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意外的人生

原本是家中的嬌嬌女，一輩子沒缺過錢、吃過苦的羅玉惠，因為結了婚、
老公生意失敗，意外的栽入農業領域，後來又意外的在農業界竄起，改

變了人生的樣貌。說起來，這一切全是意想不到的啊！

高中的隔壁同學

談起林東海跟羅玉惠的認識，那
要追溯到高中時期的古老年代了。
他們是羅東高商的同學，而且還
坐在隔壁，很有緣份。

不過他們那時並沒有在一起，一
直到林東海當兵之後，成功的磋
合了他同梯與羅玉惠的好友交往，
四個常玩在一起的年輕人，讓林
東海起了也想有女友的念頭，還
偷偷地問同學：「你看我追羅玉
惠好嗎？」就這樣，從原本只有
一對男女朋友的團體，變成了兩
對成雙，大家都很開心。

蔥滿理想老闆娘

羅玉惠

結婚之後的林東海，依著興趣的
成了廚師，羅玉惠則在自己開的
服飾店上班，而此時命運的腳步，
則是悄悄降臨了。

意外成了餐廳老闆

當時林東海的老闆，因為一些原
因將 120 坪的西餐廳轉讓賣給他，
讓林東海提早圓了餐廳老闆的夢
想，只是他如何也沒想到這個夢
想成真，後來卻成了他的惡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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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 ) 林東海主要負責種植，其他
的全交給老婆處理了

下圖 ) 擁有長而細緻的蔥白，是三
星蔥的一大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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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慘的剛開始

其實回來務農是一場賭注，不僅
牽動了自己，同時連身邊太太的
命運同時也改變了。完全沒有務
農經驗的羅玉惠，開始要學著下
田種蔥、拔蔥、洗蔥，還要同時
煮 10 多人份的飯給家人及工人
吃，以前完全沒做過的事根本就
是蜂擁而來。

難以忘懷的農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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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在林東海標下九個會、接手
西餐廳之後，不久便遇到九二一
大地震，全台供電吃緊，西餐廳
沒電，客人當然也跑光了。為了
支撐餐廳，必須不斷標會養店，
投入 300 萬之後，又借了 300 萬，
最後餐廳仍是不支倒地，因此也
面臨到生命中最冷酷的寒冬。

當時他沒日沒夜的轉念，就是在
想要如何才能還清這麼一大筆負
債。「我算了一下，若是用上班
族的薪水來還債的話，可能要到
50 多歲才還得完，那我整個人生
就黑掉了！」林東海覺得絕對不
能如此。此時想到宜蘭三星老家
還有塊地，覺得可以一試，於是
毅然決然的帶著妻小回到老家務
農。

剛開始的時後，真的很慘！夏天
田裡非常的熱，她幾乎每天都熱
到中暑，只能蹲在田埂旁吐；對
稻穀敏感，旁邊的風一吹起稻殼，
碰到馬上就全身過敏；種蔥時只
要被蚊子咬到，因為體質關係，
立刻變成蜂窩性組織炎…，「真
的好慘，那時候我真的每天都在
哭！」

一切的轉變來得太突然，令人慌
亂且無法適應。

羅玉惠每天回去都是以淚洗面，
還好老公林東海讓她盡情發洩，
並且答應，「種兩年看看，要是
不成功我們就走！」就這樣，眼
淚抹一抹，隔天還是繼續下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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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賽 連買東西都不敢

「務農本來就是看天吃飯，但對
我們而言，運氣又更加重要了。」
為什麼會這樣強調呢？因為他們
剛回鄉種蔥時非常之不順，所有
倒楣的事全遇上了。

像是宜蘭連續 6、70 天都沒下雨，
這種情況以前從來沒發生過；還
有不知道為什麼，當時蔥田的蟲
害非常嚴重，不管怎麼弄都沒辦
法，這些難得一遇的倒楣事，全
讓他們給碰上了。「那時候倒楣
到，想去雜貨店買個東西都不敢
去！」原來是鄰人說閒話，覺得
他們給村子「帶賽」，所以連買
東西都不敢出門了。

羅玉惠回想，真不知道是怎麼熬
過那段時期的，也許，是後來蔥
價上揚，逐漸穩定了經濟情況吧！

右圖 ) 蔥寮是林東海夫婦還完債之
後的首次投資，這樣便有個可以
自己洗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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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為孩子學費煩惱

到了回鄉的第三年，那年因為颱
風而出現了三星蔥的「天價」；
不僅如此，第四年則更是一公斤
蔥賣到了 582 元的超天價，這兩
波好運勢讓林東海還清了大部分
的負債。不用再為了孩子的學費
煩惱，這才讓夫婦倆大大地鬆了
一口氣。

後來羅玉惠的身體也慢慢適應了
田間生活，不再動不動就中暑或
過敏，「但若是說到我真正接受
務農，則要一直等到自己會去買
種子來種菜，以輕鬆的心情玩的
時候，才真正在務農中感覺到快
樂。」她說，看到自己種的菜成
長到可以整把綁起來的那種感覺，
是一種真正的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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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自己找上門

而林東海呢，他自創了品牌「蔥
滿理想」，一個朗朗上口的響亮
名字。由於他的蔥種得好，口才
更好，吸引許多媒體報導，因此
也讓這個品牌具有相當知名度，
尤其在商業週刊報導之後，更讓
知名度竄升到最高點。

因為知名度高的關係，後來許多
生意都是自己找上門的，對於一
般人來說，最難達成的通路問題，
對「蔥滿理想」而言卻不是問題，
目前鼎泰豐、朱記、樂麵屋都是
主要的長期客戶，還有一些拉麵

商業週刊的報導讓「蔥滿理想」
聲名大噪，這篇報導至今依然貼
在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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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也定期跟他們定蔥，收入方面
相當穩定。

「 沒 想 到 務 農 也 可 以 闖 出 一 片
天！」羅玉惠不免有些感慨了，
回首前幾年的辛苦萬端，感覺就
像個夢境一般，遙遠而且不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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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東海 ( 右一 ) 的口才頗佳，媒
體喜歡找他，這也讓他知名度竄
升 ( 蔥滿理想農場提供 )

3. 青蔥花朵有種獨特的美感

2. 「蔥滿理想」是個朗朗上口的
響亮名字

4. 大家都知道，要訂蔥是要找羅
玉惠，而不是林東海，因為只有
她最清楚實際數量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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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的重要性

這幾年他們早已把債給還清了，
開始把賺的錢投資在設施方面，
像是蓋了蔥寮、買了機器，前陣
子還花了兩百萬建了一座鋼骨結
構的溫室。

「兩百萬耶，都可以拿來買房子
了，要是我以前是絕不會答應他

防颱網室內所栽種的青蔥，少了
艷陽高照的曝曬，死亡率較低，
平均單欉重量也較重

花這筆錢的！」不過羅玉惠也說，
這幾年的耳濡目染下，自己也開
始了解設施對於作物的重要性，
所以態度逐漸有所轉變。

「主要是之前花蓮農改場在我們
這邊做青蔥防颱溫室的試驗，經
過幾次的強颱，裡面的青蔥全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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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 ) 對外連絡、接單、宅配出貨全都
是羅玉惠責任範圍

右圖 ) 到如今，任何蔥田的事都難不倒
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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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後來在缺貨的市場賣到很
好的價格。」因為有這些經驗，
因此很清楚溫室的重要性，而老
婆最後也欣然同意老公花兩百萬
去蓋了鋼骨溫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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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羅玉惠的人生已和三星蔥脫離
不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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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行銷部份全是羅玉惠在管理，
所有的對外連絡、接單、宅配出
貨全都是找她；部落格、臉書、
Line 也都是她在負責。「因為林
東海沒耐心對顧客一一回覆，對
網路的東西也沒興趣。」羅玉惠
笑稱，「他就負責種就好了！」
事實上，就算種植前，林東海還
是得先跟老婆商量過，因為只有
她最清楚出貨的總數量，是「蔥
滿理想」的實質大總管。

生產上合作無間的夫妻倆，對未
來發展也有一定的共識。「可能
我本身不是務農出身，所以想的
東西也不會侷限在農業這一塊。」
羅玉惠說，希望「蔥滿理想」未
來可以朝向休閒方面發展，有導
覽解說及 DIY，同時能夠在蔥田
旁設置一間小餐廳，讓遊客摘下
蔬菜之後，就可以現場烹煮成美
味佳餚。

由於林東海本來就是廚師出身，
對烹飪還懷抱許多熱情，因而對
這個想法也非常贊成。於是，蔥
田旁的小餐廳，便成了夫婦倆共
同的夢想，而這間小餐廳雖然還
沒興建，但已然被塗上了許多的
瑰麗色彩，可愛且閃閃發光！

蔥田旁的小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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