
资？未来的发展之路怎么走？一堆堆棘手的问题摆
在了我们面前。为了当初的梦想，为了兑现给咖农
们的承诺，我父亲最后选择咬着牙关继续投资，其
中经历的各种艰难困苦酸甜苦辣，只有亲身经历过
的人才更有感触......

转眼8年多过去了，期间国际咖啡价格此

起彼伏，但始终没能回到2011年的水平。雀
巢、星巴克等国际公司在云南采购大宗商业豆

的价格更是持续低迷，从每公斤30元人民币跌

其他二线城市，咖啡文化更是融入了人们的日
感受到消费市场对云南咖啡的态度正在发生微

妙的变化，原本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中国99%的
咖啡产自云南，甚至有些咖啡烘焙师一听到云
南的“卡蒂姆”咖啡品种就嗤之以鼻，但只要
处理得当，云南咖啡豆真的已经可以有很不错

的风味。2019年的上海，精品咖啡馆已经随
处可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精品咖啡和原
产地，国内的咖啡馆和烘豆师们也逐渐把目光
转向了云南咖啡，虽然一方面是基于成本的考

对于习惯了种植和管理传统商业豆的咖农们来
得多，这不单要有强悍的体力，还需要足够的
脑力，不断吸收新知识并灵活运用到实践中。
而有些咖农从未喝过自己亲手种植的咖啡，更
不明白一个处理上的小细节居然会对咖啡最终
的风味起到不小的影响，所以，这一切的改变
不可能一蹴而就，将会是一个长期而持续的过
程，只有让咖农们直接获益，他们才能转变思
想，用心种出更高品质的咖啡。

最后，我要特别感恩那些一直以来为我们

量，但另一方面云南咖啡这几年在精品化进程

的庄园提供帮助的朋友们，更要感谢我们的直

经历了这8年来的艰难困苦，作为咖啡产业

和咖啡从业者们能给云南咖啡更多的信心，我

中也确实发展迅速。

链前端的年轻生产者，我们决定努力学习改善
种植和加工处理技术，以不断提升咖啡品质：

接贸易合作客户们的信任和支持，期望消费者
们今天的努力改变，为的就是大家明天能喝上
更棒的云南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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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Can We Do
for China Coffee
Market?
我们能为中国咖啡
市场做什么？
文_Lewis

Coffee Exchange 创办人

我

在中国生活已有10年之久，在过去的4年时间我
一直在从事咖啡行业。从伦敦初到中国时，我很
难找到一杯像样的咖啡，而如今，中国的咖啡品

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看出中国正在成为全世界规
模最大、品质最优的咖啡市场之一。

在中国投身咖啡行业，单纯是因为我的兴趣爱好，在

来华的老外朋友圈中我一直都是最懂咖啡的那个，经常收

到来自想要喝到好咖啡的朋友的求助，一开始我在一家叫做

Artisan Coﬀee的咖啡俱乐部工作，每两个月都会从全国各地
采购不同烘焙商的产品。为了更加深入地参与中国咖啡工业
的变革，我和一位烘焙师朋友组成了一个团队，目标是去帮
助那些苦于无法找到价格合适、品质稳定的优质咖啡的咖啡

厅经营者们。之后我又成立了Coﬀee Exchange，帮助烘焙师
与咖啡生产者直接建立合作关系，让采购的过程更加透明、
高效，更加有利于合作的长期稳定。

对我来说，中国咖啡市场的最大变化在于本土连锁品牌

的兴起。10年前，中国的连锁品牌只有UBC和SPR，当时速
溶咖啡主导着咖啡消费市场，星巴克和Costa Coffee也占有
着大部分的咖啡市场份额，就像中国的其他工业一样，咖啡
工业的变革是快速并剧烈的。如今，中国的咖啡市场规模更
大，发展也更加完善，到店的消费体验更好了，经营者也把
品质看作是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

我敢说如今在上海找一家优质咖啡馆要比在伦敦更加容

易，尤其是随着外卖咖啡服务的快速发展。说起外卖服务，
我认为这将是中国在全球咖啡市场中最显著的特色之一，中
国咖啡厅的经营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商业店租的价格正在不
断走高，家庭制作咖啡对于大部分中国咖啡消费者来讲仍是
一种新概念。

外卖咖啡将大幅提升顾客的消费频率，在整体上扩大咖

啡消费群体，“便利文化”是这一趋势背后的主要推手，中
国市场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接受和顺应这一趋势，其主要原因
是基础设施的匮乏，外卖就成了解决中国市场所面临问题最
独特、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关于咖啡杯和杯盖的创新也正在不断升级，如Fish Eye

Coffee等企业正在引领相关领域的最新科技，未来几年，消
费者将享受到更高水平的外卖咖啡技术，如果中国咖啡市场
真的能营造这一创新氛围，那么未来中国必将在世界咖啡工
业中占据非常有利的地位。

但外卖咖啡本身无法实现现场手冲咖啡的消费体验，所

以从我本人和企业的角度来看，中国市场在这一领域也在快
速发展，独立咖啡馆的数量正在成倍增长，可供消费者选择

的产品种类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在过去5年里，其发展速度
之快令人惊喜咂舌，中国正在培育着拥有自主风格的咖啡厅
市场。

总的来看，我认为烘焙的标准化在中国还需要快速进

步，我们还未见到真正属于中国自己的烘焙风格，这可能
是因为烘焙实践经验的匮乏和可供选择的生豆采购渠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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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如日本以饱满口感和深度烘焙著称，斯堪的纳维亚的极轻度烘焙，

当然这一做法是没错的，但这样做会给市场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增加了烘

这主要是因为各个地区可获取的生豆种类和品质不同。随着生豆采购渠

业数量非常有限。

英国则介于两者之间等等，这些市场都有着其独特的烘焙风格，我认为
道的不断拓宽，中国烘焙师们将得到更加长足的进步，并培育出属于自

焙商的成本，二是采购渠道存在很大局限性，因为能够获取这些生豆的企
中国拥有着世界级的咖啡市场，它需要更加严谨、公平竞争的生豆

己的烘焙风格。

市场来辅助创新，培育消费者对咖啡的兴趣，这也正是我们创建Coffee

总是陶醉在各种香料、风味和烹饪创意中，这种丰富的感官知识体系对于

和研究，其中最主要的结论之一便是透明度的缺乏。

我在英国长大，那里的日常饮食非常普通，但我的中国朋友和同事们

咖啡来讲是非常有利的。当你将这些感官技巧和对咖啡知识的深度渴望相

Exchange的原因。我们对中国及国外市场咖啡的贸易模式进行了大量调查
Coffee Exchange能够让烘焙师直接从生产者手中以更优的价格采购

结合的时候，必将得到最佳答案，在我看来，真正匮乏的是价格合理的高

咖啡，让双方都能获利，全球共有超过两千万小微型咖啡种植园经营者

近些年，在中国虽然能找到品质上乘的咖啡生豆，但价格高得离谱，

助他们建立自己的信息档案，让更多的烘焙商能有机会了解他们，购买

品质生豆。

这些生豆大多是由品牌经过大力营销的，因为其中的大多数都曾在比赛中
获得过优异成绩。我见过很多烘焙商在追求高品质生豆这条道路上越走越
远，不断购买价格昂贵、经过营销的生豆产品，到头来发现自己很难实现
盈利。幸运的是，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开始以更加合理的
方式和合理的价格采购高品质生豆，但问题是真正符合这一要求的生豆数
量非常有限。

这一现象的存在是有原因的，中国的大部分生豆公司其实都是经销

商，其中很少是自己从国外采购生豆的，即便是，产地的选择也只是有限
的2-3个，很多生豆贸易商会从大公司那里买生豆，然后再倒手卖出去，

和劳动者，他们生产着超过全球咖啡产量80%的咖啡，我们的目标是帮
他们的咖啡。

所有的咖啡豆从种植者手中直接购买，随后我们会确认订单，将货物

直接运送到你的手中，通过微信实时跟踪货物动向，让烘焙师们对产地和
品质百分之百放心，我们的目标是打造真正的“从豆子到杯子”的体验。

Coffee Exchange的宗旨是创建一个和谐共荣的圈子，让买家和生

产者直接自由交易，通过这一理念，我们希望提升咖啡在产业链两端的
品质。

Coﬀee Exchange目前正在经营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和卢

旺达等产地的咖啡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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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家好，我是James Craig！澳洲是全球

是想要教会你如何用正确的方式执行烘焙，正确

幸运能够在澳洲咖啡业从事咖啡烘焙

欢的烘焙结果。烘焙的知识领域很多很广，我们

最具活力的精品咖啡烘焙市场，我很

工作，并且至今已拥有超过15年的烘焙经验，我
也曾连续两年赢得澳洲咖啡烘焙大赛冠军，在业
内也算是人们较为熟知的从业者了。

我经常来中国，过去三年我去过云南很

多次，作为云南咖啡交易中心举办的“云南最
佳”种植者比赛的评委，我从中学习到了很多
有关中国咖啡工业的知识。每次回到云南，我

发现咖啡豆比前一年有所进步，品质越变越

IS

COMING SOON!

2019年烘焙师
培训课程
即将来到你身边！
文_James Craig
烘焙教练

会给学员讲述各个领域的理论和概念，帮你深挖
知识的深度，为你指明继续学习和进步的道路，
帮你分解所有与烘焙有关、必须具备且有助于加
深对烘焙理解的科学道理，让你能保持品质的稳
定，让你在面临困惑时能够得出自己的结论，你
对咖啡烘焙理解的越深，准备得越充分，你对咖
啡甚至对于咖啡店经营的掌控能力就越强！

课程的最终目的是让你对咖啡有足够的了

好，也正是对更好品质的追求，催生了更多对

解，让你更自信，并且能自力更生，用正确的方

咖啡工业保持兴趣的原因。

正确的方法不断地练习再练习，才能真正成为一

咖啡知识的渴望，这也是我对全球发展最快的

2019
ROAST
CURVES COURSE

的工具、正确的知识，让你能稳定地得到自己喜

在我看来，中国的咖啡产业正在兴起，其

行业变化之快以及中国的从业者对咖啡知识，

法练习，因为这就是你最终所需要的，你需要用
名好的咖啡烘焙师！

我曾走访过印度尼西亚的很多种植园，也在

尤其是对权威性知识的渴望，都给我留下了深

云南各地组织过讲座，获得的反响非常好，我已

充斥着很多噪音和无用的信息，尤其是有关咖

程了，这次我们准备采用巡回演讲的方式，在中

刻的印象。但是我发现，中国的咖啡业内仍然
啡烘焙方面，混乱的信息让咖啡从业者产生很
多疑惑，并且很多人都自称是“专家”，而他
们经常得出相反的结论，这让没有经验的咖啡
烘焙师一头雾水。

为此，基于多年来我对自己所热爱的咖啡

工业发展的观察与思考，我决定和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咖啡公社共同合作，于2019年4
月在上海启动烘焙师培训课程！相信简明、直

接、实用的课程内容，能清晰地为大家展示
“纯粹”烘焙的哲学和理念，给所有级别的咖

经等不及想要和搭档Madeira一起在中国教授课
国各大主要咖啡城市举办培训。数据显示，中国
咖啡市场增长迅猛，从生豆生产到微批量烘焙，
人们对于咖啡知识和个人发展的需求不断高涨，
因此我认为这系列的课程一定能帮助加速学员们
的认知和学习速度，改善他们所出品咖啡的口味
和烘焙成熟度。如果我能为中国咖啡工业的进步
做出贡献，并抓住机会帮助烘焙师更加深入的了
解烘焙，展示出咖啡尽可能多的潜质，那么，这
将是一段非常有意义的经历。

优秀的咖啡体验关系到产业链中的很多环

啡烘焙师带来帮助，尤其是那些想要学习和改

节，对我来讲，烘焙才是解开咖啡所蕴含魔力的

我们不只是单纯地把信息传递给学员，而

的、精致的有机物质，因此需要用最轻柔的方式

进自身产品的人们。

金钥匙，我们烘焙的只是一粒种子，一粒很小

处理和培育，才能发觉其中的最大价值。这便是
为什么“学习曲线及烘焙曲线课程”不仅仅是一
堂课，还是一种通过个人对咖啡生豆植物学和农
业学内涵的理解，对烘焙过程工程学和物理学的
思考，和对人感官心理学的认知，也是逐渐进步
和追求纯粹的过程。同时我认为，对于每一名烘
焙师最重要的，是去展示种植者们所付出的辛劳
与汗水、努力与技巧。

三天的课程将非常密集，但我保证这将是

一堂有趣的课程，只要你坚持
“品尝”，走出课堂，你会非
常清楚什么才是纯粹的烘焙，
以及如何达成这一目标。

课程时间表请参看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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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巡回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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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史

1980 年

文_Marco

The History of Marco

Marco在爱尔兰首创第一款烧水系统。
Marco饮品系统首创于1980年的爱尔兰

都柏林，在之后的几年里，Marco开始设

过去30年，Marco始终在为全球各地的精品饮品、美食服务、

计、生产和销售水和咖啡供应系统，并提

酒店和餐饮客户提供创新性的热水和咖啡冲泡系统服务。

供相应的售后支持和服务。Marco系统被
广泛应用于各类需要餐饮服务的场所，例
如酒店、餐厅、酒吧、咖啡馆、医院和办

2009 年

公室（如今也是一样）。

在与James Hoﬀman的合作下，Marco首推Uber Boiler，这是一款精

准冲泡、能够确保每杯饮品最高品质的饮品系统。该系统具备排
水、称重、计时、精准控温等各种功能，很快成为了咖啡师们的

最爱。随着全球市场对精品饮品的需求不断猛增，Marco在美国和
亚洲看到了推广商用咖啡冲泡和热水系统的市场机遇。

Marco推出了2款产品：Jet和SP9。

Marco正式在美国和中国设立办事
处，从而帮助公司进一步拓展美

Jet是一款操控性强、灵敏度高的批量冲泡系统，能够确保咖啡冲泡过程中的所有元素

精准受控。Jet能够实现出杯量的精准控制，令使用者能够自由操控冲泡配方，设定3
组不同出杯量，无需使用者单独称重或计时。6L便携式热水壶采用真空隔热设计，能

够极好地实现恒温。搭配Jet磨豆机，能够确保每次研磨都能得到符合配方用量的咖啡
粉，减少使用者出错的概率，保证咖啡品质稳定。

SP9是一款单杯冲泡系统，其空间占用极小，外观设计新颖。SP9带有嵌入式烧水系

统，能够使水在出水口和锅炉间保持循环，从而确保每次出水温度精准。SP9非常适
合制作单杯滴滤咖啡。搭配上预冲泡、分泵出水和无可匹敌的温度及出水量控制，

2015 年
国和亚洲市场。

2016 年

SP9能够确保每一杯滴滤咖啡品质都达到最佳。SP9很快便成为了Marco的标志性产

2017
年
marco marco marco marco marc

marco marco marco marco marc
marco marco
marco
marco marc
2019
年
marco marco
marco marco marc
经过过去30年间，Marco始终引领者创
marco marco
marco marco marc
新、时尚冲泡系统，始终以客户为中心，
marco marco
marco marco marc
为全球使用者提供最佳品质的饮品。
marco marco marco marco marc
ar c
marcomarco marcommarco
marc
marco marco marco marco marc
marco marcomarco marco marc
marco marco marco marco marc
marco marco marcomarco marc
marco marco marco marco marc
o mar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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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o
8L嵌入式和台面式两个款式，能提供精准的温度和
marco
出水量控制。产品采用保温隔热真空水缸，能保证水
marco
的温度恒定，从而节省66%的能源。MIX被广泛应用
marco
于全球的酒店、咖啡厅和办公室。一经推出，便荣获
marco
了“Irish Design Institute Sustainable Design Award”大
marco
奖、2017年布达佩斯、西雅图World of Coffee“Best
marco
New Product”大奖。
marco
marco
marco
marco
marco
marco

co

这是烧水系统的一次重要革新，Marco MIX目前拥有

ar

Marco推出Marco MIX系列。

m

品，畅销全球各地的精品咖啡馆。

制
定
以
可

THE ORIGINAL TAMPER
4
THE ORIGINALSeries
TAMPER

奖杯赞助商

THE ORIGINAL REG BARBER

世界咖啡大赛同款奖杯

THE
ORIGINAL
REG
BARBER
THE
ORIGINAL
TAMPER
THE ORIGINAL TAMPER

THE ORIGINAL REG BARBER

www.coffeetamper.com
THE ORIGINAL REG BARBER

QUOTE THE CODE CCRB WITH YOUR ENQUIRY

THE ORIGINAL REG BARBER

www.coffeetamper.com
QUOTE THE CODE CCRB WITH YOUR ENQUIRY

www.coffeetamper.com

www.coffeetamper.com

QUOTE THE CODE CCRB WITH YOUR ENQUIRY

企业粉锤定制请加微信与我联系，我的微信是：CCMDAVIDP 邮箱davidp@cafeculture.com.cn
QUOTE THE CODE CCRB WITH YOUR ENQUI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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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粉锤-腾讯视频

How to Use Delter Coffee Press?

“D特压”的神奇之处：使用方法简介
文_D特压

Delter Coffee Press

我

们经历了一段探索的旅程，发现了一
种全新的咖啡冲泡方式，冲泡咖啡通
常是复杂、缓慢且不稳定的，但现在

不一样了。

现在，向你介绍“D特压”，首个专为防止

冲泡过程中不受控搅动设计的咖啡冲泡设备。

第一步：拧开“D特压”的咖啡仓的盖子，把滤
纸放进去，用热水浸湿；

第二步：将新鲜烘焙的咖啡豆研磨后，倒入咖啡

第三步：将“D特压”倒转并放在咖啡杯上；

到25g咖啡粉；

的水量刻度），使用烧开后低于95度的水。“D

仓，然后将咖啡仓盖拧紧，咖啡仓的容量可以达

第四步：开始倒水至需要的水量（看“D特压”
特压”使用全新的密封隔离设计，能够将水和咖
啡粉分离；

第五步：一只手轻扶“D特压”的咖啡仓部位，

第六步：下压“D特压”内层，水流在压力作用

第八步：可以快速下压活塞，咖啡的苦味可以更

放，如图所示，一半的水量流入容器，由于密封

第七步：“D特压”可以分次注水，可以是重新

杯好咖啡吧！

另一只手将“D特压”内层活塞提起，压力释
隔离，水和咖啡仍然很好的被隔离；

D特压-腾讯视频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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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店铺二维码

下将通过粉仓萃取咖啡；

提起内层活塞，或加水后再次提起内层活塞，这

淡，纯净度更高，加入我们的这次旅程，享受一

样的做法会改变咖啡的浓度和量；

全新的“压滤式”冲泡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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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Qpress

2017年11月，住宿和餐饮行业就业人数占

就业总人数的7%，在2017年之前的5年里保持了

13%的增长，这要远高于总就业人数8%的增长
率，该行业就业人数在未来5年仍将保持高速增
长，有望保持在11%左右。

最费力的环节之一。

Why We Need PUQpress
to Help Our Baristas

为什么我们的咖啡师需要

行业背景

？

最常见安全问题

该行业最主要的健康问题诱因是搬运和放

置重物造成的肌肉紧张和处理事务造成的肌肉紧
张，分别占该行业总健康问题的14%和11%。

美国Sprudge网站对咖啡师的总体评价：做

行业就业人员平均年龄在各行业中则是最

咖啡师很酷，但咖啡师职业对身体的负担很重。

这个行业拥有最多的兼职人员和最多的临时工，

导致滑倒的风险，同时还需要操作很多高温设

低，其中44%的就业人员年龄低于25岁，另外，

其中兼职人员比例达59%，相比全行业的31%的
平均水平高出许多，临时工的比例达63%，超过
全行业平均水平的25%。

背景信息

咖啡工业发展迅猛，研究显示超过50%的美

国人，相当于1.5亿人平时都会饮用意式浓缩、
卡布奇诺、拿铁或冰咖啡，从事该行业的人员存
在着很高出现后腰部和手足疼痛的概率，众多研
究显示，咖啡师职业确实存在很高的受伤风险。

负责制作意式浓缩基底咖啡的咖啡师每天最

多会制作400杯咖啡，虽然制作的过程看似不费
力气，但很多咖啡师都出现了后腰疼痛、肩颈疼
痛和手腕疼痛等症状。

造成这些伤病的罪魁祸首主要是萃取前将咖

啡粉压入手柄的环节，即“压粉”，这是影响咖
啡品质最关键的环节之一，也是整个萃取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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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少伤病出现的概率，该报告建议：

用更加自然的姿势，以更小的力气工作，保证所
有器具伸手可触，吧台高度要合适，减少多余的
动作，减少可能出现的压力点、动作、活动和拉
伸，确保整体工作环境的舒适。

评估研究的目的

该研究的目的在于进一步识别和评估，在制

全天站立会导致背部疼痛，还存在因为地面湿滑

作咖啡过程中手工压粉可能给咖啡师带来的肌肉

备，随时都有可能导致烫伤，总之，站在吧台的

该评估对比了使用传统手工压粉和

骨骼伤病。

另一侧是十分危险的。

PUQpress自动压粉的区别，其目的在于评估可

了咖啡师职业的危险性，报告提出，咖啡厅中员

以及在操作咖啡机的同时处理压粉工作可能给咖

美国Am Trust出具的一份最新报告很好说明

工的受伤请假时间在所有餐饮服务场所中是最高
的，其中最高发的伤病便是“咖啡师腕”。

Barista Technology Australia是澳洲领先的工

作流程改善方案提供者，他们出具的独立报告详
细说明了手工压粉而非自动压粉可能给咖啡师带
来的伤害。

伤病概率和风险

最新风险评估报告《Upper Limb Injuries in

Baristas》提出，在过去5年间，有众多研究显
示，咖啡师出现伤病的概率极高：

★ 74%的咖啡师有过后腰疼痛
★ 68%的咖啡师有过肩膀疼痛

能出现的肌肉骨骼伤病和其他潜在风险的概率，
啡师带来的伤病。

评估研究的结果

评估研究主要的结果在于识别和证实使用

PUQpress对于减少咖啡师受伤概率、缓解工作
疲劳、提高工作效率和咖啡品质等方面的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 PUQpress可以大幅减少咖

啡师出现疲劳或伤病的概率。

通过自动压粉， PUQpress能够代替手工压

粉，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减少手工压粉可能出现
的失误和伤病风险。

PUQpress能够消除一切安全隐患，其他防

范措施需要根据特定的环境或场所适时采取。

网址：www.puqpress.cn/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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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家好！我叫Dennia，一名来自上海的

重度咖啡迷。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
是我的新西兰咖啡之旅，以及我在咖

啡烘焙过程中的一些趣事及所得。说来好笑，
我与咖啡之间的缘分，其实是因为一次身体检

查。2015年，很不幸地，我被医生告知患上了
糖尿病，在得知自己的病情之后，我心想，完

My New Zealand Trip

and

EXPERIENCE IN COFFEE ROASTING

我的新西兰之旅

和咖啡烘焙经历
文_Dennia

Nostalgia Studio and Cafe 咖啡烘焙师

了，以后再也不能喝可乐，不能喝奶茶，各种不

能......生活将从此改变了。自此，我开始通过网
络和其他不同渠道的检索，查询很多资料，疯狂
地寻找对身体最有效的健身方式，也试图找到能

替代含糖饮料的其它饮品。Bingo！最后，我找
到了黑咖啡，而且发现它的热量居然为零！也就
是从这年开始，我喜欢上了咖啡，到后来基本上
都是自己在家里制作Filter Coﬀee。

新西兰之旅

2017年，听一位朋友介绍说，新西兰的咖

啡业很发达，于是我决定前新西兰游学，学习那
里的咖啡文化。

抵达新西兰的第二天，我先拜访了

Allpress，这个品牌其实来自澳洲，在新西兰和
澳洲都有自己的烘培工厂，在奥克兰的很多咖啡

馆都选择Allpress作为意式咖啡的供应商。我很
高兴能和店内的咖啡师们交流他们制作咖啡的不

同之处，例如在制作Flat White和拿铁时，新西兰

的咖啡师们只用玻璃杯出品拿铁，Flate White则
永远是用普通瓷杯出品，这和我们国内咖啡馆出
品方式的层次不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接下里的一周，我继续探访了Champer

店，并惊奇地发现店主原来是是新西兰

Areopress的冠军 — Woo Hyung Lee！更加开心

的是，我在Champer店内门口认识了一位Kiwi朋
友 — Regan（Kiwi指出生在新西兰的白人)，在向
他说明了我此行的目的后，热心的他给了我很详

细的探店推荐，且基本上都是Google上评分超过
4.5分的精品咖啡店。

★新西兰咖啡探馆

带着不舍的心情告别了Champer，我和Kiwi

互换联系方式后，按探店推荐继续前行，在接下
来的两周依次探访了奥克兰南岸四家不同独立咖
啡烘焙门店：

Red Rabbit — 他们的烘焙设备主要是一台大

型的Probat 和一台小型样机，咖啡都是按收货季

节进行不同程度的供应，店主非常的热情，饶有
兴致地和我聊了许多关于咖啡烘焙的趣事；

Atomic Coﬀee Roasters — 楼上是咖啡厅，楼

下是烘焙工厂，有一台巨大的Probat烘焙机，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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啡豆购买是在1周内烘焙的，保证了新鲜度；

Eighthirty Coﬀee Roastery — 他们用的烘焙设

备是一台50kg的烘培机，这台机器的特点是，能
完全吸收咖啡烘焙时候散发的味道，保持环保；

Weta Coﬀee — 店主是新西兰Flat White 制作

银奖获得者，店内的咖啡豆由他亲自烘焙。

这4家咖啡店不仅能咖啡豆自供，也都成为

了当地很多咖啡厅的供应商，店主也都是非常热
心的人，乐于回答我的一切问题，例如生豆来自
哪些产区，风味，烘焙程度等。在他们售卖的咖
啡豆包装上，都会有详细的图片和文字说明，介
绍咖啡原产地的所有信息。

初识Home Roaster — 家庭烘焙

四周之后，我的Kiwi朋友Regan决定在家中

进行咖啡杯测，我很荣幸地收到了他的邀请，细
心的他还叫上了同学来为我现场翻译，就这样，
我们度过了一个很愉快的上午，一起尝试了不同
风味的咖啡，并各自分享自己喜爱的风味。在他
家的车库中，我看到他的烘焙工作台和一台小

型烘焙机，Regan很详细的介绍他是如何烘焙咖
啡，如何使用调速器来改变风门大小和速度，这

并不定期的分享一些自己烘焙的高质量多风味

并将仔细记录结果，进行评分，或分享给朋友们。

在自家车库里进行烘焙的！

备选择方式，我偏向于使用小型烘焙机，购入了

于能很容易地在咖啡盲测中，分辨出单一产区的豆

让我打开眼界，终于见识了原来新西兰人是这么
偶遇新西兰的咖啡界大咖

奥克兰的所见所闻让我获益良多，同时我通

过社交软件分享了这一路上的咖啡主题和风景照
片，也关注了很多咖啡馆的社交账户。岂料生活总
是惊喜不断，我分享的内容被奥克兰北岸的一家咖
啡店主发现了，于是他主动邀请我前往他们即将开
业的咖啡烘焙店参观。抵达门店后，我才发现店主

的真实身份原来是Q&R Grader 、COE 国际裁判及

SCA 培训师，我被他的专业背景震撼到了，不仅
如此，他还经常飞到世界各地进行咖啡豆杯测，挑

的咖啡豆。借鉴奥克兰的家庭烘焙工作环境和设
一台HUYK500T。刚开始尝试烘焙咖啡，由于我
对机器操作不是很了解，每次加热时都因为升温

不断的烘焙实践使我的嗅觉也得到了提升，让我终
子来源，甚至分辨出其处理方式。

总的来说，咖啡烘焙是一项非常严谨的工

不稳定和不知道风门何时开启而误操作很多次，

作，必须仔细考虑火力、风门大小和速度的关

放上社交网络，幸运地得到了新西兰网友的建

短的几个月里烘焙了不同地区的生豆，并分享给

报废了很多咖啡豆。后来，我把自己失败的经历
议和帮助，甚至有朋友主动询问我的邮箱，把
Huky500T的详细操作步骤及方法通过邮件发送
给我，而且还附上了他的烘焙曲线表。

后来，我开始根据生豆的不同产区及处理方

式分门别类地调整咖啡烘焙方法，例如，Aricha

系，甚至需要考虑受众的感受。我在2018年短
我的朋友们，喝过我烘焙的咖啡豆的朋友们一致
表示了认可，他们也希望我未来能烘焙出更多很
好的咖啡豆！

小试牛刀 — 成为一名咖啡师

2018年12月，一次偶然机会，我认识了

选好豆子运回新西兰进行烘焙。据说有很多优秀的

的日晒豆水果口味香气非常丰富多层次感，根据

Nostralgia Studio & Coffee的店主。同为咖啡爱好

咖啡馆成为了首席咖啡师。我在他的店里发现了两

并在8分30秒开始1爆，当一爆开始时，就关火

知度及工作理念，并提供了周末特调咖啡师的工作

他们都花几个小时烘焙先把当天店内需使用的豆烘

留强烈的果香气息，并保持一定的甜感。而对于

学生都来向他学习咖啡技能，学成后在自己工作的
台SANTOKER烘焙机，他说每天清晨在开店之前，
好，其中也留一部分进行售卖。

我被新西兰咖啡师的工作态度深深打动了，

他们非常认真地制作每一杯咖啡，总是细心解答

机器的操作性能，我会选择在5分钟内完成脱水

让咖啡豆吸收炉内温度慢慢产生风味，这样能保

Kochere日晒豆，我会选择浅 — 中烘焙，以此保

留一定的果酸风味，并突出它玫瑰的香气。

针对不同的豆子，我还会详细了解咖啡生长

我针对咖啡知识提出的问题，如果遇到对咖啡豆

的环境、周围的植被，因为生长环境会让咖啡附着

或者咖啡豆供应商，进而解答我的疑问。

山的同学曾经给了我了一些样豆，后来的杯测中我

等级不清楚的情况，他们会立刻询问店内烘焙师

学习烘焙 — 从屡次失败到成功

回国之后，我决定开始学习烘焙，于是着

手把自己的厨房变成了一个咖啡烘焙工作室，

不同的味道。这一发现是因为，我一位来自云南保

者，在互相简短的交流后，她肯定了我对咖啡的认
机会，让我每周末为顾客冲煮咖啡，分享咖啡知

识，解答客人们的疑问。到目前为止，一些外籍顾
客已经成为了我的回头客，我每次接待客人的第一
句话总是：“Hey mate, how can I help？”我会为他

们冲煮自己烘焙的单品豆，并在客人喝完咖啡后，
仔细询问咖啡口味是否符合他们的标准，当得到他
们满意的称赞，我感到非常开心！

朋友和客人的肯定及鼓励，让我更努力的在

发现这批豆居然有普洱茶的风味，于是在我向同学

咖啡领域继续学习精进，感谢把我带入咖啡领域

了肯定的答案。每次烘焙后，我都进行三角杯测，

持和帮助！

求证，豆子的生长环境周围有普洱茶树，结果得到

的朋友，以及新西兰咖啡行业的朋友们对我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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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ffee Is a Kind of Fruit - Keep the Original Taste by Roasting

咖啡是一种水果
用烘焙呈现咖啡本来的味道

文_季杨、吴琼

单一源咖啡主理人

大

家咖啡店。我们开了一家300多平米的“大”

名的景点，我俩呢？太太可以完全可以放弃

饼这样的产品占据，而我们在店内售卖精品咖啡

概十年前，连锁店形式的韩式咖啡和
星巴克把我们带入了咖啡这个神奇的
世界。

季杨如是说

我是季杨，和太太吴琼一样，我们都是

热爱吃喝的人，每次出去旅游看着别人奔向著
Shopping，景点嘛最多打个卡，所有的路线

行程安排、酒店选择，无不围绕着美食与咖啡
店，打卡了太多好喝的咖啡店，再回到上海，
感觉上海的选择真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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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我俩回到了家乡新疆，决定开一

式咖啡豆，但以店内一个月只卖几杯的销售量，

店，产品设计主要是卖咖啡，其中以精品咖啡和

又担心造成浪费。于是我开始琢磨着，怎样才能

手冲为主，再搭配几款华夫，是不是忽然感觉非
常的熟悉？这其实和当时的韩式咖啡潮流基本符
合，但真实的市场其实完全被意面、披萨和华夫
时，也常常被客人询问有没有糖包、奶油、冰淇
淋等附加，这就是商业和兴趣，需要不断去平
衡，并争取生存的空间。

当时我们主要是在网上购买单品咖啡豆和意

让纠结的我们既担心批量购买咖啡豆的新鲜度，
自己烘焙出新鲜的咖啡豆，以满足我们的口腹之
欲，毕竟，新鲜烘焙的咖啡，就像太太在家中厨
房现烤出来的蜂蜜蛋糕，那是商店里售卖的隔了
夜的面包蛋糕所完全不能比拟的。于是，我们开
始更加主动地学习更多关于咖啡的知识，系统学
习了咖啡豆烘焙。我用了半年时间参加咖啡烘焙
的学习，我俩还准备继续深入咖啡源头，从采购
生豆开始，把控原材料（生豆）的品质，进而把

控咖啡豆的新鲜度。

吴琼如是说

我是吴琼，那个时候，新疆基本还没有由

自家烘焙咖啡豆的店，在我们准备就绪开始自烘
豆时，逐渐高涨的房租让我们怯步了，谨慎考虑
下，乌鲁木齐鲜人问津的精品咖啡市场，以及一
些其它的因素，让我们最终决定把工作方向和重
心转移到了上海。

开店和成长之旅

赛，比赛日期是11月13-14日。初赛时，我只
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准备，在顺利进入总决赛

后，紧接着12月17日，我就参加了全国总决
赛。经过这一段时间的集中训练和比赛，我们
认识了很多好朋友，提升了咖啡的技能。真的
非常感谢一直给予我们帮助和关注的朋友们，
还有单一源的客人们，也给了我们很多点滴的
感动，感恩所有。

2019年，已是我们步入咖啡领域的第7年

2015年，我们在上海的第一家门店开业了。

了，今年我们全新的培训教室以及与日本Kinto品

先，采购优质的咖啡生豆，自己烘焙精品咖啡；

在咖啡这条路上，我们可以继续前行，让咖啡越

有了之前的经验，我们的目标更加明确：首

其次，加强学习、培训，开设咖啡培训课程；最
后，寻找适合的时机合适的店铺，再开新店！

开店之初，我们使用的工具和机器是：电脑

牌合作的展厅，也将在上海莘庄附近开业，希望
来越丰富，越来越好喝！

对烘焙产生兴趣的缘起（季杨）

我也想分享一下对烘焙产生浓厚兴趣的原

版带存储曲线，自动烘焙的戴奇烘焙机，一台自

因，是因为：通过自烘焙，我们可以严格的把控

及迈赫迪磨王磨豆机。当时，为了练习和熟悉机

进而把握生豆的新鲜度，还可以更加自由的追求

动水粉比设置并自带称的La Marzocco咖啡机，
器，我们烘焙了10麻袋的咖啡生豆，几乎都没
有卖，全送给了朋友和在自己的门店里练习用，

生豆品质，可以按需求随意的测试和更改配方，
咖啡里不同极致的风味。

我们希望透过对咖啡风味的还原式烘焙，让

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烘出第一锅瑰夏的紧张心

客人们了解到，咖啡也是一种水果，不同产地的

赛中国区总决赛的外卡赛—王力咖啡举办的戴奇

所以我们不想把咖啡做成只有一种口味，而是努

情。同时期，我参加了2017年世界咖啡烘焙大
杯，获得了冠军，又参加了2017年中国区烘焙
赛,通过比赛，我结识了更多的烘焙好友，总算

是踏进了烘焙的世界。

借鉴了2017痛苦的寻店经验，我们找到了

胶州路上的一个店面，这个位于市区的门面，耗

水果口感、风味都是不一样的，咖啡也是如此，
力想表现出不同产区、庄园咖啡的不同风味特

质。我们不一定能让每一次的熟豆和每一杯的咖
啡让所有人满意，因为选择也是个人切身感观的
结果，最后的成品总有人喜欢，也有人不喜欢。

在单一源咖啡门店，菜单上同时会有2支不

费了我俩很多功夫，此时，已经沉淀了两年的我

同庄园的咖啡豆供应SOE招牌意式咖啡，每2-3

在有计划性地有条不紊地进行着。20天的装修，

出SOE奶咖，这让每天都喝咖啡的老客人尽可能

们，褪去了开第一家店时的青涩和紧张，一切都

人员招募，5天内部培训，在2017年双十一的当
天，上海市中心静安寺分店也开始营业了！仔细
想想，一切都在和我们理想的方向逐渐靠近。

2018年2月春节后，我们开展了门店的第一

次“瑰夏月”活动，这次活动得到了客人们的喜
爱，很多新老客人都来了，这让我们真正感受到

个月会调换一次SOE的当季新产意式咖啡豆制作
地喝到不同的味道，避免产生审美疲劳。我们的

手冲单品咖啡豆，也是3个月更新一次菜单，都

们会一直延续每年春节后的“瑰夏月”活动。

级、SCA咖啡师初中高级、SCA烘焙初中高级、

在生豆的甄选上，我们更加细致地挑选瑕疵

度，在吧台按照自己理想中的方式出品，这真的

的庄园生豆，以供顾客更多选择！算下来，我们

们聊咖啡，聊彼此的趣闻、烦恼时，我感到做咖
啡真的很开心。

豆子健康和品质的同时，不定期的选择各个大洲
的客人每年都能品尝到20种以上的单一产区的单
品咖啡，这些咖啡豆覆盖到世界各咖啡产区。

在中国市场，咖啡尚未成为日常刚需，一

2018年下半年，我们集中性地经历了几

般顾客对咖啡环境、咖啡品质会更有要求。我们

了两年，最后是先生推了我一把，他悄悄地为

质，以及更丰富有趣的咖啡内容，来吸引和服务

次比赛。其实对于是否参加比赛，我已经纠结

我报名了2018年中国咖啡冲煮大赛上海区预选

我们在单一源等你，不见不散！

关于作者

比的单品手冲，包括瑰夏。是的，瑰夏，我想我

率低，评分高，有具象风味特点的生豆，在保证

是很幸福了。当我们在吧台为客人煮咖啡，和他

务，让顾客和我们一样喜爱我们的咖啡。

是当季到店的新鲜生豆，而且保证提供最具性价

做咖啡的幸福和满足。做为一位烘焙师，可以自
己挑选喜爱的生豆，自由烘焙成自己想要的程

单一庄园，新鲜烘焙的咖啡呈现给客人，优质服

希望尽可能地通过提供更多的口味、更好的品

顾客。单一源咖啡的最终理念，就是把源产地/

季杨，SCA官方AST导师、SCA研磨萃取初中高

2017年王力咖啡戴奇杯烘焙赛冠军（世界烘焙
赛中国区总决赛外卡赛）、2017年世界烘焙赛
中国区总决赛选手。

吴琼，SCA研磨萃取初中高级、SCA咖啡师初中
高级、2019年世界冲煮大赛中国区决赛选手。

咖啡店信息

SINGLE ORIGIN ROASTERS/单一源咖啡

静安店：上海市静安区胶州路151号（近北京西路）
闵行店：上海市闵行区光华路335号52栋楼
（培训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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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冲泡四要素
文_Timothy Sweet

Sanremo 拓展经理

大

家好，我叫Timothy Sweet，在14岁那

瞬间，我便爱上了这款咖啡机，因为我在其中找

有顾客。在展示最后，烘焙师表示他深深被调

Instagram还不曾出现。

有可能为我的未来带来机遇。一年后，我受邀

效所折服，他表示如果是自己来调试，可能要

年我不知不觉进入了咖啡行业，那时

刚开始我只是喝咖啡的量很大，并不在乎

咖啡的品质，而且由于经济实力有限，只能喝到
制作过程中存在错误、无法提供给顾客的免费咖
啡，这也是当时的唯一选择，因此我只能凭味道
去猜哪里出了问题，我高度怀疑当时负责做咖啡
的人肯定用的是劣质咖啡豆。慢慢的我开始学习
如何制作咖啡，以便当班的咖啡师偶尔能提前下
班，或是直接翘班。最后我成为了在周末值班的
咖啡师，虽然我还在上学，但我的进取心让我非
常珍惜这一机会，尽管大部分咖啡师都更希望在
周末休息。

到了学习和探索咖啡机技术的机会，而这个机会
成为了 Sanremo 咖啡机的维多里亚地区销售总

监，当时的我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去尽可能多
的学习和体验。我需要和不同类型的烘焙公司和
咖啡厅合作，几乎每周都要去，经常会有人让我
帮他们调试咖啡机，其实他们对自身的咖啡机非
常熟悉，但在使用新设备时，他们也需要专业人
士的指导和帮助，与此同时也让我不断提升着个
人的能力和技巧。

我的职责就是从专业角度进行预
测，而非单纯根据理论提供信息

至今为止我从事咖啡行业已经超过16年，

试后咖啡的口味、以及我们整个调试工程的高
花好几个小时，才能达到相同的效果。通过展
示，我能帮助客户节约大量时间，这是我的目
标之一，也是我多年以来一直坚持的。完整讲
述咖啡的萃取过程需要好几个小时，这会让客
户产生情绪，还会让他们产生更多的疑问，这
也正是很多人害怕学习咖啡萃取的原因，最后
他们只能通过有限的调整，满足于自己能够达
到的结果。

虽然人们害怕改变，但他们希望
进步

我的新目标是建立一套简化的学习过

之后我继续在英国攻读商科、法律和电子

期间我不断通过咖啡师或管理者的职位拓展我的

程，让咖啡的萃取更加容易理解。大部分人

艇，但最后还是回到了自己深爱的咖啡行业。

进行试验。我曾在烘焙比赛中获得过非常好的

能自由流畅地使用。同理可证，很多咖啡师

工程专业，做过几年的厨师，修建过轻量级游

我曾在Tamborine Mountain咖啡种植园做过几年
的助理，也在酿酒厂工作过，但都是在做咖啡

师的同时完成的。之后我在Grinder Coffee负责
销售，但很快便发现这不是我想要的，因此一
年后又重新回到了咖啡厅。同时我还发现自己
对教育和培训非常感兴趣，就好比是奥林匹克
运动队的教练或是名人堂成员，负责为学员们
提供建议和指导。

在积累了几年成功运营和管理经验之后，

我发现自己渴望拥有更多的经历，让自己更进一
步，因此选择去了墨尔本，成为了一家专门为咖
啡厅服务的公司，成为了那里的业务拓展经理。
那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采购Sanremo咖啡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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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储备，并花了7年时间在咖啡种植园学习和
成绩，在很多比赛中担任过主评委或评委，也培

训过600多名学员，与州或国家级比赛选手合作
过，通过上述经历，我不断完善着自己的知识和
理论体系，不断学习操作复杂并不断变化的咖啡
机，以及从技师、烘焙师和大型连锁企业和小型
独立咖啡厅经营者的角度了解着多层次、多样化
的咖啡工业。我必须不断更新自己曾经学到过的
知识和信息，慢慢的我意识到，自己知道什么并
不重要，重要的是思考过程。

你认为自己知道什么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如何思考

有一次我正在向首次使用咖啡机的用户展

示标准的调试过程，当时在场的有烘焙师，也

虽然不知道智能手机的工作原理，但他们仍
其实并不需要或想要了解咖啡机的工作原
理，或是咖啡冲泡和萃取背后的科学道理，
他们只是想要知道如何使用咖啡机，才能最
大程度上发挥咖啡的潜质。如果通过简单的
学习过程能够激发人们对咖啡复杂性或萃取
的兴趣，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如今在网上
可以找到成千上万条咖啡冲泡和萃取指南，
我个人也鼓励通过多渠道进行学习，如果你
是一名咖啡专家，认为自己有更好的将信息
传递给他人，鼓励你创作自己的冲泡指南，
以便让更多人从中受益。

知识是你获取到信息的数量和质
量，智慧是知道如何使用知识

浓度

甜度

风味

余味

意式浓缩

浓度

这里所说的浓度并非是感观分析中的口

感，而是要从顾客的角度去理解。它是指奶基
咖啡中被感知到的咖啡浓度。首先，你必须考
虑使用的咖啡种类，同时你还需要考虑到杯子
的大小，以及牛奶的品种，很多因素都会影响
到咖啡口味和牛奶口味，从而影响浓度，其中
一些关键因素有咖啡的萃取量、滤碗的大小、
粉量的多少等等，例如，如果粉量和滤碗大小
不匹配，粉量过大而滤碗不够高，这会让咖啡

没有足够的空间进行萃取，水或气体没有足
够的空间膨胀，虽然你使用的粉量很大，但得
出的结果将会和预期有很大差距，这样做会减
少咖啡萃取过程中的外界压力，虽然咖啡吸水
和萃取更加均匀，但并不适用于奶基咖啡，要
想达到适合的浓度关键就在于品尝、测试和比

和单糖会因非酶反应而不断变化，在这一过程
中，平衡是关键。这与美拉德反应中糖的氧化
不同，这关乎到咖啡作为一种碳水化合物是如

何在水中分解的。影响甜度的关键因素包括

温度的冷却味道产生的变化，以及最后一点咖

它使用到碳基可溶糖和酸进行烹饪的食物非常
相似，随着烹饪的深入，食材的味道会越来越
甜。同时我们要注意，精致的酸度对于意式浓
缩或是奶基咖啡都很重要，无论是哪种，平衡
都是关键。在最终决定冲泡时间和温度之前，
我们需要通过常规的奶基咖啡去品尝、测试和
对比被感知到的甜度的平衡感。
风味

与其说意式浓缩咖啡的风味受你的控制，

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口味，因此想要体现咖啡本身

对较淡。如果泵的压力更高，你会发现咖啡的
苦味会变重，口感变干，些许带有烟熏味或草
味，这是因为在压力较高时，咖啡中的二氧化
碳在物理作用下进入了意式浓缩咖啡，这会让
咖啡的油脂变得更厚，我们都知道，咖啡油脂
的主要成分就是二氧化碳。
甜度

所有咖啡豆中都包含着非常复杂的化学

成分，包括淀粉、酸、糖、油脂和咖啡因等
等，这些化学物质的萃取会影响咖啡被感知到
的甜味。萃取过程中，咖啡中的糖、酸、多糖

余味是什么意思？余味是顾客体验非常重

冲泡时间和温度需要进行调整，这一过程与其

够，口感干涩，或咖啡味道尖酸，说明咖啡的

啡机外流速），泵的压力更低，会让萃取的过
顺，但当制作成奶基咖啡时，咖啡的味道会相

余味

要的组成部分。这里所说的余味与感观分析中

不如说你的目标是尽全力萃取出咖啡的正面风

程更加柔和，虽然意式浓缩咖啡的口味更加柔

从容不迫面对各种变化。

咖啡与水的接触时间和温度，如果咖啡甜度不

较。其它因素也会影响被感知到的浓度，包括
泵的压力（咖啡机内流速）和滤碗的类型（咖

现出产品的自身品质，从而让你在未来的经营中

味、淡化负面风味。意式浓缩咖啡包含着大量

的风味是非常困难的，其本身的风味取决于生豆
的品质，同时也取决于烘焙过程，一旦成功激发
出了咖啡的自身潜质，接下来的任务便是从顾客
的角度来评估这款咖啡在奶基咖啡中的表现。只
是在生豆上砸钱，并不能确保顾客的最优体验，
在这一过程中，你必须进行对比，如果生豆品质

的概念完全不同，我们说的余味是指咖啡随着
啡的味道。我们肯定都经历过咖啡师因为手头

太忙，花了20分钟才做好一杯咖啡，结果喝到
嘴中咖啡已经凉了，如果咖啡随着温度的下降
味道开始发生改变，你觉得“只要给自己再做
一杯就好了”，那么你肯定没有站在顾客的角
度进行思考，他们不可能自己动手再做一杯，
他们可是在这杯咖啡上花了钱的，他们只会根
据喝这杯咖啡的感受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还会

再来这家咖啡馆吗？”。许多咖啡师不会考
虑咖啡的余味，顾客也不会在乎你用的究竟是
什么高端的咖啡机，他们不会浪费时间向你抱
怨，他们只会转身离开，去其他咖啡厅购买咖
啡，我甚至在一些咖啡界知名人士的咖啡馆见
到过相同的情况。如果你作为咖啡师本身并不
喝牛奶，那么你一定要从同事那里寻求可靠、
真实的反馈。请记住这是一个以服务为核心的
行业，如果没有智慧，光有知识也是白搭。

请注意本文只提到了一部分有关咖啡萃

一般，就需要在烘焙和咖啡冲泡上投入更多的精

取的信息，我只是想要引导大家走上正确的道

消费，一定要站在顾客的角度思考，了解顾客究

信息，养成写日记的习惯，记录下你每日的发

力，以修正一些负面口味，保证顾客会再次来店
竟更加看重咖啡的哪些特质。为了提升萃取品

质，让咖啡更能树立公司正面的品牌形象，一定
要加强与烘焙师的沟通与合作，需要能够解决工
作中遇到的各种麻烦，保证萃取出的咖啡能够体

路。请不断地提问，不断地质疑和论证获得的
现和结论，去尽可能通过更多的信息得出最终
的结果。如果你已经经历过这些，我强烈建议
你把自己的知识理论发表出来，帮助咖啡行业
和咖啡师的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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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CHILLING' THE ROASTED
COFFEE BEANS ON MY ESPRESSO EXTRACTION

浅谈速冻技术对意式浓缩咖啡萃取的影响
文_ANDRE EIERMANN
UCC COFFEE品牌代言人

大

家好，我是Andre Eiermann，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咖

缩咖啡。为分析颗粒大小，我们对室温条件和速冻的咖啡分别采集了3份样

我在2017年的世界咖啡师大赛（WBC）前实验了速冻技

一台 Nuova Simonelli MythosOne 磨豆机进行了6组研磨，前后实验结果极

啡烘焙中使用速冻技术对意式浓缩咖啡萃取的影响。

术，在当年，很多赢得国家咖啡师大赛的冠军也使用了这种方法，他们将
烘焙好的咖啡豆直接放入冰柜冷冻，然后进行研磨，亦或用液氮对咖啡豆
进速冻，这其实也是我进行实验的原因，我想知道这种技术究竟会对意式
浓缩咖啡的萃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因为不想复制其他选手的做法，我最
终在当年的比赛中没有使用这种技术，但我认为它对意式浓缩咖啡的萃取
有着积极的影响，我将在下文中为大家详细进行介绍。

实验设备

我使用了Victoria Arduino Black Eagle咖啡机（包括 IMS 出水口和 VST

20g 滤碗）、Malhkonig K30 Vario Air 磨豆机、两台 Acaia 电子秤（Lunar
和 Pearl）、一个 OCD II 拨粉器和 Reg Barber 粉锤。我用 VST 屈光折射仪

测量了每杯咖啡，并用 iPad 上的 CoffeeTools 计算了萃取率，感官分析由

Q-Grader 阿拉比卡认证师完成。至于实验用豆，我用的是产自卢旺达的水
洗红波旁，并用 Diedrich 烘焙炉进行了轻度烘焙，为分析颗粒大小，我还
使用了 Malvern 2000激光衍射仪。

实验方法

我按1：2的比例萃取了12杯双倍意式浓缩咖啡，所有咖啡取粉均使用

OCD 拨粉器，旋转360度，咖啡机 T2和 T3水温为93.4℃，研磨参数保持
不变。准备好后，我用室温条件下保存的咖啡豆萃取了6杯双倍意式浓缩咖

啡，又将咖啡豆在零下20℃条件下冷冻12小时，随后萃取了6杯双倍意式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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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并分别使用两台磨豆机进行研磨。由于发现实验结果惊人，我们又用
为相似。

实验结果

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使用速冻咖啡豆，咖啡的TDS（10.5%

vs 10.0%）和萃取率（20.6% vs 19.9%）都更高，但这一差距从统计学的

角度来讲并不显著，此外，速冻咖啡的萃取时间更长，平均31秒，室温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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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下保存的咖啡萃取时间平均为25.3秒，时间的差距可谓非常显著。另一

个有趣的现象是，速冻咖啡的萃取时间标准差要更大一些，这或许说明速
冻咖啡的稳定性要比室温条件下的咖啡更差。

在最近的另一次实验当中，我尝试用不同的冲泡比例和研磨参数进行

比较，结果也是相似的，速冻咖啡的TDS和萃取率更高。在这次实验中我们
尝试调整了冲泡比例和研磨参数，之后的颗粒大小分析显示：速冻咖啡的

大颗粒峰值较低，100μm 以下的颗粒则峰值略高。总体上，速冻咖啡的颗
粒大小分布和室温条件下的咖啡相似：D[4,3]室温条件= 322μm vs D[4,3]速

冻= 317μm，显然两者的差距非常细微，于是我们又用 Mahlkönig K30 Vario
Air 和 Nuova Simonelli MythosOne 进行了实验，试图看到更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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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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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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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8774 6620 或157 1118 0985（微信同）。

另外，在室温条件下储藏的咖啡豆柑橘酸更加明亮，蜂蜜甜味更浓，

柑橘和黄色核果香气更好，带有黄油般的醇厚口感，而速冻处理的咖啡豆
整体酸度更低但更加和谐统一，口感丝滑，黄色核果香气浓郁，余味类似
杏仁蛋白软糖，只是略微偏干。

实验小结

根据实验结果，在零下20℃冷冻的咖啡，物理感官得分更高，我个人

非常喜欢那种丝滑、柔顺的口感，但我不确定如何将这种方法应用于客流
量较大的咖啡厅。

此外，我不理解风味上的差异从何而来，至少不是因为颗粒大小和分

布，但我认为有可能是因为颗粒的形状，希望大家如有机会，也能进行类
似的实验，我也会在今后的文章里和大家继续探讨有关颗粒大小和分布的
实验心得。

感谢阅读！

免费阅读处征集

获取纸质刊物

纸质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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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刊物”，注册会员、分享往期刊物合订本和一年4期或两年8期刊物。

免费电子刊物

推荐您登陆“网易云阅读”、Issuu、Calameo和Cafe Culture网站，寻找到
《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的各期电子刊物，并下载到您的私人空间里。

网易云阅读

Calameo

更多合作事项洽谈，请联系：

Issuu

CCM网站

David Parnham，手机：+61 423 200 206，微信：CCMDAVIDP,
Christina 王迪，手机/微信：139 1067 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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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rfect
Specialty Coffee Menu
NORMAL AND MORDERN BREW WAYS

咖啡馆精品咖啡菜单的发展
新旧咖啡冲煮呈现方式
文_易碧辉/Ray Yick

广州百诺品牌策划有限公司品牌负责人
咖啡培训策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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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门店只售卖手冲咖啡、意式咖啡、蛋糕及零

有技巧的，我们选择‘聪明杯’主要原因是我们

失了餐食的风险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在悉尼手

不同的豆都有着个人的风格，‘聪明杯’就可以

售咖啡豆。在澳洲的饮食文化中，产品设计中缺
冲咖啡门店也不多见，但这家店采用了与门店黑
色调相应的器具呈现手冲咖啡，在给顾客一种特
殊的观感之余，又采用优质的生豆，给顾客留下

明显的记忆点，在我探访店长Jet期间，就遇到多
位顾客前来购买手冲咖啡，并短暂停留于店内，
选购自己喝过之后感到喜欢的豆子。这是一种品

咖

馆后，我发现他们一直在努力，是

的，总是精品咖啡馆的咖啡师、老板以及顾客在
推动着咖啡文化，这是我站在下游，以一位顾客
的角度来说的，因为他们是最直接能接触到陌生
的人群或是最容易为入门咖啡爱好者启蒙的关键
环节，一个城市里如果缺失了精品咖啡馆的存

以上，于他而言，奶基咖啡需要做的是保证出品
效率以及出品稳定，同时不可忽略的是，他想推
广单一产地咖啡豆（Single Origin），让客人有更

多选择，更多地尝试奶基咖啡以外的美味咖啡，
这是Jet心中的传统与现代之道。

开咖啡馆是大多数人的其中一个梦想，那么

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开咖啡馆也实属情理之内。传
统的咖啡门店只需要有一套制作意式浓缩咖啡的

设备（浓缩咖啡机+磨豆机）即可实现，那么，现

一家精品咖啡馆的投入，至少需要数十万，

一地只依靠基础设备来出品咖啡很快会被淘汰，

成正比，咖啡馆倒闭速度也十分快，喝咖啡的顾客
不会因为你特别用心而只光顾你这家咖啡馆，他们

选择咖啡馆的重要因素是价格 > 地理位置 > 品质
特性，口碑固然重要，可是对于国内外的消费者来
说，只有偶发性的游客经济，才能忽略掉价格的心

客光顾咖啡馆的经验越来越丰富，如此一来，单
所以走一圈精品咖啡馆，我们会发现更多外形酷
炫兼备实力的设备和器材。除了基础的浓缩咖啡

设备，压粉/布粉辅助设备，针对咖啡开发的称重
设备等，单品咖啡也有专属的制作设备和器具，
为的都是呈现尽可能出色的咖啡。回到我所在的

城市 — 广州，近年来涌现出非常多优质的精品

理门槛。假如大部分咖啡馆售卖的产品价格一致，

咖啡馆，有贸易商开设的，有设计师开设的，也

验过，顾客才对你的出品特性心里有数，进而影响

设备，加上从业者不懈的推广，顾客的选择呈现

消费者当然选择就近的门店消费，只有亲自消费体
他们下一次是否继续进店消费。

绝大部分精品咖啡馆都开在城市的巷子里和

居民区里，价格与进驻大型商圈的连锁咖啡品牌相
若，在地理位置弱势的情形下，品质特性成为了最
需要坚持的一环，也就是说，精品咖啡馆更需要创
造稳定却不失性格的产品，来吸引更多新顾客以及
留住更多愿意牺牲便利性到店里光顾的老顾客。

典型的咖啡馆菜单由黑咖啡（Filter coffee）

+ 奶基咖啡（Milk basic coﬀee）+ 甜点（Desert）

组成，在国外，喝咖啡是生活习惯，因此依旧
可以收获固定的客源，举例如澳洲悉尼的The

Reformatory Caffeine Lab，这是一家开设在斜坡
上狭长的门店，没有座位依旧有络绎不绝的消费

是滴滤方式，达到呈现不同风味的操作，减少干
扰频率意味着减少人为的操作失误”。

我们常说咖啡没有最好的一杯，只有你最

了固定一种模式，让越来越多的顾客喝到他们

代咖啡馆需要什么呢？高效的信息传播社会让顾

但以国内咖啡馆生存大环境来看，投入与回报率不

在萃取的过程中，分别控制萃取采用浸泡方式还

对于店长Jet来说，奶基咖啡在澳新国家属于主流

在，咖啡文化将会停滞不前，更说不上让顾客可
以喝到更好喝的咖啡了。

有太大的差异。另外‘聪明杯’主要优点是可以

喜欢的那杯。以上的案例分别表现出咖啡馆或首

饮品，地位不可撼动，出品量每天至少在700杯
推动的事，在探访过不同国家的咖啡

更好的让不同的咖啡师有最稳定的呈现，而不会

质特性的坚持，不只是着眼于产品味道，而且兼
顾考虑到了产品的呈现，但这也不能生搬硬套，

啡文化是每间精品咖啡馆不遗余力在

咖啡师每个人冲煮的手法冲煮水流都不一样，冲

有咖啡师开设的，也能看到这些相当专业的制作
出多元化，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其中，Voicube
除了以上所说的具备精品咖啡馆所需的一切元素
外，还设置了可以让顾客自主冲煮咖啡的小型吧
台区域，以及用于定期举办咖啡分享会和咖啡培
训课程的培训室，此外，店内还提供氮氧咖啡，

席咖啡师对于门店出品一种独有的坚持，只为
喜欢的那杯。那么我们也来看看，外国的咖啡馆

他们是怎么俘虏尚未适宜饮用咖啡的一个大群
体 — 小朋友们！对此，必应词典Bing有这样一
段释义：a small cup of warm, frothy milk topped

with powdered chocolate, prepared for toddlers
and children，是的，就是一杯小小的，专门做给
小朋友饮用的，也采用咖啡杯盛装的带有奶泡和
巧克力粉撒面的牛奶，里面没有咖啡。咖啡馆这
么做是为了让小朋友们能像大人一样拥有自己的
咖啡杯饮品，尊重及满足他们之余，让孩子们能
稍微安静下来享用这杯正儿八经的饮品！而且个
别咖啡馆还会配上棉花糖让孩子们非常高兴！这
类型的饮品，制作成本非常低，有些咖啡馆要收
费，有些咖啡馆是赠送给家庭顾客的，例如澳洲

的Gloria Jeans以及The Cookie Man就是免费提供
这款饮品的，长远来说，这能给门店与家庭顾客
之间建立一些意想不到的感情维系。另外，又如

在Surry Hills的Meadow Café制作的Babycino是作
为儿童套餐里面免费赠送的一款饮品，有些咖啡
馆会认为制作小杯带有发泡奶泡的牛奶是浪费及
耗时，因此未将其列入菜单中，其实，这款小小
饮品有它的魔力，总有一天，小家伙们会惦记着

你做的Babycino而跟父母提出到你家咖啡馆消费
的建议的！赶紧把它加入到常规菜单中吧，这也
是现代咖啡馆需要关注的细节，不止于服务目标
顾客的魔法细节！

欢迎随时联系我的个人微信号交流，我们下

值得一提的是，店内单品咖啡的出品使用以稳定

期再见！

出品，目的是让顾客更清晰地辨识自己所选的咖

关于作者

可以的。有人会认为“聪明杯”是傻瓜式冲煮，

员、C&G认证调酒师咖啡师、从事餐饮行业培

性著称及最接近豆子原本呈现风味的“聪明杯”
啡，当然，要是顾客想喝咖啡师手冲的咖啡还是
没有技术含量，但在这一点上，店长Four的看法则
很不同：“我个人觉得，‘聪明杯’不算是一种
傻瓜方式，要用‘聪明杯’冲出好喝的咖啡也是

易碧辉，自由撰稿人、SCA咖啡师、国家评茶
训、设备贸易、活动策划方向。

欲了解更详细内容，欢迎联系微信Rayyick或邮
件xixi1511@126.com。

35

From Coffee Lover to Professional

从爱好变成职业

大

文_邓梓华

SCA认证咖啡师，LAS拉花对抗赛区域赛第一名

家好！我是邓梓华，这是我踏入咖

后的比赛中我的发挥更加的稳定，也得到不错

Culture | 啡言食语》，让我借此机会

的朋友。每次这群热爱咖啡的人聚在一起的热

啡行业的第4个年头啦，感谢《Cafe

跟大加分享一下我的个人经历，也希望能帮助
到对咖啡行业感兴趣的朋友们。

回想当初，速溶咖啡是我必不可缺少的饮

品，除此之外我对咖啡一无所知，偶然情况之
下，在网上看到阿达压纹拉花的视频，那线条

的成绩，也因为比赛，认识了很多五湖四海
闹，现在回想起来也会不自觉地扬起嘴角。每
当看到别人对咖啡的执着与热爱，都会重新燃
起我心中的那团火，也因为这样，我才
会把咖啡当成自己的终身职业。
从比赛选手到培训导师，

的流动让我十分着迷，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

这是我新的挑战。用不同

习，当遇到问题的时候也只能反复观看视频，

另一面，也代表着我所

无视着咖啡油脂和奶泡的质量，每天反复地练
大多时候不得其解。

经过了几个月的磨练，加上无数次比赛中

的落败，不得不让我重视“油脂”和“奶泡”
这两位主角了，我相信驾驭它们是所有咖啡师

的目标，毕竟这关乎到一杯咖啡的外观和品
质。为了学习更多的知识，我趁着每次休息去
参加各类型的咖啡活动，去不同的咖啡馆向别

人请教学习，也下定决心去考取SCA的相关的
课程。在累积了一定的知识和练习量之后，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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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份去了解咖啡的

说的每句话都会影响到台下

的观众对咖啡的理解，每一次

的分享都让我更加成熟、进步。看

到台下每一位观众，就像看到当初的自

己，那个沉浸在咖啡世界的我，希望我的

分享让他们能清楚自己未来的方向希望在以后

的日子里，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团队，而更大的愿
望是能帮助更多的朋友，把咖啡文化传播到世界
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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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青岛、成都、苏州、上海、台湾、武汉、北京、深圳、香港、广州

由

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连续四年主办

委，作品评委评判选手作品将依据以下四项给

方）。攻方先进行自由创意拉花，守方复制攻方

2018年成功举办，逐渐成长为国内甚

观，并不涉及到咖啡的口味和口感。技术评委

方获1分，失败则攻方获1分，第一轮结束后，攻

的雀巢杯LAS拉花对抗赛，在2016-

至国际知名的拉花比赛，不断更新比赛规则，保
持赛事在行业内的先进性，鼓励拉花创新，致力

于发掘更优秀的咖啡师。2019年我们将迎来更
有深度的第四届LAS全国拉花对抗赛，现将新的
比赛规则公布给大家！

首先，Latte Art SmackDown（LAS）是一项

自由拉花对抗赛，比赛宗旨是对一个咖啡师基本
和高阶拉花技能的一个评比。新的赛制评定咖啡
师综合素质，评委们关注不同方式出品的拉花咖

出得分：对比度、平衡度、创意度和整体外
对选手在操作过程中的基本操作给出评分，选

花型，由评委判定复制是否成功，若复制成功守

守互换进行第二轮，先获2分者获胜，若出现平

手在进行比赛操作的同时，应该正确的使用相

局，则通过加时赛，使用基础花色决定胜负。

前和赛后的比赛台整洁状态。总决赛将邀请3-5

分钟，准备时间里可以熟悉机器，感觉蒸汽和冲

的全部赛事评委都将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评

但不可以预先倒入牛奶至比赛器皿或打发牛奶。

关设备及辅助工具，并且有义务和责任保持赛
名国际评委担当，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邀请
委的朋友、员工等有权参加比赛，但该评委在
比赛中将采取回避制度。

2019年选手仍将组成“一对一”两两对抗

每位选手第一轮和第二轮比赛准备时间为1

煮头的压力和水流，可以试萃取意式浓缩咖啡，
比赛除第一轮和第二轮比赛，比赛准备时间不超
过30秒。

淘汰赛的比赛时间为5分钟，两名选手同时

啡的外观，和咖啡师制作过程中的基本操作规

模式，在规定的5分钟操作时间内，制作完成3

开始比赛，某位选手如果认为其中一杯咖啡拉花

调整其创意图形，使其完成作品完美呈现。

外带纸杯制作基本花色，图形由投飞镖的形式指

是允许的，但只能选取其中的一杯作为比赛作

范，在规定的时间内允许选手使用雕花工具修饰
今年我们将从10大赛区的每个赛区选拔出

前6名进入今年在上海举行的全国总决赛，希望

为参赛选手提供一个展示自我优秀职业风貌、相
互交流、拓展人脉的交流平台，大家从比赛中获
得乐趣，得到成长。

每轮比赛将设3名作品评委和2名技术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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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拉花作品：第一杯为使用10盎司（300ml）的

定，第二杯将使用300ml的拿铁杯，制作基本花
色的创新演绎，第三杯使用300ml的拿铁杯制作
自由创新花色。决赛阶段的冠亚军之争采用“花
型复制”，其余比赛阶段皆采用“淘汰制”。在
冠亚军争夺战中，“花型复制”的两名选手通
过抽牌的方式确定攻方和守方（点数大者为攻

不够好的话，如果有时间准备第二轮同样花色的
品，时间结束以咖啡杯送到评委面前为止，如果

选手在5分钟的比赛时间内没有把作品呈递至评

委席，该选手则被淘汰。

决赛阶段“花型复制”的单杯比赛时间为

每位选手3分钟，在第一位选手完成拉花作品

后，第二位选手应当自上一位选手结束后1分钟

之内开始制作，计时从选手触碰操作台面工具
开始计时。

新的赛制我们继续鼓励咖啡师创新，比赛每

轮第三杯创意咖啡有相同花色，出现相同花色轮
次及之后轮次，取消比赛资格。

比赛使用雀巢UHT牛奶和雀巢醇香臻品焙烤

咖啡豆、10盎司外带纸杯和300ml拿铁杯，设备

和材料均由赛事主办方Cafe Culture|啡言食语安
排提供，选手不可擅自在制作拉花作品材料中添
加任何其它成分。主办方还将提供比赛围裙、粉
锤和备用奶缸雕花针，选手可自带奶缸、粉锤、
雕花针和其它自带器具，除规定自带器具之外的
器具必须提前申报且经过主办方认可方可使用。

免费报名，我们欢迎全国各地有想法，有

创意的咖啡师们踊跃报名参赛，推动中国咖啡文

化。2019年雀巢杯LAS拉花对抗赛，获胜者将获

得以下奖励：

每场比赛的前3名选手和总决赛的前6

名都将获得由Reg Barber独家特制的Latte Art
SmackDown奖杯。

实现开店梦想，全国总冠军将获得：雀巢牛

奶100箱免费供应，VBM双头咖啡机和La Cimbali
磨豆机， PUQpress全自动咖啡粉锤，还将获得

泰摩、MHW-3BOMBER，等其他品牌赞助商提
供的奖品，这些奖品将支持冠军实现开店梦想。
总决赛的亚军、季军、第四、五、六名选手均有
赞助商提供的不同价值的精美奖品。

地方赛前三名选手将获得雀巢奖金，第一名

2,000元、第二名1,000元、第三名500元，前六名
选手均可获得赛事认证奖状，泰摩(TIME MORE)、
MHW-3BOMBER等赞助商提供的奖品。

想要报名的选手请及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

号信息，别错过了比赛报名啊！

被选中的选手需要准备允许我们使用到个人

北京：6月28日

姓名、照片及作品照片进行宣传，其他报名信息
将由主办方严格保密，不会用作任何商业用途。

若比赛中出现任何故意妨碍其他选手正常

比赛的行为，该选手将被取消比赛资格。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拥有规则的最终解释权，评委
无权修改规则。

Series 4

青岛：4月19日
苏州：5月24日

武汉：6月14日

成都：4月26日

广州：7月11-12日

微信

香港：7月7日

上海：5月30日
总决赛：7月26日
深圳：7月5日
台湾：6月初

39

征战国际咖啡师团队挑战赛

整理_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

GLOBAL BARISTA TEAM CHALLENGE

为

期4天的国际咖啡师挑战赛（Global

球性的咖啡比赛，我们可以和其他国家的团队很

尔本站的比赛当日完美落幕！中国队

了自身实力和团队实力，和团队的配合度。我相

Barista Challenge）在 F1澳大利亚墨

在正式比赛里打下了全球第三名的好成绩。不仅
如此，在之后的彩蛋友谊赛里，中国队和北美队

Stephen：这次是团队赛，比以前的个人赛

好地交流，通过咖啡连接了全球，通过比赛提高

更有乐趣，实际上，我觉得难度更大，因为我们

信明年的比赛我们会获得更好的成绩。

否协调、做浓缩、打奶泡、拉花、服务都需要达

Tony：最大的感受是紧张刺激！身在F1赛

在做自己的工作的同时，还要考虑团队的配合是
到一个质量与速度都顶级的出品，这个过程实际

联手，击败了拿下桂冠的 Espresso Mercenary！

场，比赛场地就在跑道旁边，无论观战还是赛场

选手对这次比赛的感受。

战斗机从头顶轰过，各种引擎声音刺激着我们的

重流程，稳定性的训练，这次比赛是团队赛，队

回到咖啡赛场，最大的感受是级别很高，对

况，发现1+1可能会小于2。我们预赛完后一直加

现在，就让我们采访一下这次中国队的四位
（采访排序按照名字首字母排列）

Team Red Panda 你们好，首先恭喜你们在

这次比赛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并且在友谊赛
里面击败了澳洲队。

请问你们对这次比赛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Andy：对于我来说，这是考验一个咖啡师

上都会听到赛车从身边轰鸣而过，甚至还有F-15
肾上腺素。

手很强，15年世界拉花冠军，三届澳洲咖啡师冠

军，以及各个州的拉花/冲煮冠军。对我来说，
积攒了更多的经验来备战今年的澳洲的WBC以

上很有挑战性。

Tony：以往参加的都是个人赛，我们多注

友们都很强，第一轮我们就遇到了手忙脚乱的情
班加点训练，磨合团队，增加团队合作，毕竟这
是团队赛不是个人秀，为决赛算是打好了基础。

Kai：非常的不一样。因为我其他比赛都是

及拉花比赛。

在国内，虽然也参与了不同类型的比赛，这一次

品质的质量，同时也有外观(拉花)的要求。虽然

第一次来墨尔本，第一次在国外参赛，还是在F1

还是咖啡口感的赛事。但打完后我觉得很棒，这

大的挑战性，我们中国队团队磨合时间不多，但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比赛跟你们以往参

综合能力的比赛，在有限的时间里，要制作出高

这不是我第一年参加这类的比赛，仍然具有非常

Kai：很开心很激动，第一次来澳大利亚，

的场地，这种感觉非常的美妙。

是要面临世界冠军和其他澳洲洲冠军的队伍，如

与的比赛有什么不同吗？

发挥到最大化，这是我们所接受的挑战。

景的咖啡对抗赛，在比赛期间可以感受到赛车的

赞助商们对我们中国队的大力支持，参加这样全

与激情的气氛。

何带动和发掘队员的能力，从而将我们队的优势
Stephen：感谢举办方Cafe Culture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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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这次的比赛是以F1 赛车主办场为背

引擎和马达轰鸣声，给比赛现场增添了一份速度

是完全的不一样。我很难定义这个比赛是拉花，
个可以视为咖啡馆之间的Battle ，因为要效率、
美观、美味，可以说是真正贴近现实的一种能力
比拼，我很喜欢。

这次比赛最让你们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Andy：印象最让我深刻的是，我们中国队

在比赛前遇到困难重重，队友Tony生病，加上
设备材料的采购，租用场地练习我们都一一克

服了。在比赛中，有幸得到了Tiﬀany一位咖啡爱
好者的帮助，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后勤补给的
问题，非常感谢，有了她我们才能取得这次的
成绩。

Stephen：团队配合和每个人的优势定位很

重要，要发挥每个人的长处。

Tony：不得不承认，冠军队的全明星阵容

真的很强，包括世界拉花冠军Caleb Cha，澳洲
咖啡师冠军Craig Simon以及另外两位地区冠军，
看到了自己与世界选手的差距，也不断提醒自己
要加强训练，提高自己。

结合起来，当然，这次要体现的也是赛车文化和
咖啡文化的连接。

Stephen：墨尔本的精品咖啡店普遍很小，

简约而不简单，全民喝咖啡的气氛和全城的咖啡
店数量都是世界一流的。

Tony：喜欢墨尔本的咖啡文化，各种世界

级咖啡店、烘焙厂、网红店，能满足不同人群的
需求，咖啡与这么文艺的城市真的太搭了！

Kai：我很喜欢看到早上墨尔本咖啡馆挤满

人的情景，这就是文化，另外我在这里点的咖啡

都喝完了，好喝。

用一句话总结这次的比赛？

Andy：代表中国在澳洲比赛，给许多当地

华人咖啡从业者足够的信心，虽然文化背景不

同，但是在咖啡赛场中，我们有能力争取下一个
第一。

Stephen：明年我还想参加这样的比赛！为

中国争光！

Tony：Work hard and keep ﬁghting!
Kai：Love it！Enjoy it!

Kai：说出来不能笑.....裁判真能喝....哈哈

哈，我发现他们评审前自己在喝，评审时每一杯
都喝，确实很爱咖啡的。其实给我印象深刻的是
比赛的内容，确实和中国的不一样，很亲民也很
专业。

墨尔本的咖啡文化和国内有什么不同？

Andy：文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每

个地区都有不同的文化，思想和观念，而咖啡就
是最好的媒介而用来传达这样的理念，在墨尔本
我们喝到的不只是一杯咖啡，也是整个城市和咖
啡匠人们对生活的一种映射。在墨尔本，咖啡常
常可以和艺术、街头涂鸦、自行车文化或者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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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er Loves Coffee

苏园爱咖啡
文_苏园

江苏苏州Coffee Artist创办人之一

42

江

苏苏州咖啡博物馆CEO、MBA咖

入门的我，在毫无精品咖啡技术功底与品鉴标准

喷射了出去，我抬头一看，喷得摄影师满满一脸

师、蛋糕设计师、SCAE咖啡师、

真的是只增不减。

让我过目难忘！我是惊吓过后看到她复杂表情，

啡拉花大赛主办人、高级咖啡研发

SCAE烘焙师、SCAE金杯、SCAA杯测师，著

的背景下，对于咖啡的追求反倒越来越高，热情
在那个时候学习咖啡的过程中还有一件有意

有书籍《咖啡鸡尾酒大全》、《饮品大全》、

思的事情就是打奶泡，没有可以给自己学习和参

门》、《超可爱翻糖》。

心，对奶泡的打发毫无概念，真的是一遍一遍的

《浓情蜜意花式咖啡》、《3D咖啡制作入
2006年是我第一次接触咖啡，印象特别的

深刻，那时候使用的是一台体积小小的家用单头
意式咖啡机，塑料的外壳，每次当我填压好粉饼
向右扣上手柄时，纤瘦的机身都足以被一起挪
动。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对于咖啡制作一知半

解，“摸着石头过河”似的拉开了我学习咖啡的
序幕......

那个时候的网络条件虽已成熟，但是知识分

照的标准，仅有的就是书籍上看到的别人拉的爱
在失败的实践中挖掘成功，就这样我创造了属于

自己制作咖啡的经验，正确的制作Espresso、打
发奶泡、做基础的咖啡拉花、咖啡雕画、3D雕

花.....这种自我学习创作的过程就好像打游戏闯

关，闯过一关还有下一关的那种期待......但当你

始终寄厚望于下一杯......自己学着做，做完的咖
啡不论好坏都进行品尝揣摩，之前以速溶咖啡为

此，“苏君，希望你每次喝起咖啡的时候都会想
起‘可爱’的我”。当然，这样让人印象深刻的
“教训”不是一次两次，因为烘咖啡豆也是闹了
不少糗事，有很多也是自己的粗心大意造成，这
就是自己那个时候对于专业的认知不够。

随后，我也加入了很多专业培训的行列，陆

我对于咖啡的认知也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并且

壶、比利时咖啡壶等等都拿来试试。最搞笑也是

式咖啡最标准的做法是什么？这样做是否好喝？

刻”的印象，事后经常会提起这件事来调侃彼

俗话说：技多不压身！随着学习了解的深

识都很有限，只能购买和参阅大量的实体书籍进
都是悬而未决的同时，又积累了更多的问题！意

垫坏了，这件事在我们彼此心里都留下了“深

续学习了SCA的系统课程，并且考取了Q Grader

就感。

入，关于咖啡的各种制作形式、不同工具我都很

行参考和补充，每次带着疑问去寻找答案，结果

又想安慰又想笑，后来查找原因是上面的橡胶皮

学会了创作一些自己的作品之后，你就会很有成

享类的平台还是少之又少，与今天的网络互动环
境来比简直是差之千里。网络平台看到的教学知

的水，顿时她那错综复杂的“惊呆了”的表情，

好奇，都想要尝试一番，于是就虹吸壶、法压

最危险的一次，是我在用比利时咖啡壶冲煮咖啡
的时候，摄影师在给我拍照，站在凳子上靠咖啡

的品鉴资质。更多专业技能的引导深入学习，让

在2015年，作为主办人之一，我们成功举办了
MBA咖啡拉花大师赛，并且一直延续举办至今，

也参与到了WCE的咖啡赛事，越发认识到每一个
阶段都是一个新的起点。

这就是我的咖啡故事，一个普普通通的咖啡

壶那方向，我们都在等密封罐里的水经过酒精灯

从业者，也是从喜欢开始然后走向专业。

静等待的时候“砰”的一声，水从上方的管子里

多，了解到更多关于咖啡的一切。

加热后流向玻璃罐中的咖啡粉里，但就在这个安

希望在未来可以去到更多的产地，看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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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世界咖啡冲煮大赛冠军 粕谷哲

Looking for Specialty Coffee from Ground Instant Coffee in Japan
在日本的研磨速溶咖啡里寻找第三波浪潮！

从

“手速咖啡”：匠心手冲，秒速享受

迪

Cafe Culture l 啡言食语 主编

100多年前，咖啡开始在中国云南种

的市场上走走，亲历一下，虽然只是窥豹一斑，

外他们也积极参与广告推广，聘请多位名人代言

饮用在国内的发展一直都比较缓慢，

行或独自，一共拜访了大阪、东京、千叶的8间

消费者的咖啡饮用习惯，这也是今天日本咖啡消

植，这百年来，咖啡的种植、销售和

直到1990年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和人

们的需求也逐渐兴旺，雀巢和麦斯韦尔咖啡等咖

啡品牌，由于味道香醇，价格可接受，经过20多
年的发展，一直是作为咖啡主要消费形式存在。

速溶咖啡的霸主地位在近4、5年受到咖啡

第三波浪潮的冲击，市场份额开始明显受到影

感受也十分丰满。三天时间内，我们一行人或同
咖啡店、一家和食饭店和雀巢在姬路的雀巢咖啡
烘焙工厂。临行之前，我还有个心愿，了解咖啡
是如何在日本可以做到深入人心，这趟旅程，或
许可能给我一些答案吧。

总体咖啡消费印象

日本的咖啡消费历史追溯到18世纪初，由荷

响，下降幅度剧烈，敏特尔公司的市场调查显

兰人从长崎介绍到日本本土，而流行开来是在二

2017年的26%。

年代巴西咖啡匠心手中，秒速享受价格暴跌，于

示，速溶咖啡的消费人群从2016年的32%下降至
国内咖啡消费市场的发展是让人欣慰的，尽

管没有达到预期的年增长率15%，但接近7%的
实际增长率也是世界平均增长率的好几倍。而国
内的咖啡需求量对西方咖啡大国来讲，简直就是
小巫见大巫，在我们周边就有咖啡市场发展的优
秀范例，无论是稳步发展的日本还是迅速崛起的
韩国，同样作为亚洲文化背景的国家，我们的市
场一直都期望，能够从这两个国家的咖啡市场发
展，寻找出可以借鉴的方向。

受日本雀巢咖啡的邀请，这次有机会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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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结束后，上世纪50年代由上流社会开始。1930

人，使得咖啡消费习惯深入人心，培养了大部分
费人年均400杯以上的记录。

对于日本消费者来讲，咖啡是功能性和休闲

性的综合，这也是我们看到和国内不同的地方，
日本消费者可以是在家喝、在饭店喝、在咖啡厅
也喝，由于饮用的地点和场合不同，咖啡可以是
速溶、胶囊和咖啡机人工制作的咖啡，爱喝咖啡
的人一天3-5杯的也不少。

东京大阪商业街咖啡店印象

我们这次拜访的咖啡店基本上都是在商业街

是人们开始研究如何可以将本来品质不容易持久

附近，商业街上人头攒动的也是一些饮品店和小

1938年速溶咖啡诞生，雀巢就是在这个时间段进

也并不算大，一条小街上有1-2家咖啡馆，大多

的咖啡保存的时间更长，通过长年的研究成果，
入日本的。

自从1960年在日本销售以来，雀巢咖啡在

日本一直是在引领咖啡的消费方式，从上世纪60
年代的电视广告，在超市里大批展示咖啡，到70
年代培养的“一份报纸+咖啡+面包”的早餐习

惯，雀巢咖啡在产品更新换代方面方面投入了大
量人力物力，一直走在咖啡产品创新的前沿，另

食类店面，咖啡店的客流相对要少，咖啡店密度
数分布在非人流量最多的小街上。由于日本城市

地少人多，这些小型咖啡馆的面积大多在20-50
平米之间，有些还充分利用了楼上楼下的空间，
小巧而不累赘。

咖啡消费者年纪跨度比较大，人数也相对平

均，这点也是和国内不太一样的地方，特别是到
咖啡店喝咖啡的人群，大部分以追求时尚小资生

活的年轻人为主。

另外，至少在我去的期间，咖啡馆的消费者都

是喝咖啡的，很少看到在咖啡馆里“上自习”的。

由此可见，日本人在咖啡馆喝咖啡也只是他

们咖啡饮用量的一部分，咖啡更多的是在家里或
公司里饮用。

咖啡馆类型还是区分的比较明显
★ 以单品咖啡为卖点的精品咖啡馆

大多配有烘焙机、多台咖啡磨，咖啡价格也

相对更高，装修大多以简洁为主，色调偏黑灰，

让人感叹“匠心独到”，餐后的咖啡是我特别想
提及的。

在西方世界，“Gourmet Cafe Food（精美

咖啡馆餐食）”已经流行多年，咖啡和饮食的搭
配已经到了炉火纯青并且不断推陈出新的阶段。
作为舶来食品，我们国内目前主流还是以咖啡本
身为主，用咖啡做的饮料和咖啡搭配的食物尚是
薄弱环节，这不能不说已经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咖
啡的进一步发展。

而咖啡在日本已经融入的日常生活当中，很

像James Freeman的蓝瓶子、2016年世界咖啡冲

多的和食店或饭店都提供餐后咖啡。在我之前看

京涉谷的KOFFEE MAMEYI和The Roastery by Nozy

惯之间，在这餐“和食+咖啡”的菜单中，已经

煮大赛冠军粕谷哲的咖啡店PHILOCOFFEA、东
Coffee、大阪心斋桥附近的心斋桥焙煎所。这种
咖啡馆大多菜单清晰明了，产地、烘焙度、豆种

来还没有融合对策的亚洲饮食习惯和西方饮用习
迎刃而解。

这一餐的餐后咖啡搭配是，红豆沙配少许奶

和风味、价格，咖啡师也大多数是潮流青年，沟

油，装饰以果泥和糖粒，配上精心制作的“香味

啡就上齐，是配小点心还是一杯气泡水，也都替

餐荤素搭配更加平衡，在各道菜肴之间，本身酸

通和服务起来“短平快”，不一小会儿，你的咖
客人料理妥当，有些家甚至不设置凳子椅子，赶
快喝完，再到下一家，整个饮用氛围轻快明亮。
★ 年代咖啡馆

这是我给他们的一个称谓，虽然我只逛了其

中的一家，东京涉谷的“茶亭羽当”，但这种咖

啡馆也不在少数，馆主经营咖啡馆年代久远，20
年起，对咖啡有着独特的见解和偏爱，冲煮咖啡
大多有自己标志性的手法和特点，咖啡馆装饰必

焙煎”，正是这清淡和食绝妙的甜品搭配，让整
甜苦辣咸风味明显，搭配适宜，而咖啡作为最后
的甜品元素，平衡了各种滋味，清新了口腔，让
整个一餐有了完美的收尾。

由此可见，咖啡作为中餐的餐后饮食佳选，

只欠缺设计合理的食材搭配，中西合璧，让咖啡
熠熠生辉，就差一步之遥。

雀巢日本“香味焙煎”咖啡

以消磨很久。

★ 商务类别的咖啡馆

这类咖啡馆大多配有轻食，面积稍大，消费

者也就参插了商务会面和朋友小聚的部分，这样

积的变化，才刚刚显现。所以在来日本之前，

宿店就属于这一类型。

咖啡与和食的搭配

我们有幸在雀巢日本“香味焙煎”经典款

产品的代言人日料巨匠田村隆先生的“筑地田

村”，有了愉快和精美的一餐，不仅精致的食物

STYLE”以后看着我说，“这会对咖啡消费市场

David喝过后，也看着我说：“我明白为什么乔
手冲风味明显、口味均衡、操作简单、耗时少、

当然我们在参观了雀巢咖啡日本在姬路的

我确实对速溶咖啡的这种变化，有着很想“更
千叶县，世界咖啡冲煮冠军粕谷哲的咖啡小店

“香味焙煎DIP STYLE”这一款咖啡，是雀巢咖

深一步了解”的迫切心情，这一切在我们来到
PHILOCOFFEA之后，有了更好的诠释。

咖啡人都很谦虚，也很纯粹，很多匠人都专

上，他仍是执着于冲煮，这和他一开始转行做咖

较大，也适合举办一些聚会和活动，雀巢咖啡原

同行的烘焙师乔治在喝完了“香味焙煎DIP

烘焙工厂之后，也了解了更多雀巢日本生产背后

在餐点高峰期间翻台比较快，非高峰期就相对休
在非高峰期待得会久一些。这种咖啡馆场地相对

啡产生风味上的影响。

使用确实非常方便。

心致志于某一方面，粕谷哲也是，尽管他也积极

闲，确实看到一些商务人士将工作带到咖啡馆，

★ 使用无纺布作为咖啡包材质，不会对咖

啡浪潮努力，而且已经有了一些成果，但大面

的咖啡馆，咖啡或以自动机器制作，或者虽然人
工但也以快捷为主要目的，装修明亮得体，顾客

★ 冲煮过程中不需要搅拌；

治那么说”， 雀巢咖啡“香味焙煎”特点是：

经看到一些速溶咖啡品牌，正积极向第三波咖

馆里就被一种沉甸甸的厚重所包围，身处其中可

★ 冲泡时长为90秒

了些非正面的新闻，虽然在近一两年市场上，已

千只不同地区和年代的咖啡杯，标志性咖啡是款

用法兰绒过滤，耗时10分钟出品，坐在这种咖啡

★ 水温没有特别的规定；

带来新一轮改变”，Cafe Culture的市场调研董事

也风向明显，速溶咖啡确实受到很多挑战，也出

老豆，使用陈放7年的咖啡生豆豆，深烘研磨，

★ 冲煮水量为一包140克水；

近年来，第三波咖啡浪潮论点热闹，市场

有不同之处。就像这家“茶亭”，馆主已经经营

咖啡馆30年，咖啡馆里陈列着馆主私人珍藏的上

咖啡，采用的是研磨包裹制法制成的咖啡。

的故事，包括它使用的生豆来源和烘焙过程等，
啡向第三波咖啡浪潮的致敬！

行后感

在从日本回来的这些天，我也一直在想这个

参与很多和咖啡相关的商业事项，但在对待咖啡

事情，之前我在写另一篇文章时，有说过，商业

啡是为了可以冲煮一杯好咖啡的初衷，仍旧高度

就在速溶咖啡饮用人数比例下降的情况下，速溶

一致。他说，作为一个世界咖啡冲煮冠军，和雀

巢公司的合作源于一致的咖啡理念 “让咖啡成为
每个人都容易喝到，而且是好的咖啡”，而雀巢

咖啡“香味焙煎DIP STYLE”就是这么一款咖啡，

咖啡和精品咖啡之争，争的是咖啡馆的客户，但
咖啡的消费量依然是市场的主流，更别说，速溶
咖啡在面临第三波咖啡浪潮时所作出的积极创新
和改变，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雀巢咖啡“香味焙煎”系列产品在天猫的

粕谷哲参与了雀巢咖啡“香味焙煎DIP STYLE”

“雀巢日本进口食品旗舰店”就可以买到，不用

单，手冲咖啡风味明显。雀巢咖啡区别于以往的

荐喜欢咖啡的大家试试吧！

的成品的风味校准和萃取方式测试，比挂耳还简

专门去日本也有机会品尝到原装进口的味道，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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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Love of Coffee

What Does It Take
for a Café to Succeed?

Part 3: Do the Magic

咖啡之爱

是什么造就了咖啡厅的成功？

第三篇
树立咖啡厅形象
文_Eric Baden

Coffee Commune咖啡公社

这

是我们有关咖啡厅成功奥秘的最后一

咖啡厅，为的绝不仅仅是一杯好咖啡，他们追求

值得细细品味的回忆。这段想与家人和朋友们分

了所有企业需要实现的终极目标：盈

享受其中的体验。因此，顾客选择咖啡厅的原因

尼电影和我们喜欢的卡通角色，正是由于这种期

篇文章。在第17期刊物中，我们探索

利；在18期刊物中，我们讨论如何定义和树立企
业形象。在最后一篇文章中，我们将探索真正令
顾客一次又一次回到你的咖啡厅消费的真正原因。

的是一段体验，一段能够引发正面情感、让他们
远比做出一杯风味复杂、口感醇厚、完美萃取的
咖啡复杂得多。

可爱公仔的礼品店，突然你的眼前出现了特别吸

须守职尽责。迪士尼之所以吸引人，并不只在于

了高水平的咖啡以外，还有很多更加重要的东西，

引你的一家门面，门口摆满了抓娃娃机、装修风

为什么当我们回想起某种味道时，我们也会同时响
起当时的背景音乐、眼前浮现的景色等。

等等，我们在谈论什么？咖啡厅成功的关键

不是好咖啡吗？当然是，但不尽然。在追求成功
的道路上，我们必须意识到顾客之所以选择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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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的丰富体验来自于视觉的享受，为此

要付出精准的计划、高端的设备和准确按剧本要

你会来到主街道，街道两旁满是玲琅满目、装满

因为我们的回忆是由全部感官感受组成的，这也是

待，我们才愿意花钱去迪士尼乐园。

想象当你来到迪士尼乐园，走进大门之后，

或许提到这个问题，我们的脑海中会想到完美萃取
的意式浓缩咖啡、漂亮的拉花、平衡的手冲。但除

享的回忆和体验的源头，是我们过去看过的迪士

格鲜艳诱人，你满怀期待地走了进去，但走进去
之后，你并没有享受到想象中的光影和音乐，好
像你傻傻地坐在一台陈旧的轨道车上，四周除了

求的执行力，从设计师到演员，每一名员工都必
它有过山车，咖啡厅也是一样，咖啡厅的成功不
仅仅在于咖啡，在迪士尼，过山车只是顾客体验
的载体，在咖啡厅，这个载体便是咖啡。

围绕咖啡打造体验的最佳案例便是上海的星

惨白的日光什么都没有。

巴克烘焙体验店，从门外开始，一切的设计和展

待的是刺激的过山车、好玩的纪念品，期待的是

是在迪士尼排过山车一样。随着大门的打开，我

明白了吗？当我们来到迪士尼乐园，我们期

开都是严格按照剧本来进行的，我们排队就好比

给他们。理想状况下，最核心的员工，也就是我

在顾客喝到咖啡之前，顾客会先用眼睛来

们的咖啡师们，需要掌握足够的技能，能够做出

欣赏。视觉的效果与咖啡的香气和口味同等重

建互动，根据剧本要求，为顾客创造令人难忘的

必须认真考虑选用哪些杯子、碗或盘子，这些餐

稳定的高品质咖啡，并且能够争夺那个与顾客自
体验。

打造体验感需要对细节主动、细微的把控，

即便是再小的失误也会毁掉我们全部的努力。好
咖啡是不可动摇的前提，我们必须从豆子到杯

子，精准把握每个细节，确保发挥出咖啡的全部
潜质。而我们经常忽略的，便是好的体验并不

是每次都会发生的，从顾客走进门到离开的这段
时间，服务的每个步骤都必须经过事前的精心策
划，确保每个细节都执行到位，这样才能打造出
真正好的体验。

人类是一种关系动物，因此员工与顾客之间

的互动对于打造顾客消费体验来讲至关重要。咖啡
师需要在专注做好咖啡的同时，确保与顾客间的眼
神交流，同时要面带微笑，似乎在告诉顾客我的咖
啡一定能令你满意。言谈举止、个人形象、礼貌程
度都是打造顾客消费体验的关键因素。

顾客在咖啡厅里看到的一切，包括吧台的前

后、房间的角落、卫生间的整洁程度，都会影响
顾客对于服务和产品品质的感受。这便是为什么
及时清理杯盘、设备、吧台、工作区、桌子、洗
手间是如此重要，要保证所有的设备和器具能够
在用完之后立即再次使用，简单来讲，糟糕的环
境是一杯好咖啡永远无法弥补的。

要，视觉效果关乎到咖啡制作的整个环节，我们
具和装饰品应当如何正确使用。这一理念正是咖
啡师比赛的核心。选手们不仅要知道如何制作咖
啡、用何种新潮的方式进行制作，他们必须在比
赛前制定比赛流程，并一遍一遍地训练，从而才
能展示出真正专业咖啡师的高效和创意，进而为
评委（顾客）打造最为难忘的体验。

当我们将相同的态度应用于日常工作当中，

应用于我们的顾客当中，我们的咖啡厅就一定会
取得成功。

关于作者

Eric Baden是一名在中国生活超过20年的德国

人，他从一名咖啡烘焙师做起，如今已经成为

Q Grader认证师，并在过去6年成功帮助咖啡公
社成长为一家全产业链咖啡企业，通过从“豆子
到杯子”的全过程把控，创造独一无二的咖啡体

验。Eric希望通过咖啡公社，让人们享受生活，
同时改变世界，通过与云南小微型种植园建立直
接贸易关系，帮助他们生产高品质精品咖啡，同
时通过向世人展示精品咖啡的魅力，对种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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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coﬀee.commune。

们便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开启了一趟全新的
旅程。首先映入眼帘的并不是吧台和悬挂在吧台
上的黑板菜单。我们看到的是各式各样被展示出
来的照片，那种灯光、香味和声音让我们心跳加
快。我们会选择自己的路径，一路上各式甜点、
面包、鸡尾酒、不同方法冲泡的咖啡会持续不断
地吸引我们的眼球。这里的咖啡师就好比是迪士
尼乐园里的演员，当我们在一个或两个小时离开
之后，我们有可能连咖啡都没喝过，但这段体验
是我们一定要与家人和朋友们分享的。

在之前两期的刊物当中，我们谈论过如何

通过计划和采购技术设备做好基础工作，剩下的
便是根据我们的计划，让员工们严格按照剧本执
行。作为经营者或管理者，我们的工作是保证员
工理解和掌握剧本的内容，并将相应的工作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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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家品牌烘焙，合作双赢

GUEST ROAST
COOPERATION AND WIN
文_Danny Pang / 潘俊明
SCA认证培训师

在

我从事咖啡咨询和教育期间，走访了

和红酒作比较，在2016年10月于winemag.com

品牌的咖啡有何看法，有时会遇到一

酒品鉴大师二级认证持有者Lauren Mowery就探

很多咖啡厅，我总是在问自己对不同

些顾客，他们可能具备一定的咖啡知识，也有可
能是家庭咖啡师或烘焙师，他们会讨论和分享对
不同烘焙商或品牌咖啡的看法，并进行比较。

这种现象如今愈发常见，社会影响力正在帮

助塑造行业内全新的咖啡文化，我经常会拿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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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是这样，请允许我进一步深入探讨咖

发表的文章当中，记者、知名博主、摄影师和红

啡与红酒鉴赏之间的共同点，许多提供红酒服务

讨了咖啡与红酒鉴赏之间诸多的相似之处，对此

不可能全部接受一个品牌的红葡萄或白葡萄酒，

我非常热衷，我相信身处精品和商品咖啡工业、
每天都要杯测无数咖啡来判断香气和口味的专家
们也是这样认为的，没错，商品级咖啡也要通过
杯测监控品质。

的餐馆不会只卖一个品牌的红酒，他们发现顾客
因此他们需要从不同的酒庄进货。从顾客的角度
看，我们非常享受红酒品鉴会等活动，喜欢体验
产自不同酒庄、不同酿造方式的红酒风味，我们
不可能只喝自己喜欢的一种红酒，我们会进行比

较，并从中找出自己更加偏爱的一款。

从这个角度出发，为什么我们很难在同一

家咖啡厅找到来自不同烘焙商的豆子呢？如果
可以，顾客就能从他们喜欢的烘焙商品牌中进

行选择，并享受饮用、品尝、与美食搭配和比较
的过程，这一想法并非是全新的，已经有一些

咖啡厅开始意识到提供不同品牌烘焙商产品的重

要性。一家在深圳的咖啡馆就同时提供产自Blue

Bottle、Intelligentsia、Square Mile和一家本土烘
焙商的咖啡，他们会用手冲的方式进行制作，这
也是当前精品咖啡，尤其是单品咖啡品鉴、品味
细微风味差别的最佳方式。从本土烘焙商采购的

更大，尤其是在保持库存新鲜度的方面。

念还能展示咖啡厅经营者对于精品咖啡理解的深

是，产自海外烘焙商品牌的咖啡通常很贵，而且

咖啡厅可以在允许顾客自带咖啡杯（BYOC）

识到，没有哪一种咖啡或哪一个烘焙商品牌能够

另外一家我刚去过的，位于印度尼西亚的咖

（BYCo），并加收专业服务和冲泡费用，让顾

豆子则大多用于制作意式浓缩咖啡，但现实情况
如果卖不掉，新鲜度又会成问题。

啡厅同时提供Proud Mary、Veneziano和他们自己
烘焙的咖啡，想想印尼如今是全球第三大咖啡原
产国啊，至少在这两家咖啡馆，我看到了希望，
这两家咖啡馆走出了大胆的一步，他们并不惧怕
拿本土品牌或自己烘焙的咖啡和国际知名品牌作
比较，这让顾客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让他们能
够有机会品尝不同品牌咖啡的差异，选择权握在
顾客手中，这两家咖啡厅一定非常自信，坚信自
己的产品也能与其他品牌竞争。但从面临的挑战

对此，一种全新的模式正在逐渐浮出水面，

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允许顾客带来自己的咖啡

客可以尽情享用自己喜欢的咖啡。如果这种模式

术、个性和服务热情是最重要的，同时他们也会

培训师和认证师，主要负责感官分析、烘焙、

因为自己的专业度得到认可而获得回报，像这种
模式的转变可能是一个长期过程，因为咖啡师需
要一定时间的练习才能真正习得高水平的服务技
能，而非是简单的只做咖啡。

目前看，当下的流行趋势仍将向着多产地、

焙商都采用了网上销售的模式，但零售的咖啡终

升，这也让烘焙商有了更多的平台和机会展示他

他烘焙商品牌咖啡的成本更高，稳定货源的难度

行业的黄金年代。

关于作者

专业的咖啡师服务，在这种模式下，咖啡师的技

多品牌选择发展，这种理念同时显示出了烘焙商

归会面对新鲜度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销售其

完全满足不断提升的顾客预期，这也是投身咖啡

已经存在，我并不感到惊讶，这种模式靠的就是

和困难方面看，这种模式的维持难度很大，因为
国际品牌的咖啡通常很难购买，即便如今很多烘

度和对待精品咖啡的态度，因为只要他们真正意

数量的快速增长，以及烘焙商OEM服务能力的提
们的烘焙技巧，与其他品牌直接对话竞争。

最后，这种同时销售多品牌烘焙商咖啡的理

Danny目前是一名精品咖啡协会（SCA）授权
冲泡和咖啡师技能的培训，他同时还是“超凡
杯”感官教育培训咨询师，及“超凡杯”比赛

主评委之一。他于2018年4月获得德国Coffee

Consulate的“咖啡学大师”称号，被认证为
Coﬀee Consulate培训师。Danny曾在JCO Coﬀee
and Donuts集团及The Coffee Academics提供过
咨询及培训服务，他很清楚，人是一家公司最重
要的资产，企业需要重视及帮助员工提升技能和
知识。他教授给学员的不仅是尊重和职业精神，
还包括生活及工作的很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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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traction Test
of America Press

美国压的
萃取实验
文_Doby
Q-Gr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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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谈论变速萃取试验之前，我先简单

分别测量每组咖啡液的TDS读数，并分别品尝三

然三组咖啡液的TDS和萃取率都落到了金杯区域，

Press，它是一个设计新颖的手动咖啡

为了便于读者还原下文中的试验效果，我简

差异，由此可见，美国压的变速萃取会对咖啡萃取

介绍一下美国压，英文名：American

组咖啡的风味差异。

但是三组咖啡液的TDS、萃取率和风味皆存在明显

冲煮壶。美国压的外形设计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法

单描述一下我的测试参数及结果。

计师Alexander Albanese发现同事的法压壶清洗

产地：洪都拉斯EI Pino庄园；

了通道效应，说明前50%快压导致咖啡粉层产生了

处理方法：日晒；

通道穿过，从而造成咖啡上明显的苦味、杂味和水

压壶，其实它的设计灵感也正是源于法压壶，设
起来很麻烦，决定在法压壶的基础上进行改进设
计，于是便携且易清洁的美国压就此诞生。

虽然美国压与法压壶在外观上相似度极高，

但是它们在咖啡萃取原理上却存在着极大差异。
法压壶属于典型的浸泡式萃取，咖啡粉浸泡在热
水里进行萃取，结束时通过下压滤网过滤掉咖啡

咖啡豆信息

从第三组的风味表现上判断，很明显是出现

咖啡品种：Catuai；

通道，即便后面减慢了下压速度，水仍然会从粉层
感，由此可见，美国压的变速下压会造成通道效

Agtron值：83.6；

烘焙时间：2019年1月28日；

应，并且产生通道效应后是不可逆的。

测试日期：2019年2月10日；

清淡口感应该是由于后50%快压的通道效应造成

（EK43磨豆机刻度7）；预浸泡1分钟，匀速下

层次更加分明。由此可见，适度的通道效应也有

粉，320g热水）；水温95摄氏度；杯测研磨度

通过咖啡粉层，从而实现类似于意式咖啡机的过

压，总萃取时间3分钟。

滤式萃取过程。

既然美国压与意式咖啡机的过滤式萃取有异

曲同工之妙，那么我认为美国压的变速下压萃取
与意式咖啡机的变压萃取也会有相似之处。在意
式咖啡机变压萃取过程中，当压力过高或粉饼阻
力不够时，会导致通道效应，即大量水从粉饼分

在此我想解释一下关于“预浸泡”的问题，

的，不过第二组短暂的通道效应反而使咖啡风味
可能会给咖啡萃取带来一些积极的影响。

述上所述，美国压的变速下压是一个很值

为了尽量减少咖啡粉萃取初期排气造成的通道效

得再深入研究的萃取变量，既可以通过更多种的

预浸泡1分钟的操作。

同的下压速度测试来探寻产生通道效应的临界状

应影响，我在本次试验中将三组对比项都进行了
试验结果分析：综合三组试验结果来看，虽

布稀疏的地方通过，从而造成不均匀的萃取，严

第一组

重的通道效应会导致咖啡口感偏水，并出现明显
的苦味与杂味。那么在美国压的变速下压萃取过

通过第一组与第二组的对比分析，第二组的

萃取方案：美国压，1:16粉水比（20g咖啡

渣。美国压属于过滤式萃取，咖啡粉填装在上下
层为过滤网结构的粉碗里，通过下压粉碗使热水

造成显著影响。

变速模型来分析不同的萃取效果，也可以通过不
态，我相信这将是一件很有趣的研究方向。

第二组

第三组

前 50% 慢压后 50% 快压， 前 50% 快压后 50% 慢压，
后 50% 快 压 在 最 后 20 秒 前 50% 快压在预浸泡 1 分
内完成
钟后的 20 秒内完成

程中，是否也会因为下压过快导致通道效应呢？

下压方式

匀速下压

变速萃取试验，以此来验证一下美国压变速下压

TDS

1.3%

1.25%

1.22%

萃取率

19.23%

18.48%

18.03%

为了验证这个问题，我设计了一个简单的美国压
对咖啡萃取造成的影响。

这是一个控制变量法试验，唯一的变量是下

压速度变化。试验分为三组对比项。第一组采取

匀速下压，第二组采取前50%慢压后50%快压，

第三组组采取前50%快压后50%慢压，其他萃取

参数皆相同，包括总萃取时间也相同，使用VST

风味描述

香气明显，风味平衡， 咖啡香气明显，风味层次
有明显的杂味，苦味明显，
口感浓郁顺滑，无明显 分明且清晰，甜感明显，
口感寡淡，回味涩口
苦涩感
口感略显清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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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sing My Dreams without Fear of Failure
追逐梦想，无惧失败

文_Joe Yang

In J Coffee联合创办人

我

曾是一个失败的咖啡店经营人。对于开

当我在咖啡店开业的那一刻，仿佛觉得梦想已经

也好，事业也罢，都是为了美好的家庭。虽然公

一家咖啡店嘛？！事实上，这并不是一

外。茶米油盐酱醋茶，一样不会少，各种问题都

家庭关系也开始紧张起来，咖啡店的生意也越来

咖啡店，人们或许很不以为然：不就是

件轻松的事情，有时候它甚至会让人逐渐迷失自
己，假如去除“咖啡店”这个文艺名词的光环外，
它其实和任何生意一样，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时间回到2012年，这时候精品咖啡热潮刚

实现了，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则完全在意料之
需要逐个面对，突然觉得生活一下子就被打乱

了，所有的时间都不自觉的消耗在咖啡店的日常
经营中。

我的店开在一个四线城市，作为当年这座

在中国兴起，或许因为有一个刚好会烘豆的咖啡

城市的唯一一家独立咖啡馆，开店第一年小店得

在咖啡店的故事感染，我突然动了开咖啡店的念

围新咖啡店陆续开业，慢慢的，我的店营业额开

好友，或许是受到《萌芽》周刊刊登的各种发生
头。那时候的我，没有专业的咖啡从业经验，有
的仅是几节咖啡培训速成知识；也没有任何餐饮
创业的经验，有的只是对咖啡店美好环境的憧

憬，但和很多咖啡店创业者一样，我就是这样懵
懵懂懂地投入了咖啡事业，不曾想到是，这一入
行竟然再也脱离不了了。

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

很多人把开咖啡店当成了一个梦想，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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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安然度过，甚至有不少盈利。到了第二年，周

司意外的越做越好，但随着我出差越来越频繁，
越差；自然地，咖啡的品质也随之下降，材料的

选用也开始低品质，从开店之初每公斤120元的
咖啡豆，换成了每公斤30元的豆子，这其实就是
自掘坟墓，结局也就不用说了，在开业三年后，
我的咖啡店关门大吉了。

一个彻彻底底的失败案例

究其原因，由于咖啡店管理的混乱，咖啡品

始下降，同时房租一年比一年高，加之员工配比

质的不稳定，产品更新能力较弱等因素，让我的

了。这时的我有点不知所措，而为了增加收入，

上的失败，让我的人生也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因

没有及时进行调整，我发现咖啡馆开始入不敷出
我在2013年创立了工作室，从事设备物料的销
售业务，慢慢地将时间的分配聚焦到如何赚钱

及如何让咖啡店和公司继续生存下去的短期目标
上。回头想想，当年不成熟的我也就这样逐渐疏
远了家庭，疏远了本该安逸的生活，忘记了赚钱

店逐渐进入经营的恶性循环，并最终关店。事业
长期工作关系的疏远和年轻的冲动，我失去了婚
姻；因为生意的亏损，我失去了自己的房子；因
为内心的软弱，我选择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回头
想想，是自己的眼高手低，对咖啡店的经营不善
和急功近利、浮躁等等各种原因最终导致了这一

WTC 国际评委认证课程和考试

举办WTC系列赛事在国内是第5个年头，我们始终坚持着WTC的愿景：
★ 搭建国际精品茶叶交流平台，促进世界精品茶文化的融合；
★ 通过国际赛事融合和联合精品茶叶行业和行业参与者；

★ 提高精品茶叶行业在采购和生产环节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责任意识；
★ 提升茶叶种植、加工、贸易和制作环节从业者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 提高国际范围内精品茶叶的品质、生产和文化知识的传播。

经过这四年来的历练，WTC赛事在众多茶艺和品鉴赛事中慢慢打响了

知名度，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关注到了我们，我们也欣喜的发现，年轻人没

切，并背井离乡来到美国，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波特兰。

为什么选择波特兰?

波特兰是传说中的精品咖啡之城，因为不甘心，希望自己在咖啡行业

中能长期发展，于是我就选择在波特兰继续学习、积累，再寻找机会。凭
着之前在国内积累的工作关系，我四处拜师学艺，虽然语言还不过关，但
终于在这里顺利找到一份咖啡师的工作，从此，我努力不断的积累经验，
并积极向所遇到的不同咖啡店老板请教。
追逐梦想，再出发

在美国经历了2年的咖啡店工作生涯，服务过传统的咖啡屋、快速咖啡

站、移动咖啡车以及精品咖啡馆，也不断参与波特兰的各种咖啡竞赛，从拉花
到冲煮到杯测，直到自己在当地有了前三的成绩，我逐渐被这个城市的咖啡圈
所认可，终于蓄积了足够的自信再来一次咖啡店创业。

在波特兰开咖啡店

美国和中国拥有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文化背景，完全不一样的消费习

惯。在美国，大部分咖啡消费者购买咖啡是高频率、且每天都会发生的消
费行为，他们选择一家咖啡店绝大多数是根据就近原则，也就是说，你一
定要服务好离店方圆百米的客户。消费者一但成为常客，一般不会轻易更
换，所以开新店一般都要有很长一段的养店期，已经具备品牌和很强势的
宣传除外。

关于店面位置

在美国开咖啡店，虽然看起来消费者众多，但也一定要有好的位置，

位置决定了你起步的生意好坏和生意类型。如果你选择开在一个社区，那
么你一定要有较大的休闲空间提供给附近的居民，要有好吃的食物，这个

类型的店面积一般100平方米起步；如果你选择在密集的市区，面积则以

25-80平方居多，此时需要搭配售卖好吃的快速食品，因为市区内生活节
奏快，他们希望购买咖啡的时候，有一个东西能快速垫垫肚子。大概率
上，客人消费不只是单独购买一杯咖啡，所以如何做好食品的搭配是提升
销售的很关键因素。

我这一次的选择，是在一个大学校园附近的街角，离校园2个街口，周

有像人们之前所担心的，远离传统茶文化，他们在努力寻找和突破原先对
茶和茶饮的理解，希望为茶的世界带来越来越多的革新和创意。

2018年5月和6月，我们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尝试组织了两次WTC国际

评委培训和考试，共有21评委通过认证考试获得WTC国际评委认证资格，
主办方也从这两次培训中吸取了很多的经验，现在为大家准备好了更新的
培训和考试。

WTC 国际评委认证是WTE设计和建立的一项资格考试认证，获得认

证的茶工业专业人士将有资格参与WTC系列赛事的评委工作和作为相关
WTC赛事培训工作的导师。

谁可以参加 WTC 国际评委认证考试？

工作3年以上的茶工业专业人士，包括但不限于：茶叶零售店店主、

茶叶批发商、茶叶供应商、茶叶进口商、茶行专业冲泡师，等。

WTC 国际评委培训包括：

课程 – 自学部分：★ 全球茶叶和产地介绍 ★ 茶叶制造过程 ★ WTC

赛事规则和评分标准

课程 – 讲解和实操部分：★不同国家茶的特点、冲煮的介绍和品尝

★水对茶冲煮的影响 ★茶最佳冲煮参数和冲煮曲线的寻找和应用 ★茶叶
杯测 ★叶风味和香气 ★潮饮的制作 ★WTC 赛事规则和评分表的应用等。

WTC 国际评委认证测试包括：
第一部分测试：茶叶知识测试；

第二部分：精品茶叶冲煮大赛规则测试；

第三部分：实操测试：★不同产地茶叶的辨识 ★寻找某（多）种茶

的最佳冲煮方案 ★茶叶缺陷的寻找 ★某（多）种茶的风味描述 ★以某种

茶为基地制作潮流茶饮 ★某（多）种茶汤和潮流茶饮在WTBC感官平分表
中的应用 。

以上培训由WTC二级评委资质以上评委主讲，目前我们已于上半年安

排了三场培训和考试，包括针对系统梳理WTC冲煮理念的四天长班和侧重
考试练习的两天短班：

★4月28-30，两天培训+一天考试，成都
★5月10-12，两天培训+一天考试，上海
★6月15-19，四天培训+一天考试，北京

请感兴趣的朋友们通过二维码报名或咨询177
7814 1370（微信同号）。

围是公寓楼，旁边是一个当地有名的露天公园，店门口则是去高速公路的
必经之路。在美国开店，首先得找到你心仪的位置，然后需要给房东提供
开店的商业计划书，他会在很多租客中来选择是否愿意来租给你，如果他
愿意出租，你需要提交装修方案给他，且需通过政府的审核，开业前，咖
啡店还必须通过食品健康署的各项检查，简单来说，从租到店面到正式开
业，这个过程大约历时两个月。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研究了咖啡店的属性，最后明确这将是一家提

供优质咖啡饮品的小型咖啡店。因为场地不够大，没办法做餐，在起步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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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我们也不着急自己烘焙咖啡豆，而选择了

去争取并打动客人的。

Casestudy，作为豆子供应来源。基于波特兰的

人工，虽然咖啡师有最低工资保障，但是一个全

经得到本地人的认可，也更容易让我们的小店被

合理的规划员工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客户

当地的三家不同咖啡烘焙商：Coava 、Heart和

咖啡文化是支持本地的产业，这三家店的品质已
认可为当地店。

关于菜单产品

手冲咖啡方面，我保持3种不同处理方式的

咖啡豆：蜜处理，日晒，以及其它特殊处理法，

职咖啡师的工资支出会占到房租的1至2倍，所以
服务和咖啡品质排在第一位，满足客人一切合理
或不合理的要求，努力记住每个熟客的习惯，为
他们提供个性化服务，让他们有好的体验。

在波特兰这样的小城市近千家独立咖啡馆中

手冲的咖啡豆来自全球的咖啡烘焙商，水洗处理

生存下来，确实充满了挑战和困难，但在第二次

学，消费者中年轻人居多，他们很乐意去尝试不

明白生活和事业确实很难平衡，但至少我会努力

法的豆则用滴滤工具来制作咖啡。由于临近大

同地方的咖啡豆，比如云南咖啡豆，就很受当地
的消费者喜爱。

关于咖啡机

我选择了来自美国本土制造的Synesso，比

较喜欢这台机器柔和的蒸汽和更灵活的设置，且

创业中，我更努力地去学习时间管理，这一次我
不让任何一方渐行渐远，我也不再会为了一味的
省人工成本而让自己不分昼夜的工作，因为我懂
得，生活不只是工作和创造财富。

关于开店的建议

如果您已经拥有店面，一定要好好做周围

价格会相对比La Marzocco便宜。在手冲器具的

1-3公里的消费群体调研，群体分布及特点几乎

相应的参数调整，它具有更快的冲煮速度，另外

日常营收来确定硬件投入。根据我从事设备销售

选择上，我选择了更传统的V60冲煮方式，通过
风味层次佳也是我选择此滤杯的主要原因。
关于牛奶

在波特兰，除了全脂和无脂牛奶外，还需

要提供Half & Half便于消费者自助添加在黑咖
啡中，还需要提供豆奶、杏仁奶、椰子奶以及
燕麦奶等不同选择。在美国，饮用非动物奶是

决定了价格体系和产品内容，然后需要据此模拟
多年的经验，很多店主仓促买高端机器，但实际
咖啡销售价格和体量，跟不上机器的投入比例，
最后只能二手卖回给设备商。千万不要跟风和不
理智，消费者是不太在意你用什么机器，而是在
意杯中的风味，以及整体消费体验。

如果您还没有店面，那么找店面一定要更

一种新趋势，所以我们除了咖啡之外，也会提

契合你的经营模式，如果你想开精品高端品质的

茶、热可可等。

远。对于高端品质的店，我个人一般会选择开在

供各种非咖啡饮品，比如Chai拿铁、抹茶、奶
关于食品搭配

除了喝的，我们也会有西点供应：可颂、司

康、Bagel以及必备的Gluten Free甜点，而且我
们也会适量的自制一些亚洲口感的点心，如：黄

店，投资巨大，但却开在居民区，这就相差甚

商业区，商业区就是一个筛选机，进出上班或者
那里居住的公寓人群，都会成为准客户人群。

结束语

《苏珊日记》有这样一个比喻，生活就像

油酥脆饼干、肠仔包、蛋挞等。在定价方面，我

五球杂耍游戏，这五个球分别是工作、家庭、

意味着我们需要每天至少发生70笔交易，每笔交

空中，游戏就随之开始。其中，工作是一个橡皮

们努力权衡在综合毛利润70%的基础上，这也就

易均价5美元，才能到达收支平衡点。实际情况

是，直到开店的第三个月的月初，我们才达到这
样的一个节点。

一点开店心得

在波特兰，开店最大的阻力来自于华人这个

健康、朋友和诚信，当你把任何一个球抛到了

球，掉在地上时它会弹回来；而其它四个球：家
庭、健康、朋友、诚信，都是玻璃做的，一旦掉
了下来，就会磨损、破裂，甚至摔得粉碎，到时
再后悔已来不及了。

我想对其他开店创业的小伙伴们说的是，相

身份，这里的华人开咖啡店基本都是以传统奶茶

信我们都知道这其中的艰难，尤其在中国竞争这

性地来喝咖啡，而我们就是努力让每一个客人留

但同时，也请分出时间给生活的其它部分吧！希

加便当为主，所以很多客人以观望的心态，试探
下好印象和消费体验，持续创造回头客。因为华
人其实不怎么喝咖啡，很难真正意义上得到华人
社区的支持，所以基本都是靠一杯杯好喝的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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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房租不是最主要的支出成本，主要

么激烈的消费环境中，我们需要不断努力奋斗，
望我们都不再重蹈我之前的错误，因为世上没有
后悔的路，祝福大家事业蒸蒸日上，开心、平
安、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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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LLTOP STORE
文_Cafe Culture International

H

illtop Store是一家位于澳洲新南威尔士海边Sawtell的咖啡厅，这里
曾是一家杂货店，始创于1924年，如今被改造成为了一家高端咖
啡馆，咖啡厅提供各式单品咖啡，以及丰富的本地取材美食。Cafe

Culture International是在沿海岸线旅行时发现的这家咖啡馆，在那里我们感受
到了水平非常高的服务、美食和咖啡。

Hilltop的大厨Carla和Richie曾在悉尼多家餐厅工作，并最终决定回到

Carls的故乡Sawtell。Carla找到了小学的旧识Matt并彻夜讨论了关于在餐饮

服务业创业的想法，最终梦想照进了现实，Carla和Richie也坠入了爱河，
他们始终坚持使用本地新鲜取材的食材，为顾客带来中北部海岸的特色美
食，美食会根据季节进行调整，很好地体现了当地特色。

Hilltop Store用激情和友情打造每一款美食和每一杯咖啡，代表当地社

区热情欢迎每一名到店的顾客。我们认Hilltop Store绝对是你下次去新南威
尔士海岸旅行时的必去之地。

更多门店详情，请登录： thehilltopstore.com.au
门店电话：+61 2 6658 5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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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消费型态的三阶段进化：

第一阶段的消费者，把咖啡当成一种日常习

惯，他们重视的是咖啡的浓度跟食用量；

第二阶段是享受，消费者开始逐渐意识到咖

啡味道和外观的重要性；

第三阶段是欣赏，在享受的基础上，消费者

开始了解关于咖啡的更多信息。

每个阶段建立在前一个之上，他们并不是相

互取代而是互相存在于社会中。

什么多渠道烘焙供货的咖啡厅？

与传统咖啡店不同，无论是本地品牌还是国

际品牌，多渠道咖啡烘焙店不止拥有一个烘焙供
哪款咖啡，顾客也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进行选择，
最初采用该模式的是波特兰的咖啡师先锋们。

to be a multi roaster shop

困难

虽然能够丰富产品的选择性，但成为多渠道

为什么要选择成为

咖啡烘焙店也是有一定困难和挑战的，想成为烘

多渠道烘焙的咖啡厅

焙店就意味着你必须拥有自己的设备，以及具备
必须有同时统筹和管理多个烘焙供应商的能力。

此外，保证咖啡货源的供应稳定是一项不小

文_Adam Wang

的挑战。烘焙好的咖啡只有在静置一段时间之后
才能达到最佳风味，拥有多个烘焙供应商就意味
着你必须根据供应商的特点，提前做好库存备货
计划规划，一旦货源存在不确定性，库存和时间
管理就会面临巨大困难。

同时，潜在的成本增加也是挑战之一，这主

要是因为对每个供货商的订货量达不到享受进货折
扣的标准，而且还需要支付店内烘焙设备的保养费
用，除此之外，你还需要雇佣高水平的咖啡师来应
付不同种类咖啡豆的烘焙，这也会增加人工成本。
优势

成为多渠道咖啡烘焙店有很多优势。

首先，你可以扩大自己的客户群体，更好地

满足不同的客户的个体需求。

其次，由于避免了单一货源可能存在的质量

理思路是一样的，他们也希望能从更多的产地采购

在多渠道咖啡烘焙店工作的咖啡师还可以得

的理念是：所有我们采购的咖啡豆都是经过精挑细

波动风险，你的咖啡品质可以得到更好的保障。

到更好的锻炼，因为他们能够接触到不同产地的
咖啡豆和多元化的烘焙风格，这就是为什么多渠
道咖啡烘焙店能够吸引到很多水平更高咖啡师的
原因了，因为他们想要接受挑战，想要参与制作
和处理更高品质的咖啡。

为什么成为多渠道咖啡烘焙店？

一开始选择成为多渠道咖啡烘焙店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喜欢自由选择，喜欢公平地为公众挑选
咖啡豆并展示每一款咖啡的风采。这和烘焙商的管

？

Why-choose

应商，经营者和咖啡师能够自由决定向顾客展示

咖啡生豆，从而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烘焙风格。我们
选、符合我们要求，然后会用最佳的烘焙方式将种
植者和烘焙师的辛勤付出传递给每一位顾客。

如何在获利的同时克服困难？

能够为顾客提供不同的选择，是咖啡厅脱颖

轻的员工对咖啡的认知，同时对本职工作和公司
的企业文化产生更加深刻的理解。

在与不同烘焙供货渠道接触的过程中，我们

对市场价格建立了更加透彻的理解，这能够让我
们在对比价格的同时，找到品质最好的产品。

结论：真的有效

多渠道咖啡烘焙店正在成为主流，咖啡不再

而出的关键，为了保证口味的品质和新鲜感，我

是单纯的提神饮品，它逐渐被人们享受和欣赏，

单进行轮换。

之外，同时也满足了顾客在传统咖啡厅无法得到

们会根据不同风味对咖啡进行分组，并定期对菜
为了监控质量，每周还必须进行杯测，并与

全体员工分享相关信息。通过杯测，可以提高年

多渠道咖啡烘焙店除了能够更好地体现企业文化
的多样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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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gGuk3F Café

★ 地址：3rd ﬂoor, 12-1, Barkseokdong-gil, Jongno-gu, Seoul, Korea
★ 经营者：Park, Yeisook

★ 营业时间：11:00 ~ 21:30 （最后点餐时间：21:00）

Three

★ 周一不营业

★ 坐落于总统府的后山附近，景色优美，咖啡美味

Seoul
Cafes

推荐三家
首尔咖啡馆
文_Seongil Choi 博士
SCA董事及培训师

CHOI brewers coﬀee

★ 地址：101, Hyoryeong-ro, Seocho-gu, Seoul Korea
★ 经营者：choi coﬀee company
★ 营业时间：08:00 ~ 20:30
★ 周日不营业

★ 坐落于地铁2号线 Bangbae 站附近，是一家古色古香的小咖啡馆，咖啡浓香四溢，非常受老主顾的喜爱

咖啡厅名称：Republic of Coﬀee

★ 地址：391, Gangseo-ro, Gangseo-gu, Seoul,
Republic of Korea

★ 经营者：Wonmin Choi

★ 营业时间：AM. 07:00~PM. 02:00

★ 特色饮品：Espresso Conpanna, Cream Mocha
Orange Cappuccino

★ 位于金浦机场附近，店主自己烘焙和萃取咖啡，
非常受周遭顾客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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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w w.hotelex.cn / w w w.jdgle.com

微信扫码预约 参 观
免 5 0 元门 票 费

220,000
平方米展出面积

2,500
家优质展商

150,000
名专业观众

30+
场专业活动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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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1-3339 2243/ 2244 邮箱：hotelex@ubmsino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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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店之旅
八角杯咖啡馆
文_啡香之旅-鸿烨

本文选自《亚洲咖啡西点》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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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州精品咖啡业在近几年的时间里，如

COFFEE”，欢迎着每个人的到来……

是类似于Coffee Stand的风格，这种风格很流行

的精品独立咖啡馆，这也是咖啡业发

冷色交相辉映，既不会觉得夸张，也不会过于冷

为一种“刚需”存在的文化，这也是现如今很多

城咖啡馆快速发展，而八角杯算是杭城当年异军

氛围，让每个到访者都能将焦点聚集在咖啡本

雨后春笋般萌发着，涌现出很多优秀

展浪潮中不断进化与迭代的一批。2017年，杭
突起的一家精品咖啡馆，以其专业的运营团队和

室内依旧是明亮简单的装修格调，暖色与

淡，让你身处其中，感受那份干练与专业的环境

于欧美一些国家的咖啡馆，更多传递的是咖啡作
上班族和年轻人都比较习惯和挚爱之选。

所以八角杯整体店内的客座并不多，但是依

身，当然这也是八角杯的目的所在。

然有很多人喜欢这种方式，快节奏的生活，也促使

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八角杯的探店之旅。

格，意式的豆子依旧采用的是来自加拿大温哥华

错的咖啡”，而非是“我要如何消耗时光去慢慢品

的第二家分店，经过一段时间的成长，八角杯的品

的存在。49th Parallel在加拿大当地也是非常知名

强大的技术和设备力量，在杭州相继开店，今天
我到访的是八角杯在杭州环城北路309-3号开设

牌形象已经在杭州很多人的心里树立起来，这也是
一种文化的渗透，所以从这第二家咖啡馆的整体形
象上，就明显能感知到其品牌文化的渗透更成熟。

标志性的羊头Logo，依然如此的醒目和与

众不同，就是如此吸引着你的眼球，让你过目
不忘。在整体的门面设计上，将整体空间充分

八角杯的环城北路店，沿袭着第一家店的风

的精品咖啡49th Parallel，这在杭州也是绝无仅有

的独立咖啡馆品牌，其曾经创下一天贩售1000

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我需要一杯咖啡，一杯风味不
味”。现在的我也更乐于接受Coffee Stand模式的
咖啡馆，因为咖啡出品够好喝就胜过一切了。

店内咖啡设备的选用也颇为讲究，一台La

多包90+蜜吻的记录，这已经成为了一段佳话。

Marzocco Linea Mini咖啡机，短小精悍的小Mini，其

佳，所以在烘焙风格上也着彰显八角杯也是一家

啊，这台单头咖啡机主要用来制作特色拿铁和短笛

49th Parallel烘焙风格多以浅烘为主，稳定性极

出品稳定性非常高，毕竟“辣妈”就是“辣妈”

主打浅烘焙路线的精品咖啡馆。

拿铁，这俩也是八角杯的招牌意式咖啡哟。

在环城北路的新店，你会发现这里八角杯

两台意式磨豆机选用的是Mythos One黑鹰

利用，置身其中，你可以感知这里就是八角杯的

品牌周边产品变得更多了，品牌文化多方位的传

版磨豆机，而用于单品研磨的就是迈赫迪EK43

鸦，向两边看，你能看到充满信仰与情怀的语句

式八角杯文化衫、专属定制的咖啡杯，再到联合

豆机装备。

世界。向上看，你能看到个性的八角杯元素涂

“Faith Comes from Coﬀee”，没错，这就是八角
杯，和我初见它的“性格”一样，从未改变过。

进门处，脚下一句“ABOUTLAMB

递，给予每个到访者更为丰富立体的感觉。从各
keepcup推出的定制版外带杯等等，这些都将八
角杯的形象刻印在每个人的脑海里。

八角杯的客座依旧和第一家的一样，讲求的

了，这也是多数国内精品咖啡馆所选用的单品磨

另外常规的其它意式咖啡的出品，就会使用

赛瑞蒙咖啡机，这也是连续多年比赛指定专用机
型，在商业咖啡机领域里，也算是佼佼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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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ine & Grind咖啡店坐落于悉尼西区的Liverpool，位于商城正门中间

Vine
&
Grind
开店从关注细节开始
文_Lisa Cavallaro
Vine & Grind

的位置，可以说是一块风水宝地，是来往客人的必经之路。Lisa
和Arigi是一对年轻的夫妇，经营着这家咖啡店，Lisa创业初曾在悉

尼的星级酒店学习如何与顾客更好的交流沟通，而Argi 则专注于烹饪和菜式的
更新。两年前，他们一起接手了这家濒临破产的咖啡店，当时咖啡店的名字

并不是叫Vine & Grind，而且卖着大众化的吐司面包加打折咖啡。经过了短短3
个月的修整，Lisa和Arigi改变了店的装修风格，更换了菜单，选择了新的品牌
供应商，并且在整体流程和服务上做了更加系统化的提升，咖啡店的营业额

在修整后的3个月内增长了一倍，6个月后又增长了近一倍，以直线上升的趋

势快速的翻了又翻。

咖啡业内的同行投来了羡慕的目光，然而，咖啡店从开业初到现在并

不是一帆风顺，出现过很多难题，诸如，Lisa和Arigi本身并没有太多咖啡专

业化知识，从选豆到萃取如何出品一杯合格的咖啡？在菜式上如何融入创
新的风格而被传统客户接受？对于中国咖啡创业者来说，会有许多人或许
和他们一样面临着很多难题，一些咖啡创业者在边学习边创业，他们一路
走来从小白到如今成为网红咖啡店店主，或许他们的故事可以给大家带来
一些启发。

商业区、住宅区、商场，不同咖啡店所在地址的客人对咖啡风味有着

不同的要求，Vine & Grind测试了绝大多数行业领先的烘焙品牌，为了迎合

本地客人的口味，最终选定了Single One。这家烘焙商是为数不多早在2007
就开始提供精品咖啡的供豆公司，在日本也有分店。Vine & Grind使用的是

Single One品牌下的大黄蜂拼配，在奶基咖啡中，带着坚果、可可、杏仁露
的风味，这款咖啡快速赢得了顾客的青睐。标准配置La Mazzoco PB加两台

Mythos One，目的是在咖啡出品量大的情况下交替使用两台磨豆机，减少
马达负担，从而提供更加稳定的出品。

菜单上，Lisa和Arigi首先对厨房设备进行了改造，添加了油锅、铁板、

冷藏吧台和更多的冰柜，并且将储藏室改造成了一个中央厨房，制作食物
的绝大部分准备工作和预备材料都在中央厨房里完成，而咖啡店里的厨师
则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摆盘上。 对于Vine & Grind来说，视觉冲击感对于

美食是非常重要的，颜色的对比加上立体的造型更加能引起顾客的食欲，
这里的法国吐司选用松软的黄油面包裹上碎核桃仁、香蕉片、杏仁，用高
温炸至金黄，带给顾客外脆里嫩的口感，配上蔓越莓冰淇淋、焦糖烧制后
的香蕉、烤棉花糖和新鲜水果，这些创新带给客人不一样的体验。

当然用餐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Vine & Grind装修风格主要以简约风加

室内植物，非常贴近主题。除了有可自取的柠檬水之外，在冬天咖啡店还
特别配备了保暖毯，这是一个非常贴心的举动。虽然因为特别忙，咖啡店

不接受预约（ 因为特别忙），但是排队用餐的顾客在等待之余，可以逛周
围的商店，Vind & Grind会以短信通知的方式告知顾客有可用的座位，带给
大家一个愉快舒适的用餐体验。

Vine & Grind 虽然只经过了短短2年，在Instagram 上已经收获了超过17

万的粉丝量，粉丝们的积极性非常高，并且建议这对年轻夫妇在更多的地

方开设像Vine & Grind一样的咖啡店，Argi和Lisa同时也在学习和完善自己不
足的地方。我认为他们成功的秘诀在于，哪怕是遇到了再小的问题，都会
马上解决，绝不会拖到第二天，他们的咖啡店从每天解决无数个小问题到
现在形成了一个成熟完整的流程体系，这样也让他们的营业额更加稳定，
收获了更多粉丝，这当中的联系是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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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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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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ne & Grind 咖啡店信息

营业时间：7AM- 4PM，周一到周日
官网：vineandgrind.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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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设计
出一份好的
咖啡厅菜单

文_DAVID PARNHAM

Cafe Culture International 市场调研董事

关

于咖啡厅菜单，最有趣的事情就在

于，其形式和内容不受局限，可根据
顾客需要采用任意种类的美食主题。

啡非常适合在早晨或下午的休息时间享用，同时

刊发的当地报纸、刊物的美食专栏里总会有很好的

成功的咖啡厅利润水平一般在20%左右，其

记住，菜品描述的额外收入价值很高，特殊不代表

也非常适合晚间持续营业的咖啡馆。

在咖啡餐饮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精品咖啡厅的菜

菜单上的大部分菜品都不需要过多的手工操作，

主要的服务类别，也是咖啡厅重要的收入来源。

格，用沙拉和装饰技术对食材进行重新设计，从

单已经进化为完整的正餐菜单，其中早午餐是最
其实，咖啡厅菜单的创意可以是无限的，任何规
矩都可以打破，并可以根据顾客的需要对传统菜
单的内容进行彻底革新。

以下的建议可以帮助你理解和打造盈利空间

更大的咖啡厅菜单。

菜单要尽量简洁明，让所有员工操作方便，

他们会直接购买半成品，然后根据咖啡厅的风
而大幅节省厨房里的人工成本，尤其在高峰时

美食图片，帮助你提高装饰和菜品描述的技巧。要
廉价，而是准备方式上的特殊，菜单上产品的价格

则一般根据菜品的成本，再乘以3.5倍（包含增值
税）而定，即总成本×3.5=最低销售价格。

我还习惯在新菜单中加入咖啡厅的常见美

期，还能大幅节约空间。展示柜是非常好的销售

食，例如香蕉面包、杏仁面包、凯撒沙拉、费南

品的艺术感还能提升菜单中产品的销量，因此要

惯性的动物，他们喜欢选择自己熟悉的菜品。

手段，毕竟食客们都是视觉动物，另外，增加菜
训练出较高水平的装饰技术，你可以在很多书籍

雪蛋糕、土耳其馅饼、水果面包等，人是一种习
另一个提升咖啡厅菜单的方法是使用精美的

和社交媒体账号上查到相关参考信息。

餐具，大盘子能够提升菜品的整体档次，尝试用

保菜单简洁、诱人，顾客必须能在合理时间范围

述来增加收入，你会发现在高端市场，大多数商家

的立体感，提升整体的视觉效果，这是餐厅专业

然要有创意，但必须要简洁、严谨。我的很多从

更多的钱也愿意尝试，看看菜品究竟有没有菜单上

让顾客能看得明白，在设计咖啡厅菜单时，要确
内读懂菜单的内容，避免延缓服务时间，菜单虽
事餐饮服务业的朋友都喜欢挑不专业的菜单中出
现的错字，这种情况尤其容易出现在手写菜单

经过精心设计的菜单还能通过详细的菜品描

会在菜单上详细描述菜品的口味，顾客们即便要花
描述的那么好。描述详细到位的菜品甚至可以比普
通菜品多一份“额外收入”，但前提是菜品必须与

“Fluff and Puff（泡泡）”的手法增加食材摆放

厨师的高级烹饪手法，这些可非常简单地应用于
咖啡厅菜单当中。

利用菜单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诀窍

★ 丰富价格结构，满足所有顾客需求；★

菜单上的描述相吻合，不能欺骗顾客。

增加套餐选择，例如蛋糕加咖啡；★ 突出高利

考虑合适的菜品内容。以面包打底的菜品最

文字要能够增强顾客的认知，同时激发顾客的想

要掌控精确；★ 考虑用展示柜增加视觉效果；

最低的菜品，当然，沙拉打底的菜品同样成本低

要组成部分，需要花足够的时间进行设计，要格

上，特别是当写菜单的服务员在高峰时间段从厨
房听到只言片语就匆忙记录下来的时候。

主要的食材就是烤面包，这是咖啡厅菜单中成本
廉，尤其在午餐时间会备受女性消费者的青睐；
另外还需要搭配一定的肉食，但比例相对比正式
的餐厅要小。

蛋糕和饼干可直接从供货商采购，但提供的

产品种类要与普通的面包房有所区别，蛋糕和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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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的措辞要信息丰富，决不能模糊不清，

象，从而促使他们点餐。菜单是咖啡厅营销的重
外注意菜单的整体风格，和菜单上产品、价格和
制作耗时的季节性。

好的咖啡厅菜单必须拥有好的价格结构。我

喜欢在工作日推出特选菜单，学习并采纳其他流行
咖啡馆的菜品，同时结合当地的新鲜食材，每周日

润率产品；★ 菜单布局更加合理；★ 产品成本
★ 价格采用奇数；★ 对菜品进行诱人的描述；

★ 发挥品牌效应；★ 菜单要诱人、本地化、色

彩鲜艳；★ 要学会用菜单讲故事；★ 注意食品

和饮料的搭配；★ 菜单简单易懂；★ 添加附加

消费，例如配菜；★ 用“Fluff and Puff”增加菜
品摆放立体感；★ 精美的餐具，不同菜品使用
特殊餐具。

报名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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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ONANCE
OF DESSERT AND ART

甜品与艺术的共鸣
文_《亚洲咖啡西点》杂志
图_葛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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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

式甜点是法式西点中的一个分支，它
起源于高档餐厅的正式宴席，是整个
宴席的点睛之作，盘式甜点的概念源

于各个餐厅的餐后甜点。传统的法式甜点会让甜
点师们受到各种限制，厨房所有的柜子中都装满
了各式各样的模具烤盘，越来越多的人在习惯了
正式的法式甜点后，很容易被这种外表简单、内
涵丰富的甜点所吸引。

盘式甜点的创作没有非买不可的特殊模具，

也无需高超的装饰技巧，完全只依靠甜点师自己

在盘式甜点装饰中，“点、线、面”是一

对食物的理解，在平白无奇的餐盘上演绎对食物

切视觉元素的起点，想要成品做得漂亮，对点、

客，而是把各种不同的，甚至是互相冲突的味道

的手中通过造型和空间感的结合，创造出精致动

的各种创造力。盘式甜点往往不会靠外表打动食
巧妙地揉和在一起，一步一步地引领你的味觉，
在丰富的味觉中带你感受与食物的缠绵。

法式甜点因其精致的造型人见人爱，盘式甜

点则具有拒人千里的“高冷范”，它需要你对食

线、面的装饰把握至关重要。盘式甜点在甜点师
人的甜品，宛如一幅幅艺术画作，成为视觉与味
觉的双重呈现。

点

点在产品中具有集中、吸引视线的功能。在

材有深入而细致的理解，也需要通过手中餐具的

几何学上，点是只有位置，没有面积的概念；但

色彩的反差和融合，由浓转淡，碰撞出让你惊艳

的面积大小，在错落的盛器中，“点”表现出的

默契配合，才能品味出每个部分的口味、质地、
的口味，留下余韵袅袅。

盘式甜点将摆盘的艺术发挥到极致，一款成

功的盘式甜点，除了需要一流的食材、美观的盘

在盘式甜点的装饰中，点要见之于形，并有不同
产品内容也显得尤为突出。

线

线的粗细可以产生远近关系。垂直的线有庄

子外，还需要有一流的甜点制作基础、装饰创意

重、上升的感觉；水平的线有静止、安宁之感；

类似。在西餐中，大都会把各种食材放在一个盘

十分重要，线是形的轮廓线，面的形也是由线来

和色彩搭配技巧，这样的创作手法与西餐的搭配
子中来享用，从最初将煮好的食物堆在盘中，到

20世纪80年代的对称式摆盘、黄金分割，再到
如今的创意摆盘，厨艺大师们都在竭尽全力地推
出风格迥异却又赏心悦目的摆盘艺术。近年来，
极简主义和分子料理的出现也颠覆了传统摆盘的
原则和初衷。

斜线有运动、速度之感。线在盘式甜点中的地位
界定的，在表现手法中，曲线往往会给人以自由
和柔美的动态美。

面

面的表现形式多样，有规则形和不规则形，

面的大小也很多样。规则的几何形给人简朴明确的
理性感，自由的不规则形带给人们活泼优雅的抒情
情趣。在盘式甜点中，面可以作为一切食材的背
景，也可以作为产品中尤为突出的装饰内容。

餐盘为纸，甜点为笔，时而轻描淡写，时而

挥洒泼墨。材料不多且看似随意地摆放，却往往
能够呈现惊艳的效果，这是视觉与味觉的舞台，
也是甜点与艺术的共鸣。甜点本身并没有灵魂，
但盘式甜点的艺术魅力，烹制出了色香味俱全的
饕餮盛宴，也调制出了浪漫优雅的甜点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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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 Expecting
Baristas to Make a
Perfect Cup of Tea！

缺乏专业培训，
不要再期待
咖啡师能沏出
好茶！
文_DAVID PARNHAM

Cafe Culture International 市场调研董事

虽

方面远远超越了茶，同时我们已经进入了顾客期待咖啡师能沏出

结果显示，大部分咖啡厅都提供茶饮，但饮茶爱好者的最大担忧是专业咖

喝在家喝不到的咖啡，之后15%的人是来喝家里喝不到的茶的，超过25%的

够吸引更多的饮茶爱好者，专业的咖啡师在茶叶大师的指导下练习沏茶技

己失望。

散装茶创收创利，这一趋势也表明，只提供咖啡饮品的精品咖啡馆在未来

然茶是继水之后，全球最畅销的饮料，但咖啡工业已经在创新这
好茶的时代。在英国，有超过1/3的消费者在来到咖啡厅是为了

顾客人认为咖啡厅的茶还不如自己在家沏的好喝，但中国的饮茶爱好者更
愿意去高档商场的现代茶店喝茶，而非是去咖啡厅点茶，因为他们怕让自

你的咖啡店菜单上会提供茶吗？

全球咖啡厅的数量远远超越了传统茶馆，据最新的 Cafe Pulse 调查

啡师虽然知道怎样做咖啡，但并不知道如何制作精品茶。为了让咖啡厅能
巧，虽然雇佣茶叶大师会带来额外的成本，但一定会吸引更多顾客。

从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咖啡厅拥有73.9%的机会能够通过销售精品

你的咖啡店供应散叶精品茶吗？

没有
12.6%
有
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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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
73.9%

有
26.1%

注意水质：大部分中国城市的水质偏硬，TDS（可溶物质总量）读数

哪种类型的茶是你的咖啡店现在提供的？
传统特色中国茶 				

本地或进口精品茶 			
花草茶 			

现代西方拼配茶 			
7.5%

零售袋泡茶

茶类 鸡尾酒，
含酒精或不含酒精
其它

1.8%

32.0%

偏高，这会伤害到茶叶，久而久之还会伤害到设备；水质的影响肉眼可
42.5%

31.6%

30.3%

5.3%

		

很难继续立足，它们需要从那些高端商场的现代茶店的做法中学习成功经
验，现如今这种茶店数量众多，在我们的每期刊物中都会出现它们的身
影，以下内容就为大家分享打造高端饮茶体验的几个关键点：

见，例如白茶的汤色会偏黄，绿茶和红茶的茶汤表面会浮有一层泡沫。

一定要查看本地的水质和 TDS 读数，这用专业的滤水设备检测调或

TDS 测试仪便可轻松得知，一旦知道了水质，你便可以与过滤水设备专家
共同探讨，找出最佳的滤水方案。

线下的散装茶零售已经过时了，除非零售商真的非常在乎品质、产品

理念和选择。Teavana 在美国的门店，以及 David's Tea 在加拿大的门店都

因为财务状况堪忧在2018年选择关张；与此同时，咖啡厅和连锁咖啡品牌
门店的现冲茶饮正在快速发展，这便是 Teavana 的西式风格拼配和风味茶
仍在中国各大星巴克门店有售的原因。

因此，目前最佳的方法便是用新鲜冲泡或提前做好的茶饮为顾客奉上

最令人难忘的体验。如果我们的咖啡师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就不要强求他
们做出高品质的茶饮；只有经过专业的训练，我们的咖啡师才能真正做出
顶级的现代茶饮或传统茶。

你可能不认同文中的某些观点，但请扪心自问，作为咖啡和茶专家，

打造安静、精致的环境：与咖啡爱好者不同，饮茶爱好者更喜欢在安

我们是否过于关注饮品本身，从而忽视了顾客以及现代茶饮爱好者们的

菜单设计 / 员工讲述故事：总的来说，饮茶爱好者都喜欢聆听关于

想要了解更多详情，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查看每周定期推送的

静的环境中享受茶，他们愿意在店中花更多时间品味茶的味道；

茶叶产地、处理方式、稀有品种、西式香草茶拼配和茶的特殊健康功效
的故事；

直接采购：如果可以，你最好直接从中国或海外的茶叶产地采购，当

然，其中的确有很多例如海关清关、与供货商失去联系等困难和问题，采

真正需求？出色的顾客服务和咖啡厅主题对于咖啡厅的成功至关重要。
“Reaching Success”专栏文章。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

众号，并查看往期《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中文版刊物有关“Reaching
Success”专栏文章，你也可以直接与我联系。

购过程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但同时你也可以选择优质的经销商或知名的国
际品牌，从他们那里也能买到真正高品质的精品茶；

用好的茶具：聪明的咖啡厅经营者会想尽一切方法提高产品卖相，用

好的茶具鼓励顾客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在中国，耐用、外观精美的茶具与
大部分咖啡器具相比要便宜很多；

CCM 网站

啡言食语微信

纸质刊物

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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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Tea House vs Modern Tea Shop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ea Industry

传统茶叶店 VS 新式茶叶店
茶行业的传承与创新
文_Rongrong Dai
TASTEA创始人

随

着消费升级，茶叶从廉价生活品已经逐步发展成代表一种时下的生活方式。人们对自身健
康也越发重视，茶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日常健康饮品。 曾经“喝茶”是老年人专属的

标签，而如今喝茶这件事情逐步年轻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接触茶, 喜欢茶。年轻

化市场不容忽视, 同时市场上涌现出了越来越新式的茶叶店，迎合当下年轻人的饮茶习惯，在对比传
统茶叶店和新式茶叶店的同时也感受到当下茶行业的传承与创新。

产品 PRODUCTS

对于一家茶叶店来说它的核心一定是产品。大多数传统茶叶店只专卖一个品种的茶，常见的比

如在杭州的西湖龙井茶叶店，在云南的普洱茶专卖店，在潮汕的凤凰单丛茶叶店等等。

新式茶叶店改变了传统风格，其的特点是茶叶品种多元化、包装多样性， 顾客们在一间茶叶

店内就能找到各种茶，从大红袍到冻顶乌龙，从祁门红茶到金峻眉。新式茶叶店不仅销售中国的茶
叶还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茶叶比如英式早餐茶、日本抹茶、玄米茶、南非路易波士茶等等，以及时
下迎合年轻人口味的调香茶和拼配茶应有尽有。新式茶叶店所出售的产品外包装设计也丰富多彩，

从传统的单一色系到流行色的混搭，拥有时尚酷炫的风格和潮流的元素。 同时包装结构也在不断创

新，比如把散茶装进茶包，把传统的白茶、普洱茶的茶饼从375克的大饼改良成一次一泡的5克小茶

饼或小茶球。在当下快节奏工作生活的空隙还能随时放慢脚步让自己瞬间静下来喝杯茶，时尚的小
包装不仅精致美观便于携带，还适合与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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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 SPACE

空间营造的氛围也是茶叶店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式茶叶店也在提高年轻人对于传统的接受度，

将店内打造成适合集聚年轻人的时尚风格，拥有高颜值，吸引眼球，打破传统茶叶店一贯安静、优
雅的风格， 同时又能兼顾中国风的属性。

在产品陈列方面，传统茶叶店的产品摆放相对比较简单直接，各种包装礼盒整齐的排满整个货

架。相比之下新式茶叶店内的陈列颇有设计感，有的按照茶叶品种摆放，有的根据包装大小摆放，
讲究一种时尚艺术感的呈现，而且更具亲和力，使顾客可以近距离接触茶，体验茶。传统茶叶店的
背景音乐大多数以自然声音或者古琴古筝的旋律为背景，而在新式茶叶店就可以听见时下最流行的
歌曲或者节奏欢快的旋律。

位置 LOCATION

通常我们在小区周边或是沿街商铺很容易找到传统茶叶店，这也是符合茶叶销售的便利特质，

而新式茶叶店更喜欢进驻大型综合体，如高端写字楼、办公商圈以及年轻人聚集的创意园区。除了
提供优质茶叶产品这件重要的事情之外，新式茶叶店还成为了年轻人聚会社交的场所，以及网红们
拍照打卡的地方。

当下茶叶店也在不断的变化发展着，传统茶叶店和新式茶叶店的差异也越来越明显，一种是对

传统文化传承的情怀，一种是对创新生活方式的追求。无论是传统茶叶店还是新式茶叶店都承载着
中国传统文化，感谢茶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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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人都是

“好澀之徒”

Tea Lovers Are “Lovers of Astringency”

（下篇）
文_戎新宇

国家级评茶师、茶艺师、制茶师
戎茗轩私家茶叶博物馆 创办人

我

在上一期的《Cafe Culture | 啡言食

品味的成熟体现。

化程度高度正相关；红茶的茶多酚理论上全部

是茶多酚，何谓人体健康的“绿色

茶汤中的茶多酚会在口腔内产生软组织细胞壁

红或红艳明亮；黄茶、黑茶中的茶多酚先被终

关系。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茶多酚也叫茶单

我们称其为“涩”，所以，饮茶时口腔里的茶

语》中，已经向大家介绍了：什么

防火墙”，以及茶多酚与部分茶类陈年之间的
宁，作为茶中最重要的关键词，它几乎贯穿着
整个茶学体系。

那么，今天我想就茶多酚的话题，继续和大

家分享：

★茶多酚与茶叶中其它共存物质如何影响

着感官品鉴的结果，“涩”度及其平衡感，

★茶多酚受什么因素的影响，茶树品种、

制茶工艺、生长环境的不同，会对茶多酚带来
怎样的差异？

不苦不涩不是茶

老茶客常说：“不苦不涩不是茶”，这句

话其实远不是字面含义那么简单。苦涩是茶必
有的一种风味，是茶叶的标识性特征，只要是

茶的涩感来自于茶多酚类物质，饮茶时，

的凝结作用，这种因凝结而产生的特殊感觉，
多酚是一种触觉，而不是一种味觉或者风味。
而它在舌头、两腮内侧、咽喉等部位呈现的一

种“麻麻”的紧绷感，我们称之为“收敛”
感，这类似于我们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或者

在后续阶段又持续氧化，因此被称之为后发酵
茶，前者茶汤金黄明亮，后者根据后发酵程度
不同各有差异，业内对黄茶的划分可能存在争
议，这部分内容今天我们暂不重点讨论。

上述分类的依据在于，茶鲜叶经过不同的

工艺处理，使茶多酚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氧化，

那么，多酚类物质对于茶汤的颜色和口感

酚为中心而推演出的不同结果，这就如同制作

种“麻麻”的感觉。

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中国茶人会习惯性将茶叶分为六大类，

这种划分的逻辑是按照茶叶加工过程中的“发
酵”程度来分类的，所谓的“发酵”，其实说
的就是茶叶中茶多酚被催化氧化的过程。

从而得到不同风格的茶类，这一切都是以茶多
温泉蛋、盐焗蛋、炒鸡蛋、荷包蛋、鸡蛋羹，
不管用什么烹饪方法，都是通过加热让蛋白质
产生凝结，同理，各种茶类的变化主体始终是
围绕茶多酚。

要学会欣赏茶多酚，弄明白“涩”的边界

绿茶的茶多酚几乎未被氧化，所以叫不发

很重要，“不苦不涩不是茶”可绝不等于“涩

（乌龙茶）中的茶多酚不同程度被氧化，这叫

程度的“涩”才是好的呢？答案是“恰到好

酵茶，此时汤色以清澈绿亮居多；白茶、青茶

全的范围内学会欣赏茶的苦涩，也是一种尊贵

部分发酵茶，汤色变化由浅及深，与茶多酚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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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氧化，而后又因湿热作用或微生物的作用，

吃石榴、生柿子、青香蕉的时候，感觉到的这

茶总会或多或少的存在一定程度的苦涩口感。
虽然人类会本能的排斥苦涩感，但成年人在安

被氧化，故此称为全发酵茶，此时汤色大多橙

到嘴麻或是喉咙沙哑”才算是好茶，那么怎样
处”。只有适度的茶多酚以及衍生物，在口腔

中才能有一种细腻而舒服的“麻感”。

除了学会感知“涩”度，你还需要懂得综

合评判茶多酚及其衍生物与茶中其它水溶性物
质之间的平衡感，比如，茶多酚及其衍生物与
氨基酸、咖啡碱、水溶性糖、果胶、酸类物质
等之间的比例是否得当。一杯茶汤中绝不是只
有茶多酚！评论茶汤滋味的丰富度一定要综合
上述各因素的比例关系及和谐程度。茶多酚不
同程度的氧化产物与其它呈味物质共同作用于
口腔，就呈现了截然不同的口感，如同衣服的
面料，有真丝的、羊绒的、纯棉的、棉麻的、
晴纶的、涤纶的、混纺的等等。

影响茶多酚的各种因素

在我们常见的茶叶品种中，云南省西双版

纳、思茅、临沧、保山等地区出产的生普，茶
多酚含量非常之高，而福建省福鼎、政和、松

茶多酚的基础元素，所以阳光照射越久，茶多

会导致涩感不同，也就是说，茶树同一根枝条

量就相对较低。也就是说，前者的口感浓重、

你在茶园中一眼望去，发现某些位置高大的遮

异。什么是“叶位差”呢？就是同一个茶树，

溪、建阳等地区所出产的寿眉茶中，茶多酚含
收敛性强，后者的口感醇柔、久闷不涩。

那么是什么决定了茶多酚类物质在茶叶中

的含量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以下向
大家一一介绍。
茶树品种

我们将全世界所有的茶树分为三大类，大

乔木型茶树、小乔木型茶树和灌木型茶树；另
外，按叶片大小进而将其分成了大叶种、中叶
种和小叶种三种类型。一般情况下，大乔木对
应的是大叶种，灌木则对应的是小叶种，但也

酚类物质含量越高，口感也就越会苦涩。如果
荫树极少，整片茶园的茶树全部暴露在阳光
下，那么这块区域所产之茶的茶多酚类物质含
量就偏高，或者说口感相对易苦涩。日本京都
的皇家贡茶园，每年在采制“天皇玉露”前都
会用黑网将茶树遮盖一段时间，其目的就是为
了避免阳光直射，尽可能多的“滤掉”红橙光
与红外线，降低茶多酚的含量，提升氨基酸含
量，从而提升茶叶的口感的鲜度，降低涩感。
制茶工艺

除了茶树品种及生长环境会影响茶叶本

有很多特例，比如云南著名的古六大茶山中，

身多酚类物质的总量，制茶工艺对于茶叶中多

是典型的大乔木小叶种。通过科学检测，我们

“涩”感的强与弱，茶叶的加工工艺可以说是

有一个叫作倚邦的产区，那里出产的普洱茶就
发现，大乔木或大叶种往往茶多酚类物质含量
高，灌木和小叶种则反之。所以，品种间的差
异导致了茶多酚类物质的含量高低各不相同。
生长环境

相同的品种在不同的生长环境也会出现

茶多酚类物质的含量不同。环境包括了生长地
的土壤情况、气候条件、纬度和海拔等等；其
中，土壤包括了透气度、酸碱度、矿物含量、

腐植质等；气候则包括了日照强度与日照时
间，空气湿度与降水量，年平均温度以及昼夜
温差等；纬度与海拔也与生长环境的微域气候
的土壤情况有关。这些都是影响茶多酚含量的
因素，比如，当日照时间长，或长时间暴露在
阳光下，茶多酚含量会上升，反之则会下降。
我们知道太阳有七色光，阳光中的红橙光和红
外线会提升茶叶片中碳元素的含量，碳是构成

酚类物质的转化，同样决定着饮茶时口腔中
人类智慧与天工造物的完美结合。前面我们说
过同一棵茶树的叶子，以不同的制茶工艺加工
就呈现了不同的茶类特征，也就是说西湖龙井
茶可以用大红袍的工艺加工成“龙井红袍”，
云南普洱可以用闽南铁观音的工艺加工成“普

洱观音”，只是加工的结果好喝不好喝的问

上茶芽与叶子间的茶多酚类物质含量存在差
同一根枝条上叶子间的不同位置。叶片是由
芽头发育而来，没有芽头就没有叶子。每逢春
天茶树芽头萌发时，茶多酚类物质就向顶端聚
集，保护新梢芽头不受病虫害侵扰，而已经发
育成熟的叶子，茶多酚类物质的含量也就相对
降低了，所以，一根枝条上新梢顶芽的多酚类
物质总量高于第一叶，第一叶高于第二叶，第
二叶又高于第三叶，以此规律依次向下递减。

中国人的饮茶思维是“顶尖思维” — 即芽者为
上，顶芽的等级最高，也就是茶多酚类物质的
总量最高；在加工工艺不得当的情况下，或是
多酚类物质与氨基酸、果胶、水溶性糖类间的
比例不和谐时，就有可能出现较重的涩感，例
如川绿中的竹叶青茶。反之，如果是等级较低
的第四叶或第五叶原料制成的茶，多酚类物质
总量偏低，在加工工艺得当且与其它物质比例
正常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较低的涩感，例如白
茶类中的老寿眉。

茶多酚是茶叶的灵魂，也是茶叶中各种

题。也就是说，相同的茶叶可以用不同的工艺

化合物的主体结构，好比是房子的主体结构，

程度的氧化，从而得到不同风味的茶类。利用

化产物决定了茶叶品质特征的最终走向，为一

进行加工，使其内在的茶多酚类物达到了不同
特定的制茶工艺，例如红茶工艺，就能促使茶
叶中多酚类物质最大程度的氧化，从而降低品
饮过程中的“涩”感，氧化程度越高，涩感就
越低。

原料等级

同样一个品种的茶树鲜叶，不但生长环

境、制茶工艺导致涩感不同，不同的叶位差也

决定了建筑的最终风格，茶多酚类物质及其氧
杯茶呈现了多个维度的口感。同样的鲜叶，可
以通过六种不同的代表性工艺分别制出六大茶

类，但不管怎样，茶多酚都让茶汤滋味变得
“强劲有力”，同时回甘持久。

学会欣赏茶中这种后劲十足的“风骨”，

就是学会品茶这门学问关键中的关键。愿天下
爱茶的人都成为好“涩”之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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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茶
为全球鸡尾酒
带来新味觉！
文_Michael Kinahan
WTC国际主评委

精

如今，它也出现在了烹饪和烘焙厨房
当中，西式的下午茶现在成为了餐饮

服务业的标杆。作为全球第二流行的饮料，精
品茶正在受到更多年轻消费者的关注，茶的味
道已经在中国流传千年之久，如今又再次走在
了潮流的前沿。

茶的制作方式很多，喝茶已经成为了一种

艺术形式，我认为将茶与鸡尾酒融合能够提升
茶的价值，而且茶的很多风味和香气是其它原
材料无法代替的。

茶制作简单，受众多，出现在鸡尾酒市

场也是迟早的事情，茶叶大师、调酒师和饮品
总监如今已经意识到了消费者对新口味、新质
感、新创意的需求，茶令人熟悉的味道能够更
好地抓住人们的味觉，每一片茶叶都蕴含着无

我喜欢用茶和威士忌搭配，会带出草本

多富有创意、品质出众的鸡尾酒。

植物的香气，茶和金酒或波旁酒也很搭，实际

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鸡尾酒领域，除了这些传

的芳香物质，可以为鸡尾酒的创作带来无限可

如今，绿茶、红茶、乌龙茶和鲜花草本茶

统茶以外，例如英式伯爵红茶等拼配茶也越发
受人关注。

在海外，伯爵红茶绝对是一种流行时尚，

其味道新颖独特，能够给顾客带来不一样的惊
喜，伯爵红茶的独特香味来自于佛手柑，那种
特异的香气是无法比拟的。

如今抹茶大行其道，它健康功效卓越，颜

色鲜绿，在咖啡厅愈发流行，成为了咖啡的有
力竞争者。

品茶其实存在于每个家庭的厨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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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潜力，它甘甜的味道能够帮助人们创造出更

说到茶与酒搭配，我也有自己喜欢的几种

套路，一种茶可能只能与一两种酒搭配，因为
其它的酒会令茶失去原有的风味。

上，茶可以和所有酒搭配，因为它富含易挥发
能。我个人最喜欢的是金酒与茶搭配，其中效
果最好的例如茉莉花茶和伯爵红茶。

Madame's Choice

这款用伯爵红茶、金酒、柠檬汁和鼠尾

草蜂蜜制作的鸡尾酒非常美味，如今在纽约的

Time Hotel 有售。
原材料

★ 2.5盎司金酒 ★1盎司 柠檬汁 ★1/2盎司

鼠尾草蜂蜜 ★1片鼠尾草叶 ★2茶匙伯爵红茶
制作方法

★ 酒杯放在冰箱里冷藏

★ 将金酒、柠檬汁、蜂蜜和伯爵红茶倒入

调酒器，放入一半的冰块

★ 摇匀直至调酒器变冰
★ 二次过滤，去除杂质

★ 用手指轻捻鼠尾草叶，释放芳香油脂，

作为点缀

两种原材料能够激发出复杂迷人的风味，

为顾客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红茶，例如
阿萨姆或大吉岭红茶与威士忌搭配绝对称得上
是经典，但用苏格兰威士忌和中国正山小种搭
配便是一种创新，茶叶的烟熏味道令人着迷。

如果想在家尝试，建议你先用最喜欢的

酒和茶进行尝试，并不断试验，最终找出最
佳配搭。

伏特加与所有茶都非常搭，红茶与陈酿酒

的搭配更好，尤其是苏格兰威士忌和波旁酒，
绿茶则与爱尔兰威士忌更搭，还可以尝试用南
非博士茶和法国干邑或陈酿朗姆搭配。

Tea & Whisky Highball

威士忌醇厚、烟熏的特质更加适合制作这

款鸡尾酒，苏格兰威士忌或波旁酒都可以，精
品茶则选择了烟熏味十足、味道浓郁的正山小
种，也可以用其它红茶代替。

注意事项：正山小种必须提前冲好并放在

冰箱里冷却3小时，然后再加入其它原材料。
原材料
茶：

★ 2个橙子 ★ 2夸脱水 ★ 茶匙或8包红茶
薄荷糖浆：

★ 1把新鲜薄荷叶 ★ 2杯糖 ★ 1杯水
鸡尾酒：

★ 2杯苏格兰威士忌或波旁酒 ★ 冰块
★ 8片薄荷枝

制作方法
茶

用削皮器将橙皮削成大片，不要带白色内

皮，一半橙皮用于泡茶，另一半放入密封袋放
在冰箱里保存，留作装饰；

将水烧开，离火，将散装茶叶或茶包放入

其中，放入橙皮浸泡5分钟，用细筛过滤，倒入

隔热容器中，放入冰箱冷却至少3小时，期间可
制作薄荷糖浆。
薄荷糖浆

将所有原材料倒入锅中交运，用中高火烧

盎司的酒，浸泡时间视茶的种类而定，从5-30
分钟不等，要随时关注茶的浓度。

Green Tea Sparkling Punch

法式和西印度风味在这款鸡尾酒中完美融

合，其中包含了黑朗姆、香槟、苏打水、白兰地
浸柠檬片和菠萝片，以及用绿茶制作的糖浆。

注意事项：你可以提前一天制作白兰地浸

水果和茶浸糖浆，然后密封冷藏备用。
原材料

★ 1/2个中号菠萝，削皮去芯 ★ 4个中号

柠檬，薄切去籽 ★ 2杯白兰地 ★ 2杯糖 ★ 2

制略微沸腾，将火捻小至中低，小火慢煮，期

杯水 ★ 1/4绿茶叶（约等于10个茶包） ★ 3

分钟；

瓶苏打水，冷却 ★ 2又1/2杯黑朗姆，冷却 ★

间搅拌几次，直至糖完全融化，时间大约需要5
离火冷却至室温，大约需要1小时，用细筛

过滤，去除杂质，倒入容器盖好，放入冰箱冷
却备用。

鸡尾酒

饮用前，将威士忌或波旁酒和一半的薄荷

糖浆（大约1杯）倒入茶中，搅拌并根据口味增

加糖浆的量，在8个高脚杯中放入冰块，放入橙

皮，然后将鸡尾酒倒入杯中，放上薄荷叶装饰

（750ml）瓶起泡酒或香槟，冷却 ★ 1（1L）
1个大冰块

制作方法

★ 将菠萝切成圆片，再一切四瓣，倒入碗

中，加入柠檬片和白兰地搅匀，降至室温；

★ 将糖和水混合，放入锅中，用中高火烧

开，搅拌直至糖融化。离火，倒入茶叶，搅拌
均匀，降至室温，约需要1小时；

★ 用细筛过滤菠萝和柠檬，过滤茶浸糖

即可。

浆，放入冰箱冷却3小时；

叶，虽然听起来有些刺激，但尝试过后你一定

泡酒、苏打和朗姆酒搅拌（不要过度搅拌，避

我会用做冰茶的方式来制作，将茶包放入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茶鸡尾酒的一半乐趣

如果你想挑战自我，可以尝试用酒浸泡茶

会爱上这种方法。

酒中浸泡5-30分钟，直至茶的味道够浓，我喜
欢边做边尝，以免味道过浓。

过度冲泡是沏茶的大忌，泡茶的时间千万

不要过长，否则会带出茶的苦涩味道。

如果是用酒泡茶，最佳比例是1个茶包配8

★ 饮用前，将水果放入壶或碗中，倒入起

免气泡跑光），最后放入冰块，即可饮用。

来自于创作和实验，关键就在于要自己去探索
不同的口味搭配，来满足自己和家人朋友们的
味蕾。

请尝试以上三种配方，并尝试创作属于你

自己的精品茶鸡尾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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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o！我叫Elan，发音同Alan。我现在

还沉浸在一种莫名紧张和兴奋的きも
ち里，以前我认为写这种文章的，应

该都是那些大咖级或者得过冠军的人才有资格，我
的第一次，献给各位读者观众还有小粉丝们，谢谢
大家。

我出生在台湾北部的雨中都市 - 基隆，因为

几乎常常下雨，所以有雨都之称。以前的我性格
内向，跟现在有很大的反差，在同桌同学不说话
的情况下，除非必要否则我是不会主动跟人打交

道的，而且我不大喜欢笑，常常一脸严肃，有人
说我看起来像黑社会。

接触了吧台的工作以后，我发现这是个可以

满足我个人小欲望的工作，站在吧台后面，可以

臻致培训学校 培训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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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我的咖啡经历始于一家美式早餐店，在那个

时候，早餐店并没有精品咖啡概念，所以没有讲

喜欢跟人交流，喜欢结交朋友，所以我觉得我应

的不同风味，只知道客人来了点什么做什么。然

的满足和幸福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渐渐的我开始
该坚持往这个方向走下去。

在一家台北市颇具知名的手摇奶茶店工作

的那段时间，让我累积了不少吧台及后场管理的
经验，比如，如何快速出品的同时又能把控好质

刘A伦咖啡与茶的小故事
文_刘采宣 / Elan

观众顾客得到最大的满足？这些都是很不容易的

做很多好喝的茶饮，而人们喝到以后脸上流露出

MY STORY
O F CO F F E E A N D T E A

量？如何在短时间内可以表演一场好看的戏码让

究萃取的策略、精度的控制，更不用提每杯咖啡
而在那里，我学习到了咖啡的制作以及咖啡最基
本的知识，加上之前的茶饮经验，发现咖啡与茶
都是非常奇妙的东西。

后来店面结束营业，刚好有个机会到上海

来工作，就这样踏上了我真正的咖啡与茶的旅

前期多在选茶，测试茶叶风味，了解调性，

程……

以及辅助性物料的测试还有冲煮策略；中期开始

人是上海人的关系，小时候就时常跟着外婆往返

向，还有关注行业风向球，而后期，就是着重时

2003年底，我正式踏上这片土地，因为家

台湾和上海，所以对上海并不是很陌生。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进入了王力咖啡贸

易（上海）有限公司，每天接触咖啡与茶，站在
吧台上制作饮品，和大家参与培训、交流学习成
果，这就是所谓的工作与爱好同时兼备。

做饮品测试，包括饮品风味调性以及观察市场动

醒了我，可以试着从风味下手，于是我仔细的品

对我来说，比赛的饮品不仅只在于比赛也要

口味，才能夺得眼球。

潮流饮品大赛我的初赛饮品名叫拼配红茶

“为爱而生”，用了TEISSEIRE糖浆，搭配拼配

赛，其实我真的没想过会进入决赛，决赛饮品
的天庆永茶叶。

比赛当天,我记忆很深，因为从头到尾就是

个小广告，哈哈！

抱着志在参加，不在得名的心态跟大家分享饮品

力咖啡是个咖啡公司，如果老板今天问：你们谁

真的是心情激动到极致。

在某天，我萌生了一个很特别的想法，王

会做咖啡，可能公司里面上上下下举手的差不

心得以及中间的酸甜苦辣，所以进入决赛那一刻
紧接着我报名了WTBC中国精品茶叶冲煮大

多90%；但是如果老板问，谁会做茶，举手的是

赛，这比赛，让我极度兴奋，因为可以和世界各

勉强为自己刷一下存在感！

我来说，比赛就是一场表演、分享。

10%甚至更少，那我是不是可以做那10%就好，
于是，我鼓起勇气，跟老板提了要参加茶饮

初赛饮品，为了取名而烦恼，因为名字既

适合于市场上才会有亮点，另外还要能符合大众

啡我喜欢萨尔瓦多的Cold Soul，茶我则喜欢天庆
饮品都很不错，做个拼配也很美味，不好意思打

茶底拼配新鲜水果所做出的茶饮。

要让人有想法，又要符合饮品本身滋味，实在有

基底的奶茶搭配新鲜金桔汁，没想到顺利进入决

永的太妃马黛，唇齿留香，不管是单喝或者是做

和咖啡搭配加上新鲜水果所做的茶饮，以及四种

间的掌控，以及熟练程度。

在这个大环境下，身为员工当然有很多福利

可以享用，每天有好咖啡喝，有好茶喝。其中咖

经过一个月的磨练测试，最终选出一款红茶

地的伙伴进行切磋，从而学习不一样的知识，对
有了上次的比赛经验，这次比赛对我来说相

点难为我这个文笔不好的人。这时，我的团队提
尝了饮品，并且使用杯测的方法做风味测试，从
中得到前香、中段、余韵、回甘等不同凡响的滋
味，故而取名“峰回路转”。

决赛时，考虑到比赛宗旨无添加，因而用了

荔枝来提升饮品自身甜度，搭配四种拼配茶底，
为了我原始的韵味，以及喝完饮品，有一种温暖
温馨的感觉，所以我取名叫“为爱而生”。

各中饮品滋味，让我现在还是记忆犹新，

因为拼配的关系，风味相辅相成，起到互补的作
用，大大提升一品口感，中间试饮的环节、观众
的支持、茶饮的一滴不剩都令我感到欣慰。

由于自身关系，在前年离开了我敬爱的王力

咖啡，当然有点可惜，但是我真的很珍惜在职的
那段时光。

另外，在这里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对一位影

比赛，我的第一个比赛是2017年的潮流饮品大

对比较简单，但是万万不可轻敌。因为WTBC是

响我极大的一位主管说声“谢谢您”，因为您的

态，至于得名与否压根没想过，于是我跟主管，

赛，所以我跟我的团队为了慎重起见，仔细研究

容与指导，让我有了今天不错的成绩。

赛，当时因为没有比赛经验，抱着重在参与的心
就开始为比赛进行筹备，选茶、测茶、测物料、
摆台器皿选配、展演的话术等等。

个国际赛事，有来自于海外、全国各地的伙伴参
了战略。

这是不少人都有的经验，尤其是在当下的社会市

果的搭配性，以及不同温度下，茶叶的变化以及水

步，再往后还希望可以接触更多志同道合的良师

队一直不断地测试、改良、测试量，测试茶叶跟水

好，吸取更多的知识。因为初赛和决赛是以茶叶拼

果的变化。而最为重要的是，这次我把水质这个因

配为基底，搭配牛奶做饮品，所以必须找出每款茶
叶的风味以及调性，才能找到最适合的拼配法则。

在咖啡与茶的路上，跌跌撞撞很多，我相信

这次比赛，我一样以拼配茶为主，和我的团

其实这个比赛对我来说就象是场演出，我想

利用这场演出知道我自己的能力以及认识更多同

教导，我学会很多专业技能，因为公司和您的包

素加入了考虑范围，茶叶、水质，冲煮因策略的不
同碰出什么样的火花，都是我很好奇的。

场，咖啡、茶饮日新月异，每分每秒都在改变进
益友，也很感谢这一路上遇到的人，谢谢你们的
不吝指教，当然，往后会更积极参与比赛，来增
加自己的经验和跟大伙交流学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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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陶瓷类茶器
文_尚晓东

平遥旧爱咖啡馆主理人

茶

与茶器自古相辅相成，一起发展了

然窑变艺术有别于其它瓷种；“入窑一色，出窑

斗时，一看茶面汤花色泽和均匀度，以“鲜白”

茶具，古代亦称为茶器或茗器，“茶

效果，具有很高的艺术魅力。钧瓷常以国礼送外

白，入黑盏，其痕易验”，为了衬托茶汤，故而

千年。水是茶之母，器为茶之父，

具”一词最早在汉代出现。

茶器如果按照材质分类可以分为：陶、瓷、

玉石、金属、漆器、竹木、玻璃等，那么今天主
要简单的分享一下陶瓷类的茶器。

说到陶瓷便不可不提到宋代，宋代是中国茶

万彩”的窑变现象，构成钧瓷的特殊美感和艺术
国元首，所以偏大器型较多，但目前依旧有少量
窑口在烧制茶器，比如孔家钧窑、苗家钧窑、杨

建盏产于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形状多是

古法，选用原矿胎釉，手工拉坯修胎，每只建盏

志均为国家级的工艺美术大师和非遗传承人。

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其实在当时

斜；少数为实足（主要为小圆碗类）。造型古朴

经非常重视五大名窑：哥、汝、定、钧、耀，也
就是所谓官窑，而在五大名窑之外，不在管制款
式限制之列的耀州窑、磁州窑、建窑和吉州窑

等，自然就划分为民窑之类，此外还有官民兼烧
的龙泉窑、景德镇青白瓷等。

今天就拿本人所收藏和了解的钧窑、建盏和

景德镇、宜兴的手艺人来讲讲茶器的故事。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

钧瓷产于河南禹州神垕镇，属北方青瓷系

浅，足根往往有修刀（俗称倒角），足底面稍外
浑厚，手感普遍较沉。建盏分为敞口、撇口、敛
口和束口四大类，每类分大、中、小型；小圆

碗归入小型敛口碗类。敞口碗：口沿外撇，尖圆
唇，腹壁斜直或微弧，腹较浅，腹下内收，浅圈

足，形如漏斗状，俗称“斗笠碗”。 “建盏”
在烧制时会形成一种花纹，人们常常根据花纹来

套用匣钵，用富含油脂的松木柴烧，在原矿釉、
柴烧、铁胎、高温还原成就的釉下斑纹，与宋盏
同质、形意相似、古朴天然，松木柴烧是个技术
活，光装窑费时就得好几天，还要经过温火、挤
火、上火、熄火等多道烧制工序，烧制一窑前后
周期大约需要15天左右。

泥自有生命，树燃自成草木灰
釉，物自天成
我认识两位手艺人，一位是景德镇的思皿，

一位是宜兴的陌颜。思皿是一个90后姑娘，从

曜变状的被称为曜变盏。

失败后创新出“孔雀釉”，她对草木灰的研究目

兔毫盏，如油滴状的被称为油滴盏或鹧鸪盏，如
如果说钧瓷茶器属于瓷器发展的附属品，

那么建盏绝对可以称得上为茶而生，建窑制造的

温颜色釉只有黑釉和青釉的局面，以其独特的自

斗茶的风俗是分不开的。宋代人们崇尚白茶，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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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材料取用、器型到烧制技艺，全部遵循宋时

区分不同类别的建盏，花纹细密如兔毛的被称为

统。钧瓷主要贡献在于，烧制成艳丽绝伦的红釉
钧瓷，开创了铜红釉之先河，改变了以前中国高

建窑建盏作为黑瓷代表，其瓷土，釉料成分

都极其特殊。后井建盏甄选宋代建盏经典器型，

口大底小，有的形如漏斗，且多为圈足，圈足较

宋瓷的典雅款式，都要进呈皇帝过目，且宋时已

纷纷采用黑瓷茶具。

志钧窑、永春钧窑等，其中孔相卿、苗长强、杨

器发展的一个巅峰。明宫廷典藏《宣德鼎彝谱》
有记载：“内库所藏，汝、官、哥、钧、定，名

为先，二看汤花与茶盏相接处的水痕，“茶色

“建盏”能在宋朝风靡一时，这和当时宋朝盛行

陶瓷艺术专业毕业后到景德镇创业，经历无数次
前也积累了上千种草木灰釉。草木在火的作用下
落灰在器皿上，从而形成了天然釉色，思皿说，
孔雀釉为自然造物，坚持初心，相由心生。泥自
有生命，树燃自成草木灰釉，物自天成，只有感

谢自然；器皿有它的世界，有人或许看它为一山

入自己的特色，尽力做到线条流畅，工艺精细！

盛不衰的生命力，能让人感受到每一件珍品，无

悄然伸到眼前的花。

身心的投入，要认真做人，认真做艺，不要把造

达中获得生命的永恒之气。

、一水 、一木，我们看它为孔雀翎，又如仿佛

人间珠宝何足取，宜兴紫砂最要得

陶器成型，最早用捏塑法，再用泥条盘筑

法，特殊器型用模制法，后用轮制成型法。晋代杜
育《薜赋》“器择陶拣、出自东瓯”，首次记载了
陶茶具，至唐代，经陆羽倡导，茶具逐渐从酒食具
中完全分离，形成独立系统。《茶经》中记载的陶

陌颜说做壶是做艺，做艺如做人，需要全

型、工艺勉强带得过的作品给人，这样对收藏者

不再现民族文化艺术的灵气，在对陶瓷文化的表

是极不负责的，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宜兴紫砂

关于作者

结合中，通过器皿的造型艺术与砂土质地美来显

品本真味道，将一杯美味呈现给懂它的人。

壶的美，表现在质地、造型、装饰、工艺的相互
示紫砂器古朴而雅的形象美，形成了紫砂艺术传

尚晓东，平遥旧爱咖啡馆主理人，多年来寻访饮
微信号：joeicafe

茶具有熟盂等，紫砂壶艺始於宋朝而成於明代，制
作原料为紫砂泥，因为有了艺术性和实用性的完美
结合，紫砂壶才这样珍贵，令人回味无穷，更加上
紫砂壶泡茶的好处、和茶禅一味的文化，这就又增
加了紫砂高贵不俗的雅韵。紫砂壶是实用的饮茶器
具，也是具有鉴赏价值的艺术品，明文震亨《长物
志》记载：“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
汤气。”它集壶泥、壶色、壶形、壶款、壶章、题

铭、绘画、书法、雕塑、篆刻诸艺术，共融於一
体。凡几百年间，紫砂工艺经历无数兴废衰荣，薪
尽火传，逐渐形成今日世界性的紫砂文化热潮。

陌颜1989年出生于江苏宜兴，2013年开始拜

师学艺，曾受过众多紫砂界前辈的悉心指导，并
且在紫砂陶艺术的创作中，有着特别的悟性和灵
感，他的作品造型美观大方，在传统的壶艺上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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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ertiser Guide 合作公司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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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顺和丰家电科技有限公司
电 话：400-0618-600
官 网：brewist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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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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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fe Works
电 话：010 6779 7800
微 信：cafeworks
官 网：cafeworks.com.cn

咖啡公社Coffee Commune
邮箱：christine@coffee-commune.com
微信公众号：咖啡公社

上海国际咖啡与设备展览会
电 话：021-6439 6190
官 网：coffeechina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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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官 网： hotelex.cn

上海技嘉咖啡有限公司
电 话：021-5404 9808/5404 3090
官 网：jjcoff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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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
邮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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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
官

Precision
Co ee
Tamper

箱：orders@baristatechnology.com.au
网：www.puqpress.cn/cc

RB 粉锤
官 网：coffeetamper.com

上海睿巍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邮 箱：ryowhe@163.com
官 网：ryowhe.com

三豆客咖啡科技
电 话： +86 176 0080 9306
官 网：santok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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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摩咖啡器具（上海）有限公司
电 话： 400-6840-200
官 网：timemore.com

轰炸机工作室
淘宝店铺名：咖啡渣渣小易
维他奶（上海）有限公司
电 话：021-8025 7288
雀巢专业餐饮
电 话：010-8434 8260(奶制品）
010-8434 7911(咖啡）
官 网：nestle.com.cn

麦斯马汀(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电 话：021-5056 0625
邮 箱：francesco.benazzi@unigra.com
官 网：orasi.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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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ld Tea Championship
官 网：worldteachampionships.com

（排序按照商标/公司首字母）

2019 咖啡和茶的展会、活动和课程预告

Coffee & Tea Events and Training Course Calendar

展会

雀巢杯 LAS 拉花对抗赛

Hotelex 4 月 1 -4 日
第二十八届上海国际酒店及
餐饮业博览会 上海
www.hotelex.cn
4 月 11-14 日 Coﬀee Expo
seoul 2019 韩国 首尔
4 月 11-14 日
Global Specialty Coffee
Expo 美国波士顿 世界咖啡
师大赛（WBC)

5 月 14-16 日
SIAL China 中食展
www.sialchina.cn

6 月 6-8 日 WORLD OF
COFFEE BERLIN 德国 柏林
6 月 21-24 日
2019 春季北京国际茶业展

7 月 1-3 日
Hotelex 2019 年第四届北京
国际酒店用品及餐饮博览会

8 月 28-30 日
Hotelex 2019 年第六届成都
国际酒店用品及餐饮博览会
9月
GOLDEN Bean North
America 北美金豆杯烘焙大
赛 美国那什维尔
11 月
Golden Bean Australia 澳
洲金豆杯烘焙大赛 澳大利
亚塔姆沃斯

4 月 19 日 青岛站
4 月 26 日 成都站

5 月 24 日 苏州站
5 月 30 日 上海站

6 月初 台湾站
6 月 14 日 武汉站
6 月 28 日 北京站

WTC 赛事和培训

4 月 28-29 日 WTC 国际评
委培训（短班）成都
4 月 30 日
WTC 国际评委考试 成都

Roasting Curves Course
澳洲咖啡大师烘焙课
James Craig

4 月 6—8 日 上海站
4 月 9—11 日 上海站
4 月 13—15 日 青岛站

其他安排

澳 洲 大 师 Sean Edward 咖
啡厅轻食课：
4 月 2 日 上海站
4 月 4 日 上海站
4 月 7 日 苏州站

5 月 1-2 WTBC 2020 精 品
茶叶冲煮大赛单场赛 成都
5 月 10—11 日 WTC 国 际
评委培训（短班）上海
5 月 12 日
WTC 国际评委考试 上海
5 月 14-16 日 WTBC 中国精
品茶叶冲煮大赛全国赛 上海
6 月 15—18 日 WTC 国 际
评委培训（长班）北京
6 月 19 日 WTC 国 际 评 委
考试 北京
6 月 21-22 日 WTBC 精品
茶叶冲煮大赛单场赛 北京
6 月 23-24 日 WTTC 中 国
精品茶叶品鉴大赛全国赛
北京

7 月 4 日 深圳站
7 月 7 日 香港站
7 月 11-12 广州站
7 月 26 日 全国总决赛 上海

6 月 25—27 日 北京站
6 月 29 日—7 月 1 日
北京站

（未完待续）

7 月 4—6 日 深圳站

未完待续

（告一段落）

8 月 30 日—9 月 3 日
成都站
9 月 4—6 日 昆明站
9 月 9—11 日 武汉站
（未完待续）

Series 4

所有活动和比赛

请关注

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
公众号

World
Tea Brewers
Cup

World
Tea Tasters
C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