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不來休息一下
吉林茶園

Ba han han non 好茶咖啡工作室
是茶莊，同時也是咖啡廳的 Ba han han non 好茶咖啡工作室，外觀
有點低調，但來這邊卻可聽到許多在地茶與咖啡的好故事，可別錯過了。

放鬆心情 休息一下
不少遊客在瑞穗旅遊時無意中
發現這個休憩空間，都是意外又驚
喜，並在他們的部落格分享這個有
著咖啡、茶、老物件、貓，還有一個
年輕老闆的店。
吉林茶園的第四代老闆彭瑋翔，
回鄉後一直思索著農村價值，同時
也想跟父祖輩走出一 條不一樣的
路，於是融合了自家茶園的茶，與
加納納部落的咖啡，創造出這個有

些慵懶氣氛的休憩空間。看店名就
感 受 得 到，Ba han han non 其 實
就是阿美族語「何不來休息一下？」
的意思。
「比起光是賣茶，我更喜歡生
活、休閒等感受層面，希望讓人感
覺到輕鬆。」 於是他拿出自家茶園
的茶、在地部落生產的咖啡，以及
友人製做的點心來招待客人，也跟
他們聊著咖啡與茶，讓遊客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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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的認識這些瑞穗的在地作
物。
而且如果你來的時候很幸運，
剛好櫃台有兩個人以上，那老闆可
能會免費帶你去參觀後面的茶場
與茶園，並跟你聊聊茶葉的故事。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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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彭 瑋 翔 認 為 比 起 光 是 賣
茶，更喜歡生活、休閒等感受層
面，希望讓人感覺到輕鬆
圖 2: 人與貓咪、咖啡與茶所共
同形成的慵懶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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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茶 場 就 位 於 工作 室 的 後
面，有空可以參觀一下

圖 2: Ba han han non 的外觀
相當低調，彭瑋翔說 這是他刻
意的
圖 3: 貓咪偉恩

圖 4: Ba han han non 是一個
可以放鬆休息的舒適環境

濃濃客家風味 酸柑茶
如果你有更多時間的話，則是
建議參加他們的 DIY 體驗活動，因
為頗具特色，「酸柑茶 DIY」便是其
中一項。
爸 爸是客家人、媽媽是阿美 族
人的彭瑋翔，看到客家以古法製作
的酸柑茶很具傳統風味，於是嘗試
著把文旦、檸檬、百香果等果物加
上蜜香紅茶，做出了不同種類的酸
柑茶，並開發出 DIY，讓遊客也能自
己動手做出屬於自己的酸柑茶。
酸柑茶是台灣唯一一種的緊壓
茶，同時也是客家人節儉惜物心態
下的產物，具有濃濃的客家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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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製做工序費時繁瑣，需要經過
九蒸九曬的過程才得以完成。
還好遊客在體驗時只需完成前
面的步驟，後面繁複的九蒸九曬則
可交給店家，他們會拿一個完成品
來與你交換，遊客則可帶回一個外
觀樸拙可愛的茶球回去，因為太可
愛了，多數人不會拿來泡茶，而是
擺在家中當成獨特的裝飾。
下次來到瑞穗，不妨抽個空到
Ba han han non 坐 坐，體 驗 一下
茶與咖啡的融合，以及客家與阿美
文化 的 融 合感 覺，非常 慵 懶 舒 適
的。

酸柑茶小知識
酸柑，又稱為虎頭柑，由於長得碩大好看，
客家人在春節期間都會買幾個供奉在神
桌上，只是擺到春節過後的虎頭柑，會變
得失去水份且乾扁。
你以為客家人會把它丟了嗎？當然不！節
儉惜物的客家人反而是將茶葉塞到虎頭

柑中，並以棉繩捆緊，送進蒸籠，蒸後還
需經過曬、烘、壓等工序，如此反覆九次。
過程中，由於酸柑會逐漸變小，棉繩也必
須跟著重新綑 綁九 次，直到完全乾燥才
算完成，需費時三個月。
完成的酸柑茶，硬如石頭，要喝之前必須
以榔頭把它敲碎。而沖泡出來，則是融合
了茶香與柑橘香味，據說對咳嗽、化痰都
有不錯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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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動手做
【酸柑茶 DIY】

+DIY+
Son-Gam-Ca

1

檸 檬 先 切 掉 1/4，挖 空 裡 面
果肉。將 茶 葉塞入檸 檬中，
而且要塞得非常緊實
Cut the top off one fresh
lemon (about one-quarter
from the top), scoop out
the fruit and tightly stuff
the hollowed- out rind
with tea leav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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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棉繩先綑成十字型，
再捆成米字型，要繫緊
一點
Now-stuf fed lemon.
Tightly wrap the
lemon, top to
bottom, side to side,
and then along both
diagonals.

3

4

最後以蝴蝶結來收尾
Tie the string off with
a bow (shoelace) knot

可愛又獨特的酸柑
茶就完成囉 !
Congratulations!
You’ve made a song a m - c a rea d y fo r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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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行程
事先 預 約 的 話，吉 林茶 園 可
以幫忙 安 排 行 程。通常建 議
早上在 工作 室 進 行 體 驗，中
午 去 吃 野 菜 火 鍋，下午 則 可
到 附 近 青農的農 園，去 體 驗
採 果 或 採 蜜。「 時 間 停 留 得
越長，越 能 更 深 入的 認 識 瑞
穗。」老闆希望大家可以多留
一天來體驗在地文化。

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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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菜火

鍋

採果採

蜜

+ DATA +
電話：（03）887-2989
地址：花蓮縣瑞穗鄉中正南路二段 74-4 號
臉書：搜尋「吉林茶園」
營業時間：周五 ~ 周日 12：00 ~ 20：30，平日須預約。
體驗：
酸柑茶 DIY（含茶園、茶場導覽）：10 人以下，每人 500 元；10 人以上，每
人 450 元；整團的話，每人 400 元。需 3 天前預約。
茶珍珠 DIY（含茶園、茶場導覽）：10 人以上，每人 450 元，須事先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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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xing Respite in Rural Ruisui
Ba ha ha non Café &Studio
This endearing local café in Ruisui’s
Kalala Village hand brews delicious
cups of locally grown coffee and tea.
The owners have deep roots in the
local community, as their family has
cultivated tea on the farm just behind
the café for four generations.

lived here their whole lives.
If you have time, the café offers
a hands -on DI Y ex per ience that
teaches participants how to make songam-ca (savory orange tea), an iconic
Hakka culinary staple and cherished
homemade gift for friends and family.

The café of fers a welcoming
getaway – a place to enjoy handbrewed tea from the Peng Family’s own
tea farm, coffee grown and roasted right
here in Kalala Village, and locally made
snacks and desserts.

In this DIY experience, learn the
secrets of making a deliciously zesty
son-gam-ca ‘ball’, and pack the family’s
honey-black tea into a citrus rind.
The stuffed son-gam-ca ball must be
steamed and air dried nine times before
it is ready to use! But don’t worry, you
will receive a fully prepared son-gam-ca
ball to take home and enjoy. One ball
is enough to make at least six pots of
delicious Hakka savory orange tea!

Visiting the area? Learn
more about the indigenous Kalala
community and about things to do in
Ruisui from friendly people who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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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
Tel: (03) 887-2989
Address: 74-4 Zhongzheng South Road, Sec. 2, Ruisui Township,
Hualien County
Facebook: search for “JILINTEA”
Hours: 12:00~20:30 (Fri – Sun); by appointment on weekdays
DIY:
Savory Orange Tea DIY - NT$500/person; Please reserve 3 days
beforehand; Includes tea farm tour
Tea Pearl DIY - NT$450/person; Please reserve in ad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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