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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量販店產業之範疇 

一、 簡介 

大型量販店早在三十年前就已經在法國出現，也就是第一家家樂福

（Carrefour），而後約在十八年前美國加州也開始出現。它結合了超市的販賣經

營技術及購物中心的立地理論，在美國頗受消費者歡迎。如今全美已成長到超過

四百家店舖，業界全體的營業額每年持續以二位數成長，在九○年已達二二○億

美元。在美國，大型量販店的競爭策略為「量大價低戰略」，其特徵為徹底的低

成本營運、大量販賣、定期郵寄特價品ＤＭ…等以吸引消費者、並輔以一年二十

次高回轉率。在進入白熱化的競爭階段，原本以量大價低取勝的策略也開始朝提

高服務品質的方向調整，如：商品購後可退換、售後服務、貨送到家…等，一些

高價位的產品也以精品店的型態在展售區外出現，非大批購物而且需專業人員服

務的商店，如：藥局也逐漸在某些賣場外可見到。 

隨著台灣經濟的高度成長與人民所得能力的提昇，上街購物採買的慾望慾日益強

烈，需求次數亦愈增多頻繁，被視為另一種新興的國民休閒活動。為因應與滿足

民眾的消費與購物的需求，各式各樣的商業設施與多元化的購物活動亦隨之林立

與成長，不但滿足了各層級消費者的購買慾望與多元化的產品需求，亦促使台灣

經濟活絡發展與商品資訊的快速流通。 

量販店是一種倉儲業，其主要功能在放置商品號它們被賣出去；而其在實質上又

具有零售折扣之效用，其節省了建築物內部的裝潢費用，並且省下了銷售人員、

配銷人員及運輸配送的各種投資，再透過大量進貨方式壓低成本，因此其付出之

成本可以說較零售業省得相當多了，因此，其反應出來的售價亦較其他業者低了

許多，故能以此來吸引顧客，創造利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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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定義 

經濟部商業司稱量販店： 

1. 擁有數千坪的大型賣場，附近可停放數百輛汽車的停車場，貨品種類齊全，

多達數萬種，可滿足一次購足。 

2. 自助性質高，現場服務人員少，除部份專櫃外，多由顧客自行挑選貨品，再

至收銀台結帳。 

3. 店內或倉庫即是一高功能的加工中心。 

綜合上述諸學者之定義，可整理出大型量販店之定義如下： 

大型量販店為採倉庫型式的大賣場，不重視裝潢，產品種類繁多，包括食品、日

用品、家電用品、服飾…等，產品銷售型態以「量大便宜，式樣齊全」為重點，

重視商品迴轉率購物者自行採購，提供免費停車空間，讓消費者方便一次購足。

其商品除由國內廠商提供外，也有自國外自行進口，並重視自有產品，以委託代

工方式開創自有品牌。 

目前台灣量販店尚未明確區分業態之大型零售商店的概念性產業，而在此產業概

念之下，可以「賣場面積」與「銷售對象」概分為以下兩種： 

1. 專門量販店：約 300~1500坪左右 

如專賣水果、南北貨、家具、玩具、3C(資訊、通訊、家電)、汽車百貨、家

電用品等之零售商，代表業者包括水果、家具或南北貨之大型零售商、特立

屋 B&Q(五金建材 DIY)、IKEA(家具家飾)、玩具反斗城(玩具)、全國電子、燦

坤、泰一電器、太平洋 T‐ZON，等其面積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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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綜合商品量販店：約 1000~10000坪左右 

銷售各式日常用品，代表廠商如家樂福、萬客隆等，面積較大。此及一般社

會大眾語意上所認知之量販店，又可以商店所在區位之「法定允許銷售對象」

分為兩種： 

3. 零售型量販店：不需要會員卡進場，  (hypermarket)，   以一般消費者為主要

對像，為便利消費者採購而設立在市區住宅區或商業區。銷售商品種類與批

發行量販店一樣，不強迫消費者加入會員，售價比批發型量販店略高一點，

較常有促銷的活動，以單件銷售為主。即所謂的大賣場，代表廠商如家樂福

(藍店)、遠東愛買、高峰、興農等。   

批發型量販店：以機關團體或零售業為主要銷售對象，但亦擴及一般消費

者。由於要降低成本，以郊區為主要設立地點，即所謂批發倉庫(Warehouse)

銷售商品種類食品占 50%左右，及五金用品、服飾、家電、汽車用品、書籍、

運動用品、鞋子、皮包等等….，通常採會員制，需辦理會員卡，售價較低，

促銷活動較少，銷售的商品通常是以整箱銷售為主。代表廠商如萬客隆、好

市多、家樂福(綠店)、中興等。 

三、 特色 

由於此產業廠商有「分眾行銷」傾向，使得市場上對於量販店之業態特徵，更加

難以統一界定，茲將其經營特色與變化概述如下： 

1. 賣場面積大：至少在一千坪以上，也有業者某些分店之賣場面積小於一千坪

者。 

2. 貨色齊全：強調一次購足，貨品種類包括日常用品、生鮮食品、服飾、電器

等約兩萬種商品，亦有採用會員批發倉庫者，如：好市多，商品約三至四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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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僅銷售精選之第一品牌種類商品。 

3. 價格導向：售價低廉係最主要之競爭利器，其價格應至少較超市便宜，但各

家價格帶與主力競爭品項仍有相當差異。 

4. 大包裝與單一零售共同販售：早期多以整箱、整組或及合包之方式銷售，而

今單一零售販賣之比例愈提高。 

5. 備有充足之免費停車位：通常設於市區量販店之停車位不夠充足，越往郊區

因土地成本較低，越沒有停車位不足之問題，但大量車潮對於附近環境品質

之影響，為未來經營之一大隱憂。 

6. 裝潢簡單化、效率化與精緻多元化之合一：建築上外觀與內裝有精緻化，且

賣場功能有多元化之傾向，早期倉庫形象式設計已不再流行，改為較美觀之

百貨公司式建築，但內裝仍維持原有倉庫式設計，只是更為明亮舒適，且減

少賣場儲存商品存貨空間，並引進小吃街與專櫃廠商進駐，提供民眾休閒娛

樂的功能。 

7. 商品週轉率高、營業利益率低：為吸引消費者大量採購，量販店業係採薄利

多銷的銷售型態，使其獲利空間較便利商店、超市等其他零售業為低，一般

而言，營業利益率約在 6%-8%間。 

8. 員工人數相對較低：因其營業時間較長，多採輪班制，但幾千坪賣場內僅需

動用二至三百名員工；相較於其他零售業，量販店業員工人數較低，人事成

本通常約占營業額之 2%-8%。 

9. 採自助購物方式：由於賣場面積大，商品種類多，加上低價銷售策略，致毛

利較低，故量販店業者多採自助購物方式，提供較少的直接服務，有別百貨

業者採面對面的銷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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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量販店產業沿革   

一、 目前發展 

台灣量販店於 1989年由豐群集團、卜蜂集團與荷商 SHV共同投資成立萬客隆

〈Makro〉，統一企業與法商家福投資組成家樂福〈Carrefour〉等相繼以結盟方式

進入台灣市場，自此開啟台灣量販店產業的蓬勃發展史。量販的名詞源自於日

本，但台灣量販店經營 Know‐how來自歐美，歐系荷蘭萬客隆與法國家樂福量販

業者對台灣量販店經營 Know‐how貢獻最大，特別是分屬荷蘭體系 SHV集團的萬

客隆，不僅提供量販店產業完整經營 Know‐how的始祖，更由於其本土化的經營

政策，大量聘用與培養本土人才，造就了許多量販店產業的經營人才。事實上，

量販店發展初期，多非法利用郊區工業區土地，設店從事批發零售行為，其後在

政府實施「工商綜合區」政策後，業者得以批發倉儲業的身份就地合法化。 

由於第一家萬客隆的開幕不但引爆國內通路革命，更正式開啟民眾購物走向，以

「自助式、低價、一次購足」的大型化賣場型態，打入台灣市場，寬廣的購物空

間，一應俱全的商品，與價格低廉等因素，吸引許多家庭式消費者上門，並深受

喜愛，很快成為當時最大零售通路系統。近年來國內量販店成長迅速，對百貨業、

超級市場與傳統零售通路產生很大的衝擊，也造成綜合商品零售市場競爭更加激

烈。 

國內綜合商品零售市場已逐漸走入成熟期，邁入大型連鎖化經營型態，且市場有

大者恆大的發展趨勢。因此，未來量販店在汰弱存強的競爭市場下，除繼續執行

產品低價策略的競爭優勢，更須採行合縱連橫(合併或策略聯盟)模式，積極導入

物流中心，降低成本，提昇服務品質，建立完整的結合供應商建立網路互惠價值

鏈，並改變與顧客關係，建構長期、忠誠、良好的互動，提高競爭力，增進營運

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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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況分析 

以量販店的店數及營業額來看（表三），2002 年的前三大營業額與家數排名與

2001年相同，第一名為家樂福，家數 28家，營業額為 450億元；位居第二者為

大潤發，店數 21家，營業額 350 億元；第三品牌則為愛買吉安，店數 13家，營

業額新台幣 150億元。2002年量販店總店數約 110 家，市場規模約 1,700 億元，

較 2001年的 1,600億元成長 3.8%，而前述三大量販店營業額共達 950億元左右，

佔整體市場的一半以上，呈現大者恆大的局面。若以據點平均貢獻度做比較，依

次為大潤發的 16.7億元、家樂福的 16億元，及愛買吉安的 11.5 億元，以據點貢

獻度而言，大潤發的綜效表現相當亮麗，具有挑戰第１品牌的氣勢。 

在南部市場方面，屏東市去年全市量販市場的營業額約 25億多，本來是家樂福

店與大樂店分食，今年 5月初，台糖量販店以後起之秀，全力搶攻市場，對原有

的兩家業者產生極大威脅，經過 3個月的征戰，目前呈現家樂福店與台糖店分庭

抗禮、大樂店略居下風的局面。至於在高雄地區，家樂福在高雄市已有 3個據點，

營業額暫居大樂量販之後，7月底家樂福第 4個據點鼎山店即將開幕，而暫居龍

頭的本土量販大統集團旗下大樂量販，也在去年、今年合計投入 2億 3,000萬元

進行改裝。 

在中部市場方面，2000年 11月開幕位於台中德安購物中心內的愛買德安店，由

於量販店結合購物中心的經營嘗試失敗，業績未達預期，於今年 5月 14日結束

營業，僅維持 2年 7個月的營運時間。量販店開在購物中心，失敗的案例遠多於

成功者，萬客隆、特易購都曾在台茂購物中心開店，證明百貨業與量販店的屬性

相差太遠，逛街與生活需求的「購物心情」、客群差距大，立地條件與經營模式

需求不同，很難做好搭檔。 



 

9 

 

 

(一). 市場競爭激烈   

1989年荷商和豐群集團所投資的萬客隆首先進入市場在桃園八德店開幕後，在

台灣掀起流通業革命，改變了台灣人的購物習慣。十餘年來多家財團也紛紛介入

量販店的經營，如統一集團的家樂福，潤泰集團的大潤發等，及英商特易購的介

入，使量販店市場的競爭更為激烈，但也導致部分經營不善、財務發生困難的業

者退出市場，如大廣三、福元、萬客隆等。如民國 90  年，減少 6家業者，只增

加了 3家店面。87  年突破千億，89  年略降，成了大者恒大的局面。例如萬客隆

全盛時期六家分店年營收高達二百二十億元以上，內湖店更曾創下年營業額約六

十億元、單日業績四千五百萬元的紀錄。   

但隨著台灣量販店市場漸趨飽和，萬客隆的低價優勢不再，加上地點偏遠，客層

漸漸流失，年營收自民國八十七年開始一路下滑，最後連續兩年出現虧損，股東

們眼見萬客隆優勢越來越弱，止不住血，只好決定結束營業。萬客隆失敗最大的

原因是因為低價已成為經營量販店必備的武器，地點則決定經營成敗，而萬客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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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遠的地點，以及賣場裝潢不夠新穎、明亮，已成為萬客隆的致命傷，偏偏萬客

隆賣場大都是自有土地，讓萬客隆在不景氣中根本難以轉型。   

以下是台灣各地區連鎖量販店家數統計表，可見到在大型都會區，台北、高雄、

台中等地的開店數量都已經接近飽和，全台總計甚至有 73家的量販店。   

(表 3‐6)  台灣量販店各區開店數   

  家樂福    大潤發  愛買    其他    總計   

大台北地區    9  7  4  3  23 

桃園    4  3  2  2  11 

新竹  苗栗    1  2  1  1  5 

台中    3  3  3  0  9 

彰化  南投    2  1  1  0  4 

雲林  嘉義    1  1  0  0  2 

台南    3  3  1  1  8 

高雄    6  1  1  1  9 

屏東    1  0  0  0  1 

東部地區  1  1  0  0  2 

合計    32  22  13  8  74 

(資料來源：各量販店網站公佈資訊) 

(二). 以連鎖方式經營   

為了降低進貨成本及提升市場佔有率，許多量販店都採取連鎖經營方式，以擴大

企業經濟規模。如家樂福、大潤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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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銷售自有品牌的商品   

許多量販店都有委託廠商代工生產該量販店自有品牌的商品，而這些自有品牌商

品的售價通常比領導品牌商品的售價為低。如家樂福所銷售的自有品牌商品項目

多達幾百種，包括衛生紙、酒類、飲料等，如大潤發推出大拇指品牌等是。   

(四). 接受信用交易模式   

過去台灣消費者購物大都是用現金交易，而目前許多量販店則接受消費者以信用

卡付費，以刺激消費者的購物慾望。 

表 1國內倉儲、量販業者發展淵源 

年代 設立經過  第一家設立時間  業態 

1975 高峰批發世界設立  南西店 1975/04/23開幕  一般大賣場 

豐群集團與荷商 SHV共同

出資成立萬客隆（股）公司

桃園八德店 1989/12/17開幕.  批發倉儲（會員

制） 

1989 

統一企業與法商 Carrefour

合資，成立家福（股）公司

高雄大順店 1989/12/30開幕（賣場

1700坪） 

一般大賣場 

1990 遠百愛買成立  台北市內景美店 1990/09 

/21開幕（賣場 1800 坪） 

一般大賣場 

中興批發倉儲成立  台中店 1991/12/22開幕（賣場 5000

坪） 

批發倉儲 1991 

福元百貨量販成立  太平店 1991/10/10開幕（賣場 3000

坪） 

一般大賣場（已

停業） 

萬家福批發倉儲成立  三重店 1993/04/03開幕（賣場 2400

坪） 

一般大賣場 1993 

大樂量販成立  光華店 1993/03/18開幕（賣場 4000

坪） 

批發倉儲 

東帝士流通事業部成立  已退出市場  一般大賣場 

廣萌批發倉儲成立  已退出市場  一般大賣場 

1994 

大買家成立  國光店 1994/06/17開幕（賣場 4500

坪） 

與大潤發交換

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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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買企業成立  天一店 1994/01/22開幕（賣場 1700

坪） 

一般大賣場 

亞太量販成立  與大潤發策略聯盟，前身為東怡流

通 

批發倉儲 1995 

千暉企業成立  彰化店 1995/01/01開幕（賣場 2300

坪） 

一般大賣場 

好市多來台  Costco與大統集團合資成立。高雄

店 1997/01/18開幕（賣場 3700坪） 

批發倉儲 1997 

大潤發流通成立  由潤泰建設與潤紡合資成立。平鎮

店 1997/05/15開幕（賣場 5000坪） 

批發倉儲 

法商吉安來台  台中店 1998/12/15開幕（賣場 4700

坪）已與吉安合併 

一般大賣場 

Tesco來台評估市場    一般大賣場 

1998 

廣萌退出市場    一般大賣場 

東帝士量販退出市場    批發倉儲 1999 

屏東萬家樂福量販退出市

場 

  一般大賣場 

Tesco接手萬客隆台貿店  桃園南崁店 2000/12/15開幕（賣場

3200坪） 

一般大賣場 2000 

大廣三、美村特賣多退出市

場 

  一般大賣場 

福元退出市場    一般大賣場 2001 

台糖進入市場  楠梓店開幕  會員制 

2003 萬客隆退出市場    會員制 

資料來源：2003 年超市/量販店年鑑 

三、 價值鏈 

量販店的價值鏈活動可分為，包含採購、行銷、服務的主要價值鏈，與涵蓋基礎

建設、人力資源、財務、研發的次要價值鏈活動。 

1. 主要價值鏈活動：在採購方面，以可降低成本的集中採購制為主；在行銷部

分，除了好市多  僅提供 4,000多種商品且無定期促銷活動外，其餘五家業者

皆提供 12,000種以上的商品以滿足不同消費者的需求，且不斷推出折扣與促

銷活動，以刺激消費；在服務方面，各家量販店皆有現場諮詢、售後服務、

與退貨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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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次要價值鏈活動：在基礎建設方面，量販店佔地多在 15,000~3,000坪，  並

設有停車場，賣場設計則多由國外母公司引進；在人力資源方面，除了高階

主管由母公司派遣外，其餘員工多在台灣當地招募；在財務方面，多會向供

應商索取上  架費或活動贊助費等以作為業外收入；研發則著重於自由品牌

的開發。 

參、 量販店之產業分析 

一、 種類 

1. 批發型量販店(郊區型量販店) 

以機關團體或零售業為主要銷售對像，但亦擴及一般消費者。由於要降低成本，

以郊區為主要設立地點。銷售商品種類食品佔 50%左右，及五金用品、服飾、家

電、汽車用品、書籍、運動用品、鞋子、皮包等等….，通常採會員制，需辦理會

員卡，售價較低，促銷活動較少，銷售的商品通常是以整箱銷售為主。   

2. 零售型量販店(市區型量販店) 

以一般消費者為主要對像，為便利消費者採購而設立在市區。銷售商品種類與批

發行量販店一樣，不強迫消費者加入會員，售價比批發型量販店略高一點，較常

有促銷的活動，以單件銷售為主。   

二、 特性 

量販在商品從製造商移轉到消費者的流程：從生產→批發→零售→消費的過程當

中，縮短了流程的長度，也就是說，量販店可以直接向製造商或物流中心進貨，

然後上架直接賣給最終消費者，因為流程環節的減少，讓消費者可以較低的價格

購買商品。 

a、產品特性：量販店所重視的是提供齊全的商品，因此講究的是商品的多樣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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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同時兼具產品線的長度、廣度、深度。 

b、價格考慮：量販店最大的特質在於其提供低價商品給消費者，由於通路的減 

少及大量的採購，促使量販店在成本上具有優勢，因此能提供消費者較低的價 

格。 

c、消費者服務：在量販店中，消費者是採『自助』的購物方式，大多數的商品 

均由消費者自行從架上拿取，偌大的賣場僅配置少數的服務人員，因此相較於 

百貨公司或專門店，量販店的服務程度是相當低的。 

d、消費者溝通：由於量販店所提供的服務很少，因此與消費者的溝通自然較不 

頻繁，自助的購物方式，使消費者必須自行去瞭解商品。 

e、設備：量販店所提供的設備有停車場、購物推車、寄物櫃、托兒設備等。 

f、 商店地點：由於量販店所提供的商品相當多，需要大面積的賣場，因此在地 

點的尋找多往市郊發展。 

g、商店形象、設計、氣氛：量販店並不在裝潢上著墨，其內部商品的擺設是以 

堆棧的方式，高大的鐵架上放置大量的商品；由於消費者是以購物推車購物， 

因此量販店的走道較寬敞。因此，量販店的商店氣氛及形象與明亮、精緻、重 

視裝潢的百貨公司、精品店、專門店迥然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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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量販店的進入障礙 

目前在台灣量販業者經營上的最大困難，莫過於土地跟人力的問題。台灣土地狹

小，若是位於交易繁忙的商圈，高價的租金會又會造成很高的成本，而需要土地

面積廣闊的倉儲系統的量販店，雖然可以選在郊區營業，但其實在台灣的鄉鎮郊

區很難尋得合法開發的土地，雖然有相關的法令頒布，但申請手續長，且地方政

府阻擾等，使業者不得不選擇較符合效益的工業區，或農用地來違法使用 

四、 量販業的關鍵成功因素 

1. 快速展店：擴大其經濟規模，先搶佔市場後穩定成長的策略。擴大經濟規模

為首要必要條件，再來以低價競爭才能以量制價，緊接著快速展店以增加購

買力就能提高其議價能力。 

2. 議價能力:因為有大量的採購額所以擁有和供應商議價的能力。 

3. 多角化：企業走向產銷不同類型產品的多目標經營，增加產品的新型式、新

用途，以分散風險，並滿足不同愛好的消費者，擴大企業的利潤。 

4. 為了提昇不同客層之顧客滿意，量販店提供差異化的服務策略，進而創造更

多營收。 

5. 量販店為了要塑造給顧客購物有保障的形象(Image)，在服務的策略上大部份

採取不滿意退貨以及買貴退差價的策略。 

6. 量販店擁有品項數的多寡以及目標市場的差異，在選擇上架產品的因素會不

同。 

7. 量販店皆有提供自有品牌，而自有品牌的品項延伸上，主要是以週轉率較

高、敏感性低以及涉入程度低的商品做考量。 

8. 量販店在立地策略的準則考量大都會以商圈人口數、土地成本、道路寬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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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交通狀況作考量。 

9. 當量販店具有一定規模時，為求經濟效益，會成立統倉，但例如好市多因為

店數不足，所以成立統倉，並不會有經濟效益，因此商品都由供應商直接配

送到各分店。 

10. 量販店在供應商的評估策略上，主要會以品質、價格、消費者的需求、品牌

知名度以及商品的促銷配合與供應能力為考量準則。 

11. DM是刺激消費者購買慾望最強的方式，因此量販店在廣告策略上最重視

DM。量販店在消費者的促銷策略上，大部分認為來店禮、摸彩以及現場操

作的策略，是提升營收最有效的方式。 

12. 為了系統的相容性，量販的資訊系統大多由母公司導入，或者由策略聯盟的

夥伴協助導入。 

13. 台灣量販店採購策略，皆為集中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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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現有業者簡介 

(一). 家樂福： 

 

台灣「家樂福」量販店是由統一集團與法商家樂福以40％及60％的持股比例合資

新台幣七億元成立，。法商家樂福透過此一合資案如願地將營運版圖延伸至亞洲

地區。而統一企業在雙方合資過程中並未參與經營，乃是借重法商專業上的經驗

而委託經營。家樂福切入台灣的時間早於萬客隆，由於該企業對海外的經營向來

低調，1989 年第一家「家樂福」店在高雄開幕，在量販店崛起於台灣零售市場

時，其名氣並不若其他同業。不過，在培養出一群專業員工，台灣家福公司開始

全力展店，在1996 年即超越同業成為領導品牌，並帶動營收快速成長。十幾年

來在面臨到國內外各大零售業者的激烈競爭下，憑藉著超大型賣場的經營策略，

成功地成為台灣量販店業的第一大品牌。 

家樂福在全世界擁有26國總計632家分店，1999年營業額僅次於Wal-Mart，為全

球第二大零售商；另依美國「Business Week」數據顯示，除台灣外，家樂福在

巴西、阿根廷、法國、西班牙、葡萄牙、希臘及比利時都是排名第一的零售商。

如此龐大的跨國企業可利用財務的槓桿模式大量採購，並將進貨成本壓至最低，

爭取最多的客戶。由於家樂福認為未來量販店市場競爭策略中，價格仍為最基本

的要求，而集中採購、以量制價將是致勝關鍵。 

因此，家樂福進行營業登記「零售業的藍店」與「批發業的綠店」兩種展店策略，

亦即於商業區或住宅區內開設大型賣場（藍店），而於工業區內開設批發倉儲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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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店），目前旗下計有4家批發店與18家零售店。大體而言，賣場面積約在3000

坪左右，但有時迫於現實因素限制，有的分店賣場面積僅有1000‐2000坪。彈性

的開店策略不但突破了法令的限制，並成功的獲得了量販業最高的市場佔有率。

以使店家數持續增加。 

另外在品項管理上採集中特定主題方式，如開闢個人清潔用品區、嬰幼兒區、精

品街等，並嘗試以不同商品結合，激發消費者購買慾望。 

家樂福目前自有品牌商品有『家樂福』、『Harmonie』、與『Firstline』等三大品牌。

其中『家樂福』為民生用品、『Harmonie』為服飾、『Firstline』是電器產品，產

品項目超過800種，大約較市價便宜兩成左右。此外，為滿足消費者一次購足所

有商品的需求，陸續從法國家樂福引進量販店週遭服務與專賣店，如眼鏡公司，

精品店，藥局與修車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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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潤發： 

 

「大潤發流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由潤泰集團成立於 1996 年，目前在全台已成

立了 24 個服務據點，並於 1997 年元月與大買家  3  間店結合以聯合採購、交互

持股方式與擴大顧客服務，1997 年四月更在大陸成立「上海大潤發有限公司」，

藉由成功的台灣經驗進軍大陸，在華北及華東地區已成立超過 60 家分店。  

1998  年 9 月又併購亞太量販 3間店，目前二個品牌共 22家分店架構出完整的全

省服務網成為台灣最佳的量販系統。 

2001 年 2月大潤發與法國具有 45 年零售流通經驗的歐尚(Auchan)集團合作，引

進更具國際觀的營運管理模式，除以大潤發原具有中國特色的連鎖倉儲購物中心

為基礎，更為邁向國際化連鎖事業跨進一步，在法國、盧森堡、西班牙、葡萄牙、

義大利、波蘭、匈牙利、俄羅斯、摩洛哥、中國大陸等地設有分店，擁有跨國聯

合採購能力的歐尚，使大潤發的商品及服務更具競爭力。 

2003  年大潤發系統的三個品牌(大潤發、大買家及亞太)共 22  家分店，成為台灣

第二大品牌的量販系統，僅次於家樂福的 31  家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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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愛買吉安 

 

愛買 (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係由著名之遠東紡織集團與法國佳喜

樂集團合資共同經營之跨國量販店。 

遠東集團經營領域涵蓋石油化工、人造纖維、紡織、水泥、百貨、運輸、

通訊網路等十餘項行業，分布在加拿大、台灣、香港、新加坡、馬來西

亞、泰國和中國等國家及區域，其主要關係企業有：遠東紡織、遠東國

際商業銀行、亞東證券、遠東百貨、亞洲水泥、東聯化學、裕民航運、

遠鼎建設、遠百企業、太平洋 SOGO 百貨、遠企購物中心、遠東飯店、

遠傳電信、速博、元智大學及亞東紀念醫院等社會公益事業。  

佳喜樂集團 1898年成立於法國，迄今已累積百年的零售專業經驗。經營的範圍

多角性且國際化。佳喜樂集團在法國擁有 115 家量販店，1260家超級市場，4241

家便利商店與 619家其他類型的零售店舖。在美國有 224 家超級市場，墨西哥則

有 8家超級市場；中南美洲有 89 家量販店、405家超級市場與 243 家其他類型

的零售店舖；波蘭有 15家量販店、62家超級市場；比利時有 454 家超級市場；

荷蘭有 1200家超級市場；亞洲市場部分在泰國有 30家量販店；越南有 3家量販

店；台灣有 13家量販店。 

愛買成立於 1990 年，由遠東百貨轉投資成立，2008 年 10 月愛買三重購

物中心開幕後，愛買在全台共有 15 家分店，員工達 3000 人。未來遠東

集團將投入更多資金，計畫增開數家分店，積極提升擴大市場佔有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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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COSTCO 

 

全球第一家會員制的倉儲批發賣場  COSTCO Wholesale ,  起源於  1976  年成立位

在美國加州聖地牙哥的  PRICE CLUB  ，及七年後成立於華盛頓州西雅圖市的

COSTCO  。   

兩家公司歷經十餘年的成功經營，在  1993  年  10  月合併成為普來勝 

(PRICECOSTCO)  公司，並於  1998  年  7  月正式更名為好市多股份有限公司 

(COSTCO Wholesale)  。 

目前  COSTCO  在全世界經營超過  560  家賣場，分佈遍及 8個國家，其中大部分

都位於美國境內，加拿大是最大國外市場(主要在手渥太華附近)，全球企業總部

設於華盛頓州的伊薩誇(Issaquah，WA)，並在鄰近的西雅圖設有旗艦店。Costco  好

市多於  1996  年進駐台灣，  目前共有四家門市，分別位於汐止、內湖、高雄前

鎮區、新竹等地，共擁有超過  30  萬名會員。 

全年營業額超過 725億美元，為超過  5500  萬的會員提供最好的服務，COSTCO  是

會員制倉儲批發俱樂部的創始者，成立以來即致力於以可能的最低價格提供給會

員高品質的品牌商品。儘可能以最低價格提供會員高品質的商品，是好市多一向

秉持的經營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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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市場競爭分析 

一、 市場規模分析 

2008 年 量販業統計 

主計處統計，國內量販業第一季營業額為 428 億元，較去年(2007 年)同期成長

14.3％，量販業者分析，第一季物價上漲約 8％，扣除通貨膨脹因素，業績仍持

續看好，顯示營收成長動能並分只來自漲價因素，來客數增加、客單價提高才是

主因。 

 

  成長業績   

家樂福  既有店成長 3％，加入新增店後成長 4％ 預估 4、5 家店開幕 

大潤發  扣除通貨膨脹，營收成長 5％  來客數成長幅度超過 5％

愛買  較去年同期成長兩成  生鮮類占整體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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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商品零售業營業額 

綜合商品

零售業

百貨公司 超級市場 連鎖式便利商店 零售式量販店 其他綜合

商品零售

General
Merchandise

Stores
Department Stores Supermarkets Chained Convenient

Stores
Retail Outlet Other General

Merchandise

( 471 ) ( 4711 ) ( 4712 ) ( 4713 ) ( 4714 ) ( 4719 )

89 年 2000  603 539  152 176 86 412 121 604  120 041 123 307
90 年 2001  628 134  158 686 89 606 135 716  127 435 116 690
91 年 2002  659 977  177 392 88 585 150 695  132 539 110 767
92 年 2003  689 761  180 198 93 036 163 135  133 534 119 859
93 年 2004  738 433  202 779 98 932 173 249  130 057 133 416
94 年 2005  760 511  213 525 101 067 188 886  130 432 126 601
95 年 2006  783 045  211 574 102 966 205 502  132 428 130 574
96 年 2007  817 648  225 156 110 902 209 653  137 293 134 644
97 年 2008  836 838  224 784 121 201 211 994  145 429 133 430

97 年 11 月 2008 NOV. 74 003 24 709 10 027 17 023  10 981 11 262
12 月 DEC. 69 148 19 810 9 790 16 893  11 105 11 550

98 年 1 月 2009 JAN. 86 681 23 531 12 860 18 122  19 403 12 765
2 月 FEB. 62 026 15 212 9 297 15 816  10 023 11 678
3 月 MAR. 63 525 14 175 9 859 16 903  11 267 11 320
4 月 APR. 65 596 17 707 9 280 17 048  10 363 11 199
5 月 MAY 70 979 18 801 10 281 18 488  12 058 11 350
6 月 JUNE 64 914 15 915 10 176 17 591  10 808 10 425
7 月 JULY 69 134 16 999 10 787 18 683  11 681 10 984
8 月 AUG. 74 904 16 759 12 525 18 856  15 394 11 370
9 月 SEPT 66 921 15 828 10 566 17 686  11 890 10 951

10 月 OCT. r 80 000 28 002 10 154 18 054  11 967 11 823
11 月 NOV. p 76 555 26 535 10 150 17 250  11 158 11 463

 781 235  209 463  115 936  194 497  136 012  125 328

-  4.31 -  5.24 -  0.05 -  4.46 -  6.76 -  3.05

  1.76   2.19   4.06 -  0.31   1.26   2.83

  100.00   26.81   14.84   24.90   17.41   16.04

89 年 2000 8.86 9.08 0.34 9.67 17.35 6.63
90 年 2001 4.08 4.28 3.70 11.60 6.16 -5.37
91 年 2002 5.07 11.79 -1.14 11.04 4.01 -5.08
92 年 2003 4.51 1.58 5.02 8.26 0.75 8.21
93 年 2004 7.06 12.53 6.34 6.20 -2.60 11.31
94 年 2005 2.99 5.30 2.16 9.03 0.29 -5.11
95 年 2006 2.96 -0.91 1.88 8.80 1.53 3.14
96 年 2007 4.42 6.42 7.71 2.02 3.67 3.12
97 年 2008 2.35 -0.17 9.29 1.12 5.93 -0.90

97 年 11 月 2008 NOV. -1.09 -9.52 7.99 3.03 6.64 -1.26
12 月 DEC. -5.56 -13.90 3.09 -2.43 -4.30 -2.08

98 年 1 月 2009 JAN. 21.90 28.73 27.04 4.61 41.05 9.76
2 月 FEB. -19.75 -32.41 -11.72 -7.91 -33.52 -2.69
3 月 MAR. 0.20 -4.55 3.81 0.61 0.73 2.33
4 月 APR. 0.53 0.61 0.44 0.26 -1.32 2.67
5 月 MAY 3.74 3.45 3.75 4.49 2.24 4.66
6 月 JUNE -1.36 0.97 3.27 -0.49 -7.15 -4.13
7 月 JULY 0.79 2.74 1.21 -2.73 -2.98 8.31
8 月 AUG. 2.26 -3.38 7.97 -1.86 8.97 3.74
9 月 SEPT 2.67 6.90 3.64 -0.32 -0.71 4.66

10 月 OCT. r 6.11 14.78 3.88 -1.03 6.38 0.77
11 月 NOV. p 3.45 7.39 1.22 1.33 1.61 1.78

本年累計年增率%

本年累計結構比%

6

表4　　綜合商品零售業營業額及年增率─按細業分

Table 4　　Sales and Annual Growth Rate of General Merchandise-by Industry

年　　月　

1. 營   業   額（百萬元） Sales(NT$Million)

2. 年   增   率（％） Annual Growth Rate(%)

本年 1 -當月累計

當月較上月增減%



 

24 

 

二、 量販產業的競爭 

    自 1989 年萬客隆率先導入量販店系統，進駐台灣達 21年之久，2000年時量

販店市場達到 114家之多，營業額約 1512.3 億元，這期間歷經百家爭鳴、合併，

到目前各大國際量販店系統相繼進入，在量販市場大者恆大的競爭環境下，未來

台灣將僅剩 3~4家國際量販店品牌於台灣生存與競爭。國內量販店的賣場面積均

在 1000坪以上，賣場與倉庫結合為一體，主要銷售型態為自助式的銷售型態，

具備 10,000銷售品項，主要定位為「自助、低價、一次購足」，並且提供足夠的

停車空間。經過市場淘汰及競爭激烈趨勢下，國內量販店業者在整體市場 

趨勢已經形成，從市場佔有率及年營業額來看，各家業者之比市場佔有率及營業

額前四名業者為：家樂福（27家）、大潤發（21家）、愛買吉安（12家）、萬客

隆（8家）。   

    由時間序列來看，台灣量販店產業的發展可分成三個時期來說明。 

(一). 創始萌芽期（19871990年）   

1989荷商 SHV集團、泰國卜蜂集團與台灣豐群企業合作，成立「萬客隆量販店」。

萬客隆以自助式批發倉儲的姿態進入台灣市場，採用會員銷售方式，用大包裝低

價格的銷售策略開創了台灣量販店的熱潮。同年，法商家樂福也與統一集團合作

成立家樂福量販店，1990年國內零售業者遠東集團也成立遠東愛買進入量販店

市場。 

(二). 快速成長期（19911996年）   

1991~1993許多國內企業看好量販業的成長，增設分店如「福元」、「三槍」、「中

興」、「萬家福」等，在 1994年又有「東帝士」、「廣萌」、「全買」、「大買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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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加入戰局，1995 時又有「亞太」、「千暉」、「擎天」等業者進入市場。 

(三). 競爭整合期（1997迄今）   

1999年底國內量販店已經突破百家的規模，北部的擎天與南部的萬家福不敵市

場的競爭而結束營業，許多量販店者為了提升競爭力，同業間策略聯盟的模式為

聯合採購。量販店業者想要維持低價競爭的優勢，最重要的就是降低成本，而業

者最主要的成本又是進貨成本佔了最大部分，要降低進貨成本主要有兩個方面：

一是快速展店來擴大經濟規模，進一步累積採購籌碼；二是聯合其他業者採取聯

合採購模式，大量採購。在 2000 年受限於整體國內消費市場買氣下滑的因素，

加上同業間競爭激烈採行價格廝殺的低價促銷策略，使得部分量販店業者為了提

高市場佔有率，就採行合併及策略聯盟，例如：遠東愛買與法商吉安合併為「愛

買吉安」，而大潤發量販店在合併亞太量販店與大買家量販店後，又釋股 67%給

法國第二大量販業者。在 2003年初，台灣知名業者萬客隆退出台灣市場，其退

出市場的原因，與本身經營管理保守外，還包括立地位址不佳、賣場動線不佳等

有很大的因素。 

量販店的毛利結構在台灣市場約佔總銷售額 19%~22%，而淨利約佔總銷售額的

2.5%~4.5%，屬於低利潤之行業，因此低成本之訴求是永遠不變的定律。其競爭

決定因素有以下幾點：保證低價、顧客滿意度、品質、新鮮、舒適、產品多樣化、

市場佔有率、經濟規模、據點多寡。探究在 1998年量販店營業額大量成長與 2001

年後營業額成長率下降的原因，在於 1998年發生亞洲金融風暴，消費者在經濟

不景氣所得收入減少的情況下開始量入為出，此使擁有停車方便、商品種類齊

全、價格低廉等競爭優勢的量販店就成了消費者的最佳選擇，量販店業者以「一

次購足、物超所值的價格」的競爭優勢，確實成功吸引了與量販店業者有高度替

代效果的百貨公司的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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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量販店業者展店的情況來看，量販店業者受到購物中心等其他業者的影響，加

上市場成長空間有限，業者擴店速度趨近遲緩或停滯，在 2003年 SARS疫情解除，

業者藉由大量的促銷與價格折扣雖然吸引了大量消費者回潮，但也無法達到營業

額的超成長。量販業者的消費群屬於價格敏感高的族群，故藉由低價策略來吸引

消費者上門，以是業者常態性的策略。低價是經營量販店的成功關鍵因素，量販

業者以大量採購的方式，發揮通路的優勢，轉而與製造商議價，改變了過去由製

造商主導零售價格的情況。價格競爭已經是現今量販業者最重視的經營手法，自

保證最低價格策略後，2004年家樂福與大潤發兩家業者更公開讓雙方業者進入

賣場比價，期望能夠用最低的價格來服務消費大眾，並對供應商議價。 

因此量販業者為了跳脫市場上的惡性價格競爭，業者積極開發自有品牌的經營和

會員制度，和市場上的競爭者區隔商品和客源。自有品牌主要以低價訴求來創造

消費者的購買，現今家樂福已發展超過 1000 種自有品牌商品，愛買有 700多種，

大潤發則目標開發 1000種自有品牌，以這三大量販業者來說，自有品牌的營業

額約佔各家量販店營業額的 8~10%左右。在會員制度上，量販業者可以從消費者

的消費資料，給予消費者積點活動，或朝不同消費族群寄發不同的 DM，以達到

消費者的再購意願。量販業者期望藉由自由品牌與會員制度跳脫價格競爭導致的

獲利降低，進一步建立其客戶忠誠度。 

產業目前生命週期階段 

產業產品功能大致滿足顧客的需要，且有需要的顧客已購買，採購者為重複購買

的顧客；市場規模大致維持穩定，成本為競爭的主要武器。台灣量販市場已屆成

熟期，此時組織仍應朝向大型化發展，並加強各據點的銷售能力。以假日來說，

量販店的人潮不輸百貨公司，是全家大小休閒逛街購物的好去處，除了休閒區

外，異業的加入也很重要，例如速食店、星巴克、珠寶店、知名品牌 OUT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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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量販店已漸漸朝向綜合型商場發展。 

三、 現有量販業策略之比較 

(一). 家樂福 

產品策略 

1、 選擇上架產品的關鍵因素 

家樂福的產品總共有 40,000項，而在選擇上架的產品重視的是產品的品牌、

價格。量販店要靠低廉的價格且高品質的產品才可吸引顧客上門，所以家樂

福堅持提供知名品牌的產品，給廣大的消費者。 

2、 服務策略 

家樂福經營的是非會員制的量販店，雖有藍綠店之分，綠點要辦卡而藍店不

用，但兩者的經營策略是一樣的，且提供的服務也相同，在服務的部分說明

如下： 

(1)30 天滿意退換貨 

家樂福相信僅提供消費者優惠的價格是不夠的，因此消費者在購買產品的 30

日內，如有任何地方不滿意，不需任何理由，即可立刻退貨，這是家樂福除

了價格外，提供給消費者更好的服務品質保證。 

(2)提供各家信用卡刷卡服務 

在家樂福購物，任何一家信用卡都能刷，但在其它家的量販店業者是不行的，

都必須辦其合作的聯名卡。全面開放固然是提供消費者更多的便利性，但開

放後會造成營運的成本增加，因為必須要支付手續費。如果消費者購物的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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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大到一定的程度，且可以彌補信用卡手續費的損失，相信量販店業者都會

開放的。 

3、 自有品牌策略 

家樂福於 1997 年推出家樂福品牌民生用品，目前商品涵蓋飲料餅乾食品清潔

衛生家庭用品等日常生活用品。家樂福引以為傲的自有品牌商品，從製作到

包裝都經過嚴格控管，品質和市場知名品牌一樣好，價格卻更便宜，低於市

售商品 15%~20%，是吸引消費者的一大主力。 

(1) 綠精靈－清潔用品 

在 1999 年推出「環保家用清潔用品系列」的雜貨類自有品牌，由於產品

可分解、無毒、不含螢光劑及平衡 PH 值，產品深受消費者好評，也建立

了家樂福關心環保的企業形象。  

(2) Harmonie－服飾 

家樂福第一個推出的自有品牌商品，是在 1995 年委請國內知名廠商代工

生產的服飾系列－Harmonie。從衣服的穿著到舒適的居家，Harmonie 包括

T-Shirt、襯衫、牛仔褲、內褲、襪子、鞋類、寢具、毛巾、家飾品等各類

商品。Harmonie 提供高品質、低價位、設計多樣化的優質商品，還把廣告

成本回饋給消費者，節省 30%的預算，也因此一直受到消費者的喜愛。 

(3) Blue Sky－家電 

家樂福於 1999 年與知名製造商以 OEM 方式開發商品。推出自有品牌家電

商品 Blue Sky 風扇系列。而隨著科技的進步，目前產品已從基本小家電，

如風扇、電鍋發展到數位商品，如 DVD 數位影音光碟及相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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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OP bike－腳踏車 

因應運動休閒風潮之興盛，家樂福於 2001 年推出性能佳、具現代感的 TOP 

bike 腳踏車。這款腳踏車是家樂福引進在法國行銷多年的自行車自有品牌

TOP BIKE，由國內廠商代工，價格約便宜市價 15%。 

而後家樂福更推出「NO.1」品牌，結合以往「讚」、「家福」產品，一律改

為「NO.1」。 

(二). 大潤發 

大潤發的展店策略是採多元化策略，第一種方式是運用關係事業的據點，再以委

託經營的方式交由大潤發來經營管理。例如大潤發平鎮店、中和店、員林店原本

是潤泰紡織、興業建設所開發的大樓，大樓興建好後，潤泰紡織、興業建設再委

託給大潤發經營，大潤發再向他們收取權利金。 

第二種方式是與地主合作的方式籌設量販店，例如大潤發台東店就是與地主合作

的方式，由地主負責興建、出場地，大潤發負責經營。 

第三種是大潤發自行找地興建、設立量販店，但基於法規的限制，好店面難求，

目前大潤發自行開發的店只有台中店。 

第四種是購併的方式。亞太量販店尋找買主時，雖然競爭者眾多，但最後仍由潤

泰以 12億元左右的金額，取得經營權，大潤發立即擁有亞太三家量販店。 

第五種是策略聯盟的方式。大潤發與台中中揚建設所設立的大買家量販店進行相

互投資、策略聯盟，潤泰持有大買家 9%的股權，雙方共用採購系統。 

透過以上五種策略積極擴張市場佔有率，而且迅速擴點搶佔市場以是後發品牌取

得贏面的便捷法門之一。大潤發全部由國人自行規劃經營，秉持著成為消費者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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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之大賣場之理念及效率化的管理模式，將以台灣、大陸的規模為基礎，邁向國

際市場，以服務顧客、提高品質和低價格的民生必需品為宗旨，發展有中國特色

的連鎖倉儲購物中心。 

產品策略 

1、 選擇上架產品的關鍵因素策略 

大潤發的產品共有 40,000多項，在選取上架產品時重視的是產品的品牌、價

格以及產品的功能。 

2、 服務策略 

大潤發的經營方式採為會員制(member ship)。因此成為大潤發會員會有許多

優惠以及服務，服務部分說明如下： 

(1) 真正便宜．買貴退差價保證 

消費者在全省大潤發購買任何商品，大潤發提供消費者滿意的保障。只要

消費者買到比大潤發還要便宜，相同的規格且包裝一樣的商品，8日內(含

購買日)憑購物之發票及送貨單與其他賣場之公開發行廣告單或發票，即

可至原購買店退還差價，讓您享有”真正便宜滿意保證”此外，大潤發還有

30天滿意退換貨領先服務，讓消費者滿意又划算。 

(2) 30天滿意退換貨 

於大潤發購買之商品，30天內保證現金退貨！有關智慧財產權的商品，

如已拆封，大潤發可接受換貨處理，只要攜帶送貨單、發票及原包裝商品

至退換貨櫃檯辦理稅法規定。 

(3) 提供試衣及修改的服務 

大潤發提供免費修改長褲褲長，一小時內可完成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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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滿意信任的售後維修 

提供大型商品送貨及安裝服務，費用低廉。 

3、 自有品牌策略 

目前大潤發自營商品以訴求市場最低價的「大拇指」為主，品項有近 2,000 種，

比領導品牌便宜六成，若和賣場內同等級最低價產品相較，也便宜一成。至於新

推出的大潤發商品則不打最低價，而是鎖定與領導品牌競爭品質，但比領導品牌

便宜 15%以上。 

以保鮮盒為例，領導品牌不打折、價格高，消費者望之卻步；低價產品又擔心品

質問題。大潤發商品則是結合品質與價格優勢，可滿足不只追逐最便宜的消費群。 

自有品牌是量販店的核心競爭力，而在一般的供應商所提供之貨品，在許多的成

本扣除後，能獲利的並不多，而自有品牌的獲利是較高的。 

(三). 愛買吉安 

    產品策略 

1. 選擇上架產品的關鍵因素策略 

愛買吉安的產品總共有 30,000多項，而在選取上架產品的重視的是產品的

品牌、價格以及毛利率。 

2. 服務策略 

愛買吉安在 2002年十月以前並非做會員制的，而 2002 年十月起員林店開始

試辦會員卡制，由於反應激烈，不到一個月便發出兩萬五千張會員卡，預定

2003年後旬，所有營業據點都實施會員卡制，其目的是為了有效掌握消費

者的消費取向及提供更佳的服務，愛買提供會員服務的部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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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免費運送服務貼心登場 

愛買吉安貼心服務震撼整個零售市場，愛買吉安「免費運送」貼心服務正式

啟動。愛買吉安提供這項服務，為的就是解決消費者停車與搬運大型商品的

問題，會員當日購滿 2,500 元，憑發票及 HAPPY GO 卡即可享免費配送服務。 

(2) 買貴退五倍差價 

消費者若在其它大買場發現品牌規格包裝完全相同，但售價比愛買吉安正常

售價或 DM 促銷價比愛買吉安同檔期 DM 促銷價更便宜之商品，愛買吉安以

五倍金額退還商品的差價，所退之差價以公司等值提貨卷支付，相同商品每

人以一次一件為限。 

(3) 分期付款  輕鬆買．零負擔 

在部分商品，愛買提供分期付款的措施，消費者可選擇 3-12 期零利率，做繳

款的動作。 

(4) 全台分店統一營業時間 

   愛買是目前唯一實行「全台分店統一營業時間」的量販業者，營業時間為：

週日~週四/8:30-23:00、週五~週六/8:30-24:00，讓顧客輕鬆掌握購物時間。 

3. 自有品牌策略 

愛買吉安的自有品牌 leader price，特色為品質有保證，每項商品上市前須通

過 SGS 遠東公證之認證才能推出，保障消費者食與用的安全，在價格定位上

是以各類商品之領導品牌為參考，將其售價調降 15%左右，希望帶給消費者

物超所值的實質意義。 

另有服飾自有品牌 Cove、Cindy、C-zone、Dondolio 等，愛買吉安有遠東紡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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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力支持，標榜以百貨公司等級的設計品質與量販平價價格，帶動量販市

場消費者更時尚的流行品味。 

差異化行銷 - 個人 DM，買我所愛買    

作者：文／陳慕君 

出處：e 天下 第 47 期 2004/11/01 出刊  

翻翻皮包，除了幾張信用卡，是否也有好幾張大賣場、量販店發行的會員卡？ 

台灣零售市場曾因量販業者的進駐掀起一場通路革命，但隨著超商、超市紛紛祭

出低價策略，百貨公司與大型購物中心又不斷擴張，量販業者想要殺出重圍，莫

不使出渾身解數拉攏新客戶、鞏固死忠客戶。 

特價商品、限時搶購、紅利積點、週年慶大放送……，這些耳熟能詳的促銷手法

人人會變，但愛買 Geant 量販店，經過兩年的祕密策劃後，今年在業界投下了一

顆行銷震撼彈－－愛買卡。 

會員卡滿天飛，但愛買卡與其他卡最大的不同在於，這是台灣第一張結合 CRM

（客戶關係管理），藉由掌握會員消費頻次、金額品項、人口特質，作為日後一

對一行銷、客製化服務基礎的會員卡。換句話說，愛買將一張薄薄的卡片，轉換

為一個龐大的互動式行銷資料庫。「消費者資料庫追蹤，是台灣量販市場的決勝

之鑰！」愛買行銷部資深經理簡明川指出。 

現在，擁有愛買卡的愛買會員在購物前，只要在停車場或賣場入口「刷刷 GO」

機器前插入卡片，系統便會根據這位會員的基本資料與過往消費行為，選取 15

項商品給予優惠折扣，並據此列印出「個人專屬 DM」。簡明川舉例，從基本資

料中的性別、年齡、家庭成員狀況，能看出這個會員可能的消費需求，「甚至從

家裡住址距賣場的遠近，衡量會員適不適合生鮮食品的促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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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會員消費次數的累積，其消費喜好、習慣等，都會成為個人 DM 重要的參考依

據，「連會員洋芋片愛吃什麼口味、T 恤穿什麼 size，我們通通瞭若指掌，」 

(四). 好市多 

產品策略 

1、 選擇上架產品的關鍵因素策略 

好市多產品共有 4,000 項，而在選取上架產品重視的是產品的週轉率及品牌。因

為好市多僅有 4,000 種品項，因此產品選擇必定以週轉率高的為主，這樣才能獲

利更多。在好市多上架的產品，都需具有相當的知名度。 

2、 服務策略 

好市多做的是會員制的倉儲式批發，不同於其他競爭者的地方，在於好市多要收

年費，因此其提供的優惠以及服務相形之下更佳，在服務部份說明如下： 

(1) 所購之商品若不滿意全額退費 

好市多認為會員來店購物最大的滿足就是能夠購得滿意的商品，因此好市多

為確保商品的品質，除了進行完善的品管措施外，若消費者在商品購回後，

發現若有不滿意之處，只要在一定期限之內，好市多保證進行無條件商品全

額退費。 

(2) 會員若對好市多不滿意，隨時可要求退會員費 

當會員認為在好市多進行購物，無法滿意時，只要會員提出申請，好市多會

退還會員所繳的年費。 

(3) 飲食區之飲料自助式無限暢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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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會員購物完後，大部份的會員都會在飲食區用餐，此時在這裡用餐可感

受彷彿在國外一樣，餐食的部分可自行調配想要的佐料，且飲料可無限暢飲，

如此的作法雖會造成企業的成本增加，但這項服務卻是消費者相當滿意的一

項服務。 

好市多在照顧會員權益的作法上，處處以滿足會員的最大需求為依歸，為了能及

時瞭解會員的意見，在賣場的出口處設有意見箱，每天都有專人來為會員的意見

進行答覆。 

3、 自有品牌策略 

好市多有一個自有品牌名為 Kirkland，而此自有品牌的比例為 3%。好市多高層認

為自有品牌的功能主要有二，第一為使供貨量穩定，第二為降低成本。 

店內僅供應 4,000 種商品，所以同類型的產品在同一個排面並不會很多，大概只

有 2~3 種，但供應商有時會發生斷貨的問題，而量販店強調的就是商品的齊全

性，所以有自有品牌時，就不用擔心這個問題，且也能控制穩定的供貨量。當商

品有相當的需求時可以自行找 OEM 的廠商做自有品牌，便可以享有規模經濟，

且成本也會隨之下降。 

四、 量販業整體之整合有下列十點： 

(一) 為了提昇不同客層之顧客滿意，量販店提供差異化的服務策略，進而創造更

多營收。 

(二) 量販店為了要塑造給顧客購物有保障的形象(Image)，在服務的策略上大部份

採取不滿意退貨以及買貴退差價的策略。 

(三) 量販店擁有品項數的多寡以及目標市場的差異，在選擇上架產品的因素會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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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四) 量販店皆有提供自有品牌，而自有品牌的品項延伸上，主要是以週轉率較

高、敏感性低以及涉入程度低的商品做考量。 

(五) 量販店在立地策略的準則考量大都會以商圈人口數、土地成本、道路寬闊以

及交通狀況作考量。 

(六) 當量販店具有一定規模時，為求經濟效益，會成立統倉，但例如好市多因為

店數不足，所以成立統倉，並不會有經濟效益，因此商品都由供應商直接配

送到各分店。 

(七) 量販店在供應商的評估策略上，主要會以品質、價格、消費者的需求、品牌

知名度以及商品的促銷配合與供應能力為考量準則。 

(八) DM是刺激消費者購買慾望最強的方式，因此量販店在廣告策略上最重視

DM。量販店在消費者的促銷策略上，大部分認為來店禮、摸彩以及現場操作

的策略，是提升營收最有效的方式。 

(九) 為了系統的相容性，量販的資訊系統大多由母公司導入，或者由策略聯盟的

夥伴協助導入。 

(十) 台灣量販店採購策略，皆為集中採購。 

 

 

五、 台灣量販業之五力分析 

(一). 潛在進入者的威脅 

沃爾瑪(Wal‐MARK)在國際市場上原本具有高度知名度，一旦進入台灣，勢必會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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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販產業造成相當大的影響。 

(二). 現有競爭者的競爭 

量販業的競爭者主要有百貨公司、超市業、連鎖超商、購物中心、傳統市場…等

等，消費者對於品牌商品會傾向到百貨公司購買，而連鎖超商業幾乎進占了每一

個空白商圈且 24H 的營業門檻是量販業較難跨入的，超市業全天候提供生鮮食

品，與靠近住宅區的便利性，絕非量販業所能取代。 

(三). 供應商的議價能力 

各量販業者紛紛開發自有品牌，且量販業者大量採購提高對供應商的議價力，物

流通路也相當龐大，使得供應商的議價能力較弱。 

(四). 替代者的威脅 

便利商店、超市、雜貨店甚至是電子購物的興起，上班族及家庭主婦可不用出門

便可在家輕鬆購物，像台灣這樣購物便利的地方，替代者對量販業帶來的威脅肯

定不小。 

(五). 消費者的議價能力 

量販店的最大特質是提供低價產品給消費者，由於通路的減少及大量採購使得成

本降低，顯然也降低了消費者的議價能力。在量販店中消費者是採「自助」的購

物方式，大多數商品都由消費者自行拿取，賣場僅配置少數服務人員，這對消費

者來說可能會選擇離家近且服務佳的商店，甚或沒有價格上的需求的話，也不一

定要選擇大型量販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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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環境五力分析策略因應表 

面對之威脅  因應措施 

現有的競爭者 

★迅速展店飽和市場。 

★以強勢廣告的方式塑造賣場知名度以建構本土通路品牌的氣

勢。 

★提供消費者高品質且低價格的商品以樹立通路市場的形象。 

★透過良好的顧客管理機制來建構顧客忠誠度。 

上游供應商 

★以聯合採購的方式獲取經濟規模的利益以使供應商能提供較低

廉的價格。 

★集中品項加強促銷、擴大需求。 

★發展配貨中心 D.C.(Distribution Center) 

★建立 OEM夥伴關係 

替代品的威脅 

★加強賣場業種的多元化。 

★以明亮的店裝與新鮮的生鮮蔬果來強化聚客力與提升客單價。

★建構休閒、購物一元化的新世代商場。 

消費者 

★提升會員之利益 

★回饋消費者策略 

★買貴退價差策略 

 

★消費者行為研究分析、改善 

★一次購足、方便、迅速 

 



 

39 

 

 

【量販店產業五力分析圖】 

 

 

 

 

 

 

潛在競爭者 

★保證低價 

★顧客滿意度調查 

★品質、新鮮、舒適 

★產品多樣化 

 

★市場佔有率 

★經濟規模 

★據點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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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前景分析 

一、 量販店之趨勢變化： 

(一) 自有品牌是獲利的核心關鍵因素 

自有品牌毛利的範圍可到10%~50%左右，因此這就是量販店的競爭武器，不過前

提是要消費者能夠接受自有品牌並且購買之。消費者對於沒有看過的品牌，在購

買上會產生恐懼。所以量販店必須要教育消費者，讓他們知道低價並不等於低品

質，而舉辦試吃便是一個教育消費者的好方式。未來當消費者的教育程度越來越

高時，便會辨識產品是否為知名大廠代工，相信擁有自有品牌多的人，便會更有

競爭力。 

自有品牌的另一個功能就是可以使成本降低。以若是產品有相當的需求時，可以

自己找OEM 的廠商做自有品牌，這樣當量更大的時候，價格便可以再壓低，因此

便可享有規模經濟，且供貨量自己也可以更容易控制。 

(二) 未來的戰爭從價格戰轉換到價值戰 

在台灣的量販店是相當的競爭，不斷地抽獎、摸彩、送禮⋯，消費者對於這些促

銷手法已經麻痺了，因為每一家量販店都在做。而價格下降的空間有限，價格定

再低，也只能低到一定的程度，並且消費者認為量販店價格低廉是應該的，所以

價格戰在量販店已經是最基本的，因此未來的戰爭將會轉換到價值戰。所以唯有

提供差異化的服務才能增加顧客的忠誠度。 

每一家量販店都有提供差異化的服務策略，像家樂福就提供任何一家的信用卡都

可以刷；大潤發提供的「多滿意」服務，從別家連鎖量販店無法獲得滿意的退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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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服務時，可以在購買後三十日內，大潤發可以協助提供您退換貨服務，以及提

供試衣和修改衣服的服務，一小時可完成修改；愛買吉安提供的免費運送服務以

及營業到十二點；特易購提供的手語服務、無障礙購物空間、育嬰室的提供以及

小孩子的專屬推車；好市多提供的飲食區之飲料自助式無限暢飲以及請會員吃早

餐，還有每家賣場提供多項的會員服務，包括：相片沖印服務、麵包部、藥局、

光學眼鏡部、海鮮、生鮮肉品、輪胎修護中心等，像是輪胎修護中心，就只要是

好市多會員就可享有免費氮氣充填服務。這些不外乎就是要創造不同客層的消費

者有更多的滿意，進而增加顧客忠誠度。但所提供的服務在硬體面是相當容易被

模仿的。所以量販店業者應強化軟體面的服務，像人員的服務，因為這這方面想

要模仿也並不容易的。 

(三) 行銷手法更加多元化，會員制所衍生的行銷策略使業者更具競爭力 

為了拉抬買氣、吸引客潮，量販店業者，也都加碼投資做活動、比氣勢、比內容

更比人氣。除了商品的品牌魅力之外，促銷活動也成為量販店業者聚客提高業績

的重要策略。以往的活動內容，贈送商品、出國旅遊都已經不稀奇了，目前尚有

推出百萬禮券、提貨券、高額的現金甚至是高級轎車。目前各店也積極加強各單

點的店頭行銷活動，除了試吃、試喝之外，也配合供貨商做個別的商品週活動。 

(四) 覆合式店中店的經營是未來趨勢，賣場勢必改裝 

許多學者都認為量販店有一個重要的特性，就是『一次購足』。目前尚有一半以

上的量販店是屬於第一代（只有賣場，裝潢較差）以及第二代的（包含美食街，

裝潢較佳）。第三代的店就像大潤發內湖二店、特易購的店以及家樂福的內壢店

（店中店的概念）。而目前唯有第三代的店的概念，才能滿足消費者一次購足。

在改裝動作上，除了設備部分的更新之外，也需加休閒區、親子區。除了自營部

分之外，也引進部分異業例如珠寶、西藥、業者共同進駐。異業結盟廠商的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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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重要，不能與店內的產品重複性太高，且引進的店還要分析附近的商圈是否

缺乏此種商店。 

(五) 市場上將會大者恆大 

愛買與吉安的合併，大潤發與歐尚的合併，這很明顯的顯示，未來量販店會是大

者橫大的。因為透過聯合的採購，使得議價力更高，便可提供更低的價格商品給

消費者。在國內尚有一些規模較小的量販店，因為區域性的本土業者經濟規模以

及財力支撐的問題點上，仍然是屬於較不易求生存的一方，所以國內量販業應該

還是會繼續出現併購的事件。 

出處：中原大學企業管理系碩士學位論文「量販店經營型態與行銷組合之研究」 

二、 策略聯盟 

策略聯盟的全新行銷模式，這幾年在國內儼然成形，尤其都會區土地昂貴難求，

想要獨自營造優良的經營環境相當不容易，尋找商場夥伴一同打拚，不失為快速

成功與降低風險的好方法。  

過去人潮集中的地方，是生意興隆的保證，但現代人出門消費不喜歡人擠人，更

痛恨找不到停車位，大家都希望停車方便，親子可以一同前往，而且吃喝玩樂一

次滿足，這也是大型量販店會快速崛起的主因。  

只是大型量販店所需的土地及營建等成本較高，興建期程也較久，不敷商場快速

競爭的需求，因此造就不同產業策略聯盟經營的興起。舉例來說，客喜康與興農

超市、三商巧福，就是在這樣的因緣下首次跨業合作。客喜康東山旗艦店與興農

超市、三商巧福並排開店，具有結市聚客的作用，在短時間內就形成一個小型商

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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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來說，量販店短、中、長期之策略聯盟大略如下： 

1. 短期－密集成長策略，競爭對象鎖定超級市場。 

2. 中期－差異化策略，競爭對象鎖定便利商店。 

3. 長期－資源轉換策略，競爭對象鎖定百貨公司。 

 

三、 量販店之未來趨勢發展： 

(一). 自營商品 

量販店相繼推出訴求質量較高的自營商品，企圖在物價上漲風潮中找出新的獲利

方向。大潤發推出全新自營品牌“大潤發品牌＂，直接挑戰國內領導品牌商品，

目前已推出近百種商品，包括保鮮盒、記憶枕、健康醋等，價格比領導品牌便宜

15%以上目前大潤發自營商品以訴求市場最低價的“大拇指＂為主，品項有近

2,000 種，比領導品牌便宜六成，若和賣場內同等級最低價產品相較，也便宜一

成。至于新推出的大潤發商品則不打最低價，而是鎖定與領導品牌競爭質量，但

比領導品牌便宜 15%以上。 

家樂福在 2007 年 7 月才調整自營商品定位，以精選商品、家樂福商品與超值商

品三個價格等級，提升自營商品精致化。大潤發則在 2007 年 9 月推出“大潤發

商品＂，企圖與市場領導品牌一較高下。家樂福是率先重新規劃自有品牌的業

者，經過兩個月與消費者溝通，逐漸收到成效。家樂福公關經理林夢紹說，以往

最低價的“NO.1＂品牌的商品，更名為“家樂福超值商品＂後，品項數縮減一半

只剩 500 種。家樂福超值商品逐漸被質量較好的“家樂福商品＂取代，目前家樂

福商品營業額占比為六成，其次是家樂福超值商品，這顯示消費者對質量較好的

自營商品，接受度愈來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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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網路購物方式 

近年來網際網路的盛行，對各個產業帶來不小的衝擊，尤其是流通業。以往消費

者在購買產品時，必須要到商店進行交易，然而，透過網際網路消費者也可以在

家中完成交易。在科技日新月異下，資訊可透過網際網路傳遞，由其所引起的「電

子商業革命」將改變整個零售體系，包括所有製造產品的流程、顧客購買流程、

企業行銷技巧等。而這點除了意味著透過網際網路，可以降低業者的行銷成本，

包括業者與消費者直接溝通的成本，以及收集市場資訊的成本之外，也意味著網

際網路改變了流通業的經營型態，如無店鋪的興起，以及買賣角色主被動的互換。 

(三). 互相結合物流中心 

流通業的經營特色，除了大型化、多元化、連鎖經營、國際化、無店舖經營、資

訊化等，近年來最引人注目的兩大議題，就是物流中心與購物中心的興起。流通

業經營型態趨向多元化，便利商店、量販店、倉儲批發林立，新業態對於物流多

樣少量的要求，促使許多企業紛紛建立專屬自己產銷體系的物流中心或是與專業

的物流中心長期合作，以提高本身的經營效率。流通業界的行銷通路產生巨大的

變化，從過去經由層層複雜通路而簡化為透過物流中心統一配送的行銷通路方

式，使得流通業的經營面臨更多的挑戰與優勢。目前一些大型的流通業者，如統

一超商、惠康超市、遠東愛買等，皆已成立專屬自己的物流中心與物流系統，以

降低物流成本，達到充分掌控貨品流通與市場契機的目標。 

(四). 購物中心的興起 

另一個流通業發展新趨勢，就是購物中心的興起。隨著國民所得與消費能力日益

提高，婦女就業人口增加，自用汽車普及等現象，使得近年來國內消費行為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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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購足，而且由於週休二日制度的實施，國內都會區的休閒空間明顯不足，因

此結合購物、商業、休閒、娛樂、文化、教育及服務等多功能的大型購物中心，

將是消費者假日休閒娛樂的最佳場所，勢必成為流通業未來的新趨勢。台灣已進

入全消費時代，重視的不僅是需求的滿足，還包括消費對象、消費方式、消費環

境、消費享受的強調，而百貨公司或大型量販店難以滿足此消費需求。購物中心

的經營本質乃是有計劃的建設舒適的購物環境，如一條有水、有樹、有廣場的商

店街道，人們可以自由自在充分享受購物的樂趣。全家人愉快地一起進餐，散佈

在兩旁有著各式各樣商店的街道上，輕鬆選購自己喜愛的商品，這正是今天人們

所嚮往的購物型式。因此，購物中心勢必成為台灣流通業的未來新趨勢。 

(五). 女性市場有蓬勃發展之趨勢 

而且近年來，台灣的信用卡消費行為出現了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女性市場的蓬

勃發展。隨著女性就業人口的增加，經濟上不像傳統需要依賴男性，女性消費者

持卡比率大幅提高，而且有專門為女性設計的信用卡，典型的如台新銀行的玫瑰

卡。而對流通業者來說，信用卡的普及可說是一個契機，也可以說是一個挑戰。

因為信用卡不同於現金，可以馬上對現、馬上交易，而且必須支付某個比例的交

易額給予發卡銀行，至於比例多寡端視各家發卡銀行的規定。因此，信用卡對流

通業者而言，必須針對其規劃新的行銷策略、會計系統等，但也因消費者可以先

享受後付款，所以提高消費者相當的購買慾，目前台灣一些流通業者針對此一契

機，發行專屬自己的信用卡或簽帳卡，例如家樂福的得益卡、SOGO 的簽帳卡、

萬客隆的荷蘭銀行信用卡等。 

(六). 成立小型店 

家樂福便利購小型店就是與全聯較勁的新通路，企圖在超市市場分一杯羹。家樂

福積極開社區型小店，全聯密切觀察中，從這點即可看出，全聯鋪天蓋地的展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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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超市開到迷你店，速度之快，即使家樂福急起直追，可能還要花一段時間。家

樂福也清楚，今年零售業前景仍不明朗，因此對第一家小型店從原本的積極樂觀

轉趨保守。原先要大張旗鼓開店，後來也改為低調，希望有三個月的緩衝期，先

測試市場水溫，再視情況調整策略。報導如下： 

家樂福第一家小型店「家樂福便利購」明天開幕，鎖定全聯福利中心為目標，展

現家樂福搶進中小型超市版圖的決心。家樂福新通路品牌「家樂福便利購」明（15）

日開幕，這是家樂福的第一家小型店，營業面積 250坪，品項有 2萬種，包括民

生用品、生鮮、麵包、家電等，但商品數僅有量販店的五分之一，定位為「量販

價格、超市面積、超商便利」。   

家樂福行銷總監李雅惠說，家樂福便利購成立後，開店策略會更有彈性。人口數

多、有大型賣場的空間就開量販店；社區型商圈且人口數有限，就開便利購小型

店。家樂福鎖定全聯福利中心為目標，積極搶進超市版圖的動作，兩大通路即將

正面交鋒。   

國內量販店市場漸趨飽和，家樂福推出小型店，已在零售市場投下震撼彈，引起

全聯福利中心等業者關注，使家樂福更為謹慎，第一家府中店位在台北縣板橋，

但並未大肆宣傳。李雅惠解釋，小型店必須有三個月的觀察期，開店後也會依商

圈、消費特性，調整營運策略與商品。家樂福便利購在商品價格與策略，將會與

量販體系有所差異，但兩個通路會共同採購，因此售價會比超市業者更低。除提

供民生必需品外，家樂福便利購也販售基本的家電產品，如熱水瓶、電鍋等，這

是全聯、頂好超市等通路沒有販售的品項。   

家樂福 2008年度開出 12家新店，是進軍台灣市場開店數最多的一年，府中店開

幕後，家樂福店數突破 60家門檻。家樂福總經理杜博華日前強調，雖然不景氣，

但不會停止開店，開出第一家小型店後會更有挑戰。家樂福 2005年起開始討論

全聯的策略，2006年小型店計畫逐漸浮上檯面，2007 年開始尋找適合商圈，原

本計劃尋找約 1,000坪的賣場，但此類空間難尋，最後決定縮小坪數、落腳板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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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 結論與建議 

量販店的特色在於貨種齊全，同時以大量壓低進售價，滿足顧客對低價、一次購

足的需求。低價似乎已成為量販店的標籤，但過度的低價，卻形成惡性競爭。由

於量販店強調的是低價的量販，為了順應環境的變遷加上量販店也已漸步入成熟

期階段，量販店必須由「量」的商品擴充轉為「質」的個人差異化服務與品質的

保證，塑造一個顧客滿足的服務保證。 

 

 

綜觀這份報告，我們為量販店面臨未來可能的趨勢擬了一些建議： 

(一). 強調熟食商品的品質 

隨著外食人口的增加，量販店可利用其廣大的賣場空間，現場製造披薩、麵包、

麵條、壽司、小菜…等多樣化熟食以突顯特色，吸引顧客購買，以增加利潤。常

態性特價案的施行。熟食商品出自各賣場自行生產及檢驗控管所產生，各賣場品

質差異大。不但要便宜、好不好吃也是很重要的，除此之外，熟食的衛生和新鮮

度，也是消費者所會考量的。 

(二). 繼續採用自有品牌來降低售價 

如何操作自有品牌，當市場極度競爭為樹立低價形象，在既有品牌，廠商為了維

持其盤價，不允許破盤，否則斷貨之情形下，自有品牌便可打破解決此一桎梏，

以市場最低價且供貨無虞之優勢打敗競爭對手，另外藉由量販店之通路威力，培

養自有品牌商品，給予最好的陳列位置及最大之空間，經常安排促銷提高曝光

率，待商品獲得消費者認同，便可省下廣告費與相同商品競爭且可獲得更高利

潤。各家量販店已發展了自有品牌，而自有品牌的商品需要有質與量，方能做出

口碑、信譽，而非僅是口號，或是要吸引人注意而已，要知道消費者可是精明的，

在此資訊發達、競爭激烈的時代，消費者是很容易去做比較的，「要做就要做最

好的」，否則在消費者口耳相傳後，正、負面效果，殺傷力及持續效果，都會很

強。自有品牌商品的比例有增加的趨勢，百貨家用品也有比食品增加的趨勢，並

以DIY  商品增加比例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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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購物免費專車 

量販店業者為了符合量販店寬敞廣大的特色，因此佈點位置大都位於距離市中心

有一小段距離遠之郊區為主要設點區域，如此將降低驅車前往之消費者因尋找停

車的苦所產生之抱怨。卻未將非汽車使用者族群或並不想開車前往之消費者納入

考量因素，因此，量販店業者可考慮設置量販店購物專車免費接送，以固定班次、

時間及路線接送欲前往購物逛街之消費者。藉由更多更廣之顧客群帶入潛在之商

機。 

(四). 開放網路訂購 

量販店業者面臨多元化的消費族群，更應藉由開放網路訂購滿足部分只需特定商

品的消費族群，不需大費周章前往購物，並同時提供送貨的服務，隨時讓顧客查

詢商品運送進度，在既定的時間內準時送達至顧客手中，甚至更拓展至商品不行

意即可替換，直到滿意為止，以服務至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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