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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理解．實踐】喝咖啡，救雨林？  
文╱吳子鈺 

歐洲往世界伸展的地理「大發現」，挾其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及科學革命之後累

積的資本、技術力量及社會文化動能開始往「東方」擴張，以暴力和宗教名義建立

奪取中南美及亞非殖民地，除了血腥殺戮、財富掠奪及文化毀滅外，還在各殖民地

建構勞動和經濟剝削體制餵養殖民母國。在全球豐饒的熱帶地區出產歐洲極度欠缺

又夢寐以求的香料藥物及各種農作物，歐洲帝國主義遂以熱帶殖民農業經濟體制進

行統治。這是人類史上大規模人剝削人的過程，當然，也是人剝削自然的過程。熱

帶雨林在四百年多來的西方帝國主義貪婪下逐漸消失。 
是誰計畫性地砍伐雨林去種植甘蔗、香料、菸草、香蕉、可可、棕櫚？當然，

也包括咖啡。是誰最終需求、享用這些農產品？ 
是當地已經跟環境共生了千百年，然後不得不屈服在優勢武力下的原住民嗎？

二戰後，殖民地獨立了，但熱帶殖民農業經濟體制目前還是大規模地存在於第三世

界；它表面上不再那麼全面顯現直接暴力，而是轉化為一種陰柔險惡的後殖民╱全

球化運作模式。 
在雨林或環境保育方面，長久南北對抗的辯論裡，我們總是到南方熱帶弱國的

一種聲音：為什麼只有你們可以過著富裕的生活？為什麼要我們替地球保育自然資

源，然後代代活在貧窮裡？而事實上，你們又不斷剝削著我們替你們保育的雨林？ 
在歐洲（尤其是英國）的壓力下，肯亞成立了很多著名的自然保育區。有人批

評，肯亞人民的生活沒有獲得任何改善，但全國已經變成提供歐美富裕社會親近自

然、獵奇壯遊的後花園。 
這是一個有關基本正義和人性尊嚴的問題，也是環境和發展兩者在全世界以資

本主義（或無底線的追求經濟成長及物質發展）為主流社會建構之思維模式下無解

的兩難。 
讓我們記住一件事情：單是台灣這個島嶼本身的自然資源，是無法支撐我們每

一個人現今的生活水準。我們需要至少 29 個台灣。讓我們思考，另外 28 個台灣面

積大小上的自然資源，我們從哪裡獲得？如何獲得？ 
如果我們可以看清這個現存消費社會背後每項流動中的產品或勞務，它背後所

牽涉的人為的歷史過程、所耗費的自然資源（或增加的地球負擔）以及所需求的人

的勞動及尊嚴，那麼是否我們可以稍微思考一下我們整體的生活方式，然後如果要

消費，去選擇一個比較好（對地球資源耗費少、對人性尊嚴關懷多）的消費管道？ 
我相信，只要每個個體╱消費者開始反省追問，開始在自己能力範圍內做初步

的改變，地球及人類現況不一定會馬上變好，但起碼有希望不會繼續變壞。 
我要澄清一件事：說我們能「救雨林」，這太沉重虛幻。這個「雨林咖啡」計畫，

充其量只是企圖建構一個台灣直接關懷熱帶雨林的方式跟管道，其中，透過公平貿

易，我們希望直接回饋生活在雨林裡面的人們（記住，他們會砍雨林種咖啡是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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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權直接間接造成的），並且漸漸經由環境和農業生產的專業規劃，希望達到「人與

環境共生」的理想。 
事實上，以我去產地 Takengon 的經驗，當地幾乎所有咖啡園都已是超過十年以

上的多層次樹蔭栽培（shade grown），已非物種單一的種植園（monoculture）。我們

的原則是不要增加咖啡的種植面積，而是在現有的規模底下增加農民的收益及公共

性計畫（如教育及醫療），如未來財力及規劃執行力許可，我們當然希望買下一些咖

啡園復育成森林。 
其次，我們會有獨立的雨林關懷計畫，將咖啡利潤回饋至實體的規劃個案。2008

年開始，我們選擇了在執行能力範圍內的獎學金補助計畫。任何說詞抽象偉大的夢

想若要落實，都不能脫離一個個具體可見的人的臉孔。實踐是要串起個體的意志形

成一張行動的網絡，而這張網絡的內在本質在這個雨林咖啡計畫裡，是台灣和蘇門

答臘兩地跨越了國界、語言、文化和歷史的人的互動關係。支持和關心這個計畫的

朋友，在台灣端就開始涉入這張網絡。在印尼端，希望有更多的年輕種子能夠加入

我們。 

 

雨林咖啡過去六年的一些成果  

吳子鈺 2014/8/10 

更多了解請至 http：//fourthefair.weebly.com/ 

 國際交流—我們以一台灣民間力量，透過回饋計畫，建立與印尼的多方合作關係。

目前我們與咖啡產區(亞齊省之中亞齊 Bener Meriah 縣)之縣政府合作，推展農民

教育計畫。並且已與印尼三所大學建立合作關係，提供獎學金進行熱帶雨林及熱

帶殖民農業的基礎研究。這三所大學是 1.蘇門答臘蘇北大學(Uuiversitas Sumatera 
Utara, USU)，2008 年開始，共生物系，農經系，森林系，人類系 2.蘇門答臘亞

齊省咖啡產區白象大學(Universitas Gajah Putih di Takengon)，2012 年開始，農經

系及農機系 3.爪哇日惹 UGM 大學，2013 年開始，生物系與人類系。另外我們

並與多個印尼民間環境保育組織維持良好關係。  

 公平貿易—我們是台灣第一個到第三世界國家的咖啡農村，實踐公平貿易理念的

團隊。自 2008 年至 2014 年，我們已進行 9 次的咖啡購買，共 48 噸(至 2014 年

10 月共賣出 40 噸)，購買金額約 820 萬台幣。產地的公共回饋計畫約 65 萬台幣。 

 雨林關懷—獎學金計畫自 2008 至 2012 年底，計 43 位學生 43 篇畢業論文及一 位
教授之研究計畫，共 23600 美金，約台幣 70.8 萬。印尼民間環境保育組織回饋

約 14 萬台幣。總額約 84.8 萬台幣。 台灣銷售端的努力—與主婦聯盟消費合作

社、獨立書店等理念商店，以及數個農民市集合作。我們希望，在銷售面，即使

http://fourthefair.weeb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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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切進主流系統，也能盡量創造出不同的方式和價值，以達社會企業的理念。 

 咖啡本身的開發—2012 年 10 月，我們正式開發、量產全新的”日曬曼特寧”，是

咖啡生產及品質提升的創新之舉。(2014 年 9 月開始銷售)  

 回饋細目—  

 2008. 5 購買第一次咖啡 3 噸，與蘇門達臘棉蘭市(Medan)之該省首席大學—
蘇北大學 (Universitas Sumatera Utara, USU)生物系合作，提供獎學金

（2008-2009 年度）予該系作為以熱帶雨林基礎研究所需經費。2008 年 11 月

正式執行，發予該系應屆畢業生 Andini Saputri, Erna Afri Ningsih, Maysarah 
Bakri, Elfrida Sinaga等 4人 (每人 500美金)及系主任Dwi Suryanto(5000美金)，
總額共 7000 美金。  

 2009.10 第二次咖啡購買 3 噸，於 Bener Meriah 購買直接與農民接觸，能確

定咖啡來源及田間管理方式。此次回饋多於市價 10%之金額予農民

(5000-5500rp. per Bamboo)，並以村子為購買主體，進行公共回饋，其內容為

1 公斤 15 元台幣，共 3 噸 45000 台幣，Benarun 村為小清真寺重建，Kenawat
村為 10 台除草機。 2009-2010 蘇北大學獎學金，生物系學生 5 名，農業經

營系學生 3 名，共 8 名，每名 540 美金，共 4320 美金。  

 2010.4-5 月第三次咖啡，於 Benarun 村及 Pondok Sayur 村購買，(5200-5700rp. 
per bamboo)，共 4.2 噸。公共回饋 Benarun 村 2010.8 月村民食米等基本維生

物資，Pondok Sayur 村發電機、瓦斯爐及毯子等，兩村共台幣 5 萬。 2010
回饋咖啡產區小學N. Jadi Sepakat六個年級教科書及電腦一台，共10萬台幣。 
2010 資助雅加達老虎日(Tiger Day 2010)活動 2 萬台幣。 2010-2011 蘇北大學

獎學金，生物系學生 5 名，農業經營系學生 5 名，森林系 4 名，人類系 2 名，

共 16 名，每名 580 美金，共 9280 美金。 2011.4 資助蘇門答臘棉蘭市環境教

育活動(Ayo, Buat Bumi Kita Tersenyum)2 萬台幣。 2011.5 資助爪哇日惹城環

境團體Kanopi Indonesia 3300美金用於莫拉比火山(V.Merapi)爆發後之生態復

育計畫。  

 2011.5 第四次咖啡購買，及 2011.10 月第五次咖啡購買國際咖啡價格大漲，

印尼亞齊產地價創歷史新高，公平貿易對變動狀況的必須在方法論上進行修

正。雨林咖啡決定建立自己的契作收購系統，於 2011.12 開始進行。第四次

咖啡購買及第五次咖啡購買，取消之前購買時高於市價 10%之作法，改以進

行中型規模回饋。 2012 咖啡產地回饋，項目如下： 

 進行 Pondok Sayur 村公共給水系統改善計畫，計 3500 美金。 

 於 Bener Meriah 縣政府教育局合作，當地高中舉行徵文比賽，捐贈電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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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計 3500 美金。  

 2012 大學獎學金部分，新增 Bener Meriah 產區白象大學(Universitas Gajah 
Putih)農業經營系 5 名，共 1000 美金。 

 2012 回饋咖啡產區小學 N. Jadi Sepakat 音樂教學器材一批，共 700 美金。 

 2013 二月份與爪哇日惹 UGM 大學生物、人類兩系簽約，正式合作。 

 2012 年 5 月及 10 月分別進行第六次及第七次咖啡購買，繼續與蘇北大學及

白象大學合作獎學金計畫，共 17 位。  

 2013 年 10 月進行第八次咖啡購買。5 月白象大學 10 位獎學金學生，共 2000
美金。2013 年 7 月產區發生災害性地震，已捐助 10 萬台幣(3,300 美金，7/22
匯款)。11 月份農民教育計畫 250,000 台幣(含農民購買回饋 15 位)。 2014
獎學金，白象大學 10 位學生，蘇北大學 6 位。10 月第 9 次咖啡購買。 2014
產地農民教育計畫，與台灣國立交通大學學習服務中心合作，交大國際志工

團暑期至產區，與白象大學共同舉辦為期一週之工作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