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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面 故 事 綠 野 遊 蹤

一杯濃醇咖啡香啟動很多人

一天的生活，不少人對咖啡如數

家珍，但對「台灣咖啡」卻是陌

生。

咖啡是西方的產物，早期

台灣喝的咖啡幾乎都是進口的，

因此不少人懷疑真的有「台灣咖

啡」嗎？其實台灣種咖啡已超過

百年歷史，1932年日本人就在古

坑種咖啡了，只是後來沒落了。

2003年台灣咖啡節，喚醒被

遺忘的記憶，也喚回中生代返鄉

以自然農法種植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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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張泛黃的老照片、一頁頁斑駁

的檔案資料，訴說著它的歷史。

當時參與台灣咖啡產業的「台灣囝

仔」，如今都已是八、九十歲，滿

頭白髮的長者。

來杯台灣咖啡
歷史鏡頭
蔡志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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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咖啡」這塊招牌，十幾年前尚被埋沒在歷史的塵灰

裡。然而，雲林古坑的台灣咖啡節（自2003年起每年11至12月舉

辦），讓它又綻耀眼光芒。很難想像再度炒熱台灣咖啡產業的幕

後推手，竟是個只喝三合一的咖啡門外漢——鄉公所公務員蔡志

廷。

咖啡節推手 原是門外漢

封 面 故 事 綠 野 遊 蹤

文∣秋楓   圖∣蔡志廷提供

開啟塵封 記憶

話說1999年921大地震，震傷大地、震毀產業，更震傷了人

心。當時剛上任的古坑鄉長，為此開辦一連串撫慰心靈的課程，

盼能找到鄉民認同的「亮點」，一塊走出傷痛的陰影。被鄉長請

喝咖啡的災民，訴說著古坑是台灣咖啡的故鄉，日治時期就有種

植，許多鄉民還曾受雇於咖啡園工作⋯⋯引發鄉長以台灣咖啡為

火車頭，復甦地方產業的構想。

鄉長的理想託付給2002年甫到鄉公所的蔡志廷。專長獸醫和

食品分析的他，從此展開一連串與咖啡的意外邂逅⋯⋯

雖然對咖啡一點概念都沒有，但蔡志廷頗有辦活動的經驗。

2003年第一屆「台灣咖啡節」，咖啡與文學對話的主題，便讓

「古坑台灣咖啡」一夕爆紅，一時之間山城人聲鼎沸，週末假日

甚至有古坑華山夜未眠的景象。從此，喝咖啡蔚為潮流，「古坑

咖啡」再度從塵封的歷史中走出來，並走向世界舞台。有位業者

說：「忙到深夜三、四點才休息，沒想到一大早就有人來敲門要

喝咖啡。」當時盛況可見一斑。

提升業者 技藝 

咖啡的煮、沖、泡是很專業的技術，惟在地業者基礎功夫

不足，遑論進階技術。蔡志廷為了幫助咖啡業者走更長遠的路，

在鄉公所開辦咖啡技藝班，舉辦花式咖啡創意競技，擴大辦理仿

SCAA級（美國精品咖啡協會之專業認證）的全國性比賽⋯⋯他在

這次比賽協調三派評審的過程中，學到很多傳統功夫，集精華於

一身，讓原本只會辦活動的他，成為不折不扣的咖啡達人。

好喝的咖啡，烘焙是最關鍵的技術。精益求精下，他買了一

台小型手搖陽春烘焙機照書實驗，也試著用大同電鍋炒豆子⋯⋯

幾經琢磨有了心得後，於2012台灣咖啡節全國烘焙大師競賽中奪

冠，跌破眾人眼鏡。想當炒咖啡高手是有原因的：「學會炒咖

啡，就可以提供咖啡業者專業諮詢。因為很多業者會拿炒好的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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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來問，我才有能力提供意見，業者也才能信服。」

深化咖啡 計議 
蔡志廷擔心台灣咖啡節走入一般農產品節慶的宿命——幾年

榮景後便銷聲匿跡，亟思如何讓咖啡的元素與文化結合，以及如

何在咖啡的種植、管理、行銷等層面提

升，並吸引年輕人返鄉就業，不荒廢老祖

宗延續下來的命根。他化心動為行動，創

立「台灣咖啡大學」，深化咖啡文化，讓

咖啡走入更多人的生活中。

咖啡事業雖是全世界最大的農產事

業，但台灣咖啡產量僅是世界產量的九牛

一毛，根本不具競爭力，因此有人對推動

台灣咖啡產業持否定態度，但蔡志廷說：

「據康健雜誌報導，現在平均每人每年

消耗120杯咖啡，而古坑的地理位置、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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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 x 蔬食 x 民宿

文∣玲蘭   攝影∣莊明穎 許金湖

許金湖的城堡風

鄉居旅遊，雲林古坑鄉的「桂

林香波咖啡城堡」是個不錯的選

擇。走進歐式庭園造型的城堡，門

前兩隻小白文鳥，用力鼓動雙翅和

客人打招呼；主人收留了一隻從

小就被棄養的綠繡眼，自由的在大廳飛跳，不時就停在客人的肩

上……

在這兒，可以優閒啜飲主人以自然農法栽種的香醇古坑咖

啡，透過玻璃大窗滿眼綠意，彩蝶蜥蜴靜靜與人隔窗對望；蔬食饗

宴的好滋味有說不出的滿足；主題民宿讓遊人放鬆心情，可以盡情

徜徉附近的行霖吊橋、四季落羽松、人猴走溪、苦苓腳古道……

深化台灣咖啡文化，

蔡志廷不遺餘力。

候條件、海拔高度等因素頗適合咖啡樹生

長，目前種植面積大約120公頃。相對於

一般經濟作物，咖啡栽種使用的農藥少很

多，站在友善土地、減少碳足跡的角度，台灣咖啡的價格雖然相

對進口是貴了些，但很多人依然支持台灣咖啡的價值。」 

本著公僕為民服務之心，從門外漢到達人，蔡志廷燃亮農村

產業再生契機，也讓青年回鄉發展帶來新希望。而他努力將咖啡

結合人文歷史、風土民情後，喝台灣咖啡，不再只是品嘗味道，

更是賦予台灣咖啡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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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過照相館、當過攝影師，許金湖回憶小

時候，自家農園就有很多咖啡樹。一整串紅通通

的果子非常亮眼。小孩們好奇採下就往嘴裡送，

吸吮甜汁吐掉籽，卻不知吐出來的就是咖啡豆。

然而18歲就到台北打拚的他，看著裝潢華麗的咖

啡店，卻覺得：「那是有錢人的飲品，我喝不

起。」徘徊多次不敢踏進一步。

後來得知，日據時代台灣就有咖啡，家鄉的

咖啡樹就是那時留下來的樹種；2003年古坑鄉公

所舉辦台灣咖啡節，打響古坑咖啡知名度；想到

父親因為噴農藥導致皮膚潰爛，又聽說咖啡不用

農藥也可以種起來⋯⋯點點滴滴的訊息，讓許金

湖有了使命感：「我們要把咖啡種回來。」父親

同意他的看法，但書是：「你要回來顧啊！我年

紀大，沒體力再照顧咖啡了。」原來，因為以前

山中沒有產業道路，許阿公種的竹筍、茶葉都得

自行揹下山，長期下來脊椎都受傷了。

對於長輩留下來的這片土地，也是自己成長

的美好記憶，有著深厚情感，因此許金湖毅然結

把咖啡種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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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台北照相館工作，返鄉種植咖啡。

海拔約400公尺的農園，長年雲層覆蓋，園邊有高大喬木遮

住陽光，加上溫度、氣候及鬆軟的黑土，非常適合半遮蔭的咖啡

生長，許金湖採自然農法種了三分地。只是栽種咖啡最怕蔓藤危

害，尤其是小花蔓澤蘭，一不整理就把咖啡樹團團纏繞，影響光

合作用。外來種的木蠹蛾是咖啡樹的致命傷，鑽進未成熟的咖啡

果實中產卵，整顆果實就腐爛掉了。

自然界的現象還不是最大障礙，最令他頭痛的是工人難請。

咖啡果實成熟時間不一，只能用人工採收，可是年輕人多到城市

發展；又自然農法的園裡小黃蜂、蛇等很多，讓工人十分害怕、

裹足不前，有一個工人被蜂螫後，臉又腫又脹、痛疼萬分。許金

湖自己曾爬梯採果，因坡地不平摔了下來，手部受傷。雖然小時

候跟在父親身邊務農，但面對這些困難，他一時間仍難以突破。

一路自己摸索，初期種出的咖啡豆不好看，被人嫌棄。後來

學習慈心理念，並獲福智同行善友支持，「只要有些改善，做出

一點點成績，大家就掌聲鼓勵，我覺得好溫馨。」他滿懷感恩。

經營民宿之後，種植咖啡變成一種樂趣而非經濟來源，他和

客人面對面品嘗咖啡，分享彼此的心情故事，體會生活的美好。

鄰近桂林國小的這片咖啡園，他們提供學校做為鄉土教學用地，

讓小朋友認識本土作物，除了生產還兼具鄉土教學功能。

許金湖感性的說：「這條路真的走對了。」

許金湖 咖啡花 受蟲害的咖啡 曬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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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門下的生態
生態豐富的咖啡園處處都是取景的好素材，許金湖抓緊時間

按下快門，一花一天堂，就連一個小生命也擁有曼妙的微世界，

這才是返鄉耕作的享樂。

山上有一片土地，種植龍眼、香蕉、咖啡等，因為沒空整

理，許金湖全部打賞給猴子、果子狸、兔子等盡情享用。看在別

人眼中都覺得很可惜，他卻覺得一點都沒浪費，有很多小動物幫

忙吃呀！「生活可以過就好，重要的是保護土地，幫助更多小生

命。」每天一張開眼，就能享受自然環境，有錢都買不到。

拿起相機，許金湖走進茂密的咖啡園，經過生態池邊，小

心翼翼的捧著溫馴、可愛的小樹蛙，欣慰自己為牠們提供一個安

全自然的棲地。轉個身，他看到一條蛇近乎飛行的狀態，穿梭樹

叢，只為追逐樹蛙。還來不及反應，自然界的食物鏈就在眼前清

晰呈現。

抬頭一看，人面蜘蛛在咖啡樹上結了一個大網，輕易的抓到

很多昆蟲，「這種食物鏈，對咖啡的產量很有幫助。」但當木蠹

蛾被網羅了，他也難忍矛盾心情，就順其自然吧！小小的蜘蛛也

會擋路，許金湖用樹葉把牠搬到安穩的僻靜處。

有一次，太太黃淑柑到咖啡園清除藤蔓，發現樹叢有一個鳥

巢，端詳好久，有三隻雛鳥動也不動，她試探的搖一搖樹，雛鳥

也不為所動。不久母鳥回來，看到鳥巢被打開一直叫個不停，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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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在拉警報：「有敵人入侵，快逃呀！」睡得安穩的雛鳥終於全

都驚醒過來，急著往外跳，生動畫面盡收眼底。

屋旁有棵高大的龍眼樹，果實纍纍，早被不請自來的猴子相

中。牠每天坐在龍眼樹上快樂的大飽口福，小黑狗趕不走牠，敲

著鍋子也驚嚇不了牠，穩如泰山且吃得津津有味。

這些小動物，當然是許金湖相機下，最自然生動的模特兒，

絕沒NG鏡頭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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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政府為了興

建桂林國小，許家土

地被徵收，但許金湖

的父親許宋（前排左

一）轉個念笑著說：

「學校80%的土地是

我們捐的。」一生都

未曾離開故鄉的他，

對土地有著深厚的情

感，若能夠便利村落

兒童就學，土地可以

割捨，他還歡喜的幫

忙整地，以利蓋校。

阿公默默大愛

早年，桂林村沒有自來水，只能到溪水的上游尋覓湧泉。

許阿公覺得大家分頭尋找水源不易也不便，所以，當他覓得湧泉

之後，隨即捐地、出資興建水塔，並分水給大家。這是一個三層

基座的水塔，當山泉水引入鐵桶，到達滿水位之後，透過事先

挖好孔洞、一根一根相接的竹子延展到住家，也接給其他村民。

而今村落已有自來水，但村民飲水思源，依然懷念善心的山泉水

塔。

山上有一條小路，若遇颱風或連續豪雨夾帶大量土石泥沙，

小路便被淹沒了，大家必須繞道而行很不方便。許阿公覺得：

「不能通行也不是辦法，路一定要修好。」不嫌疲累、不嫌麻煩

的親自以鏟挖泥沙，慢慢的修，便利他人，也便利了自己。之

後，因年邁體衰無法再負荷吃力的修路工作，山上的小路再也不

能通行了。

桂林香波的創意養生蔬食料理讓人驚豔，這也要歸功於許

阿公。原來以前的許阿公喜愛肉食，還說：「沒有吃肉，下田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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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力氣。」然而，當想推廣蔬食的媳婦黃淑柑初試手藝，他毫不

吝惜的讚美：「很好吃，沒感覺這是素的！」公公一句簡單的肯

定，給了媳婦大大的鼓勵。爾後，媳婦回鄉掌廚的第一天起，許

阿公便開始吃素了，公公的行動支持，更讓黃淑柑開店信心大

增。

樂善好施的許阿公，對佛菩薩十分恭敬。若有機會，他會幫

忙蓋寺廟，耐心的以手工打鑿石頭等，有時工作回來，已經很疲

累了，縱使飢餓也不忙著用餐，必先沐浴潔身，端坐念佛約兩小

時以後，才會用餐以表恭敬。

黃淑柑說：「我們做不到的事情，公公都可以做到。從他身

上，我學到：做對的事情，不要輕易放棄。」當初遇到一些刁難

的客人，或是不順心的事情，因為不放棄初衷，逐漸翻轉劣勢，

念及長者的恩德不禁淚眼盈眶。

老人家一生廣施善行，對村民、對家人點點滴滴數算不盡，

長者已故，但懷念特別多。

山泉水塔宛若藝術品，

翠鳥也來佇足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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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坐落山間的「桂林香波咖啡城堡」，景觀美、氣氛佳、

咖啡香，各式精緻蔬食料理、養生小火鍋，更是美味得教人食指

大動！很難想像這些色香味俱全的佳餚，出自於本非素食主義者

的女主人黃淑柑（上二圖）。

黃淑柑原本跟著先生在台北開設的照相館內工作，每天在暗

房沖洗照片與化學藥劑為伍，而屋外是車水馬龍下充斥的汽機車

廢氣，加上店面盈虧問題，她的健康亮起紅燈。

但在這樣不如意的環境中，她卻找到了感恩的角度。

話說有位鄰居常到她的店裡串門子、講因果故事，對宗教

一點興趣也沒有的她不禁胡亂猜疑：「是不是要我捐錢？」鄰人

依舊鍥而不捨的講故事，還邀她誦對因果談得很具體的《地藏

經》。幾個月後，鄰人的真誠打動了她，仔細聆聽下，盤旋已久

的疑問竟獲解答：「以前總覺得世事很不公平，誦了《地藏經》

才知道非常公平，故事愈聽愈來勁。」

當她開始接受佛法，鄰人進一步遊說吃素。

「怎麼可能？喜愛肉食有什麼不對？大家都在吃啊！我一定

山中蔬食奇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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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接受素食！」黃淑柑第一反應很直接。

「想想看，假如人家咬你一口，會不會痛？」鄰人遊說一本

初衷。

「是啊！這隻雞假如是自己養的，我一定捨不得吃。」將心

比心，黃淑柑認同了：「好吧！我試試看。」鄰人進而傳授做素

食的訣竅。

由葷轉素初期，黃淑柑很不習慣，常夢見自己在吃肉，但持

續誦《地藏經》的她說：「對的事，一定要堅持。」經過三個月

從此告別葷食。原本就想茹素的先生，看到太太的轉變，歡喜不

在話下。

自己人吃素到開起蔬食餐廳，又是一個奇妙的緣起。

隨著先生返鄉，構築別樹一格的山間

小屋，卻常被旅人誤為民宿。夫妻倆隨緣興

起蓋民宿的念頭，但如何推廣自家種的咖啡

呢？讓旅人品味在地咖啡、養生蔬食的餐廳

於焉誕生。雖然草創期營收不穩定，但至少

找回健康，她有感而發：「追逐金錢不應是

生命的全部。其實，人真要用的不多，是想

要的太多了。」享受清新質感的生活，不再

汲汲營營過日子，以前暈眩的毛病不藥而癒。

她用心選擇食材：「自家咖啡以自然農法栽種，所經營的

餐飲當然採買不撒農藥化肥的蔬果，讓客人吃得健康又安心。」

並在不添加化合物的原則下烹調出相似於葷食的口感，例如，猴

頭菇口味就有肉食的感覺，靈活運用紅燒、糖醋等手藝，贏得初

次接觸蔬食者的好感。其中採摘自家咖啡製成的「古坑咖啡鍋」

是獨家傑作，這份香濃的感覺，只有親自品嘗才知曉。「我很挑

剔，對食物的選擇很嚴格，不好吃或不健康的東西，一定不給別

人吃。」這是黃淑柑對餐飲的原則。

「妳怎麼都不會老？」蔬食讓人身心靈都健康，氣色紅潤、

滿臉笑意的黃淑柑本人就是活廣告，已將推廣蔬食料理成為一種

生活態度的她，歡迎大家上山來嘗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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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城堡出發
行霖吊橋

古厝尋幽

螢火蟲林

茶園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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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猴走溪 冷泉spa

油桐花道四季落羽松 苦苓腳古道

附近處處有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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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午後，走過雲

林古坑鄉桂林村的鋪石

小徑，來到「甘醇手作

咖啡客廳」，悠閒啜飲

猶如身處自家客廳般舒

適自在。平實價格、香

醇口感贏得許多客人青

睞，凝聚了許多愛喝咖

啡的舊雨新知。有人好

奇探求本源：「這是哪

裡的咖啡豆啊！」

一甲子的甘醇

文∣何美融   

攝影∣莊明穎

徐和明的家庭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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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莫60年前的日據時代，徐和明（左圖）的父親向國有財產

局承租四分地種植咖啡。不料，隨著全球咖啡過剩，農會不再鼓

勵種植，台灣咖啡產業逐漸沒落。「雖然採得紅咚咚的咖啡豆卻

賣不出去，只好忍痛往溝裡倒，從此一半的土地改種水果和檳榔，

原先的咖啡樹任其自然生長。」徐和明說起父親的「聽其自然」非

常到位：完全沒整理，也完全不施撒任何農藥化肥，土壤鬆軟（右

圖），咖啡樹從開花、結果、掉落，完全是自然的循環。

然而沉寂多年的台灣咖啡，在2003年當時的古坑鄉鄉長大

力宣導後，打響古坑咖啡知名度，霎時種咖啡者趨之若鶩，惟大

多農友採慣行農法大量種植。2007年底，徐和明為能就近照顧日

漸年邁的父親，提前從上校退休，意外加入了生產古坑咖啡的行

列。福智大家庭成員的他很歡喜慈心護生、友善大地的概念，因

此管理咖啡園時採自然農法耕作。

望著園內一甲子的老欉咖啡樹，幾乎高達三層樓，有別於

一般的蔭栽方式（利用其他較高樹種當作遮蔽物形成樹蔭），蓊

蓊鬱鬱猶如一座咖啡森林，他視如珍寶。不修剪的咖啡樹不斷長

高，採果時必須爬上七尺的木梯，踩在木梯頂端，再以長鉤讓樹

一甲子的甘醇

徐和明的家庭風



56    57

封 面 故 事 綠 野 遊 蹤

枝彎腰，小心翼翼加上採收技巧，才可保住既軟又脆的樹枝不被

折斷，縱然如此小心，他還是常常摔倒。但因老欉咖啡有一股獨

特沉穩的韻味，希望與咖啡族分享健康又甘醇風味的徐和明甘之

如飴。

只是，不施肥也不噴農藥的結果，收成銳減。前幾年，咖

啡園遭鑽果蟲(咖啡木蠹蛾的幼蟲)肆虐，產量更少了，他戲稱是

「蟲吃剩的咖啡園」。雖然專家提供以費洛蒙誘殺的對治方法，

但徐和明一來於心不忍，二來思及如此可能讓蟲蟲由「個體戶」

變成「聚體戶」，「就讓一切都『自然』吧！」沒想到慈心相待

的結果，蟲害災情漸漸緩減。

因為產量實在太少，必須與其他咖啡農友契作，並要求農友

盡量採用自然農法，以確保品質。加工前他嚴選生豆，淘汰蟲蛀

或是瑕疵的豆子，以完整的好豆進行烘焙，他自豪的說：「若肯

亞的生豆是3A級的話，我的生豆就是5A級。」好產品來自嚴格的

徐和明讓來品嘗咖啡的人就

像到老朋友家拜訪，沒有營

業場所刻意營造的氛圍，只

有平易近人的親切感與香醇

的咖啡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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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控管。

當兵27年從不喝咖啡的他，自從接觸咖啡後便喜歡上咖啡。

為了精益求精提高品質，他特別以手工烘焙咖啡，一炒就是五到

六小時，手痠也不敢歇息，連上廁所都要有人接手，因為烘焙過

程中火候與翻動力道是影響咖啡豆風味的重要關鍵。整整辛苦實

驗一年的結果，豆子呈現土黃色，非常甘醇卻香氣不足。徐和明

不氣餒，請教有經驗的人，不斷實作並記錄過程，終於掌握最佳

烘焙曲線，顆顆均勻美麗深咖啡色、又香又醇的咖啡豆出爐了。

2009年，徐和明參加台灣國際咖啡節精品咖啡豆評鑑，獲得

頭等獎。經過層層關卡得來的殊榮，絕非僥倖，因為做事一向謹

慎且傳承古法的徐和明，從咖啡豆的採收、脫皮、發酵、水洗、

日曬、脫殼、篩選等重重步驟都嚴格把關。

選出優質豆子再經人工炒豆，呈現甘醇特色，所以命名「甘

醇手作咖啡」。他將送評鑑的咖啡豆以平價出售，再把這份收入

捐給佛教團體及雲林家

扶中心，把這份榮耀供

養佛菩薩及布施給需要

的人。

假日才營業的「甘

醇手作咖啡客廳」，改

裝自老家房子，沒有顯

眼招牌、多餘裝潢，讓

手作咖啡做真正的主

角。徐和明純粹抱持與

好友一起分享好咖啡的

心情經營，他歡迎大家

來坐坐，品嘗古坑咖啡

之餘，也關愛自己生長

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