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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主要檢視台中知名大型美式賣場其商業活動對周遭的影響力，首要

釐清本賣場以市場多目標使用方式進駐的背景，及檢視年底好市多北屯店新開

幕後，台中的兩家好市多與台中步入捷運社會的關聯性，透過實地調查，對當

地居民、商家與賣場消費者各別做不同訪問調查，進行賣場空間拍攝與周遭環

境巡視，統整所蒐集資料進行社會網絡分析，並針對研究調查結果做議題探

討，延伸交通、停車、推車亂象、捷運效益、會員退貨機制等問題，提出賣場

對當地造成影響之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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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the commercial 
activities of global wholesale warehouse discount store-Costco in Taichung. 
  First we clarify the background of multi-use of Costco and survey the relation 
between newly opened Costco in Beitun district at the end of the year and the one and 
MRT.  
  A descriptive survey design was adopted to collect the data and was conducted to 
photograph inside store space and surrounding. Different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to 
local residents, customers to Costco and merchants nearby Costco. According to our 
field survey, we focused on th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We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research results, and come up with the issues of transportation, parking, cart disorder 
and benefits of MRT completed, and Costco's member return policy.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were that we proposed pros and cons that Costco impact on 
the local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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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壹、 調查緣起 

社會生活空間由人類活動、路網、建設規劃、土地配置等諸多因素形成，

是人們藉由行為與空間互動所產生的環境模式，從中衍生人文社會現象，社會

空間、人類活動、社會現象彼此息息相關，其中，「消費」更是每個人在社會

生活中日日進行的行為，無論是否生活在都市裡，人人都會進行消費，而在城

市中，消費行為較為多元，人們可以從鄰近的便利商店、市場，步行去購買用

品、生鮮等商品，也有人願意利用交通工具與更多的時間成本去較遠的區域購

買所需商品，雖然都市生活機能是較佳的區域，但在有更多的購買選擇下，有

時反而人們會花更多的時間與金錢成本去進行消費，原因為何?本次社會生活空

間調查即以美式大賣場「好市多台中店」作為考究主題，探討大型賣場對於都

市生活與周邊空間的影響。 

 

貳、 調查目的 

本調查選擇好市多台中店進行周邊社會空間調查，目的為探討其商業活動

對於鄰近周邊生活空間的影響性。目前，好市多台中店為台中唯一一處好市多

分店，業績也為全台分店之冠，單店營收去年將近百億元，吸引大批人潮的美

式賣場其成功營運下社會是否衍生其他問題? 

故本組調查將分析消費者、業者與周邊住家、商家的行為模式，理解各立

場下各自對美式大賣場的看法，進而了解其對於社會空間的影響，故本報告將

透過資料蒐集與實地訪談調查去探討賣場與周邊社會生活空間的關係，觀察人

們進行消費的行為對區域造成的影響，看業者面對大量消費者的服務處理對於

經營成長的關係，了解當地居民對賣場的好惡看法，是否對其造成生活影響，

進而分析彼此各網絡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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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調查地點基本資料 

壹、 賣場背景 

(一)營運背景 

1983年成立於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市，最早起源於 1976年的 Price Club

公司。好市多在全球設有超過 500家的分店，第一間賣場於 1997年 1月進駐高

雄前鎮區，為台灣唯一收取會員費用的量販店，目前有 13間分店，預計 2019

年將再拓展第 14間分店。 

 

(二)銷售方式 

好市多以倉儲式的銷售方式為特色，營利方式以低價格提供高品質的商

品，與同業相比，以品類較實用與排行榜靠前的品項作為銷售商品，針對此類

項目大量進貨來壓低成本，因此可以壓低零售價。 

除盒裝或箱裝等大量產品銷售外，好市多也販賣其他多元化的產品，如蔬

果、肉類、乳製品、海鮮、烘焙食物、花、服飾、書籍、軟體、家用電器、珠

寶、藝術、酒類和家具。許多分店還設置輪胎維修服務、藥局、眼科診所、照

片沖洗服務和加油站。 

 

(三)會員制度 

會員種類 商業會員 金星會員 

會員年費 NT$ 1,150 NT$ 1,350 

副卡年費 NT$ 900 無 

申辦資格 

公司行號負責人或非

營利事業組織之最高

主管 

凡年滿 18歲 

(未滿 20 歲者應經法定代

理人之允許) 

免費家庭卡 

僅限給配偶、父母親(含配

偶之父母)、兄弟姊妹、年

滿 18 歲子女或居住於同地

址之家人 

1名 1名 

副卡 6名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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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中據點 

1.台中店（2007年 11月開幕，台中市南屯區文心南三路 289號） 

 位於八期重劃區占地約五千六百坪，與台中市政府以 BOT形式共同開發設

立，須繳納 3億 2千萬元開發權利金，並每年繳納當年期公告地價 5％的租

金，取得 30年地上權使用。 

台中店即為本次調查地點，是目前全台業績最好的分店，此店服務供給範

圍除了台中居民，也擴及到彰化、南投、苗栗整個中部地區，此區位上交流道

或行經中彰快速道路約 10分鐘，也因地理位置，南屯區往南至彰化、南投也不

遠，區位交通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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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屯店（預計 2019年底開幕） 

 從近年台中店業績就得見中部消費需求大，好市多將於中台灣將開出第二

家分店，於 2018年 8月 28日台中北屯捷運機廠旁特定商業區土地地上權案中

得標，取得地上權五十年、占地約六千坪的土地，臨靠台中捷運綠線 G0站，欲

興建地上三層的賣場及兩層停車場。 

 商機看好中部地區民眾的消費能力，開拓新店以增加消費據點、空間，以

及分擔一些現在台中店過於大量的客潮，吸引更多潛在消費者；而此店選址也

看好未來台中捷運生活便利性，據點設立於捷運北屯總站，望捷運帶來人流，

也不造成周邊道路交通停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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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調查地點區位分析 

 好市多台中店坐落在台中市第八期重劃區內，為圖中中心之市場用地，周

邊被商業及住宅用地包圍，周邊有南苑公園、豐樂雕塑公園兩公園用地，因應

廣大商業區，圖中有三處紫色區塊為廣場兼停車場用地以供商業需求。 

 其中好市多、迪卡儂為公共設施多目標使用案例，採 BOT辦理開發，由民

間出資興建，並依規向市府繳納相關權利金及租金，雖商場進入對居民有環境

品質破壞之疑，但可謂當地提供更多的回饋，如停車位、就業機會、戶外設

施、景觀綠化、活動舉辦等提供，透過多目標使用使公共設施多樣化，增進公

共設施用地所發揮之效益。 

 周邊房價在初期預售屋每坪為 13至 16萬，2007年好市多完工營業後，預

售屋上漲至每坪 25至 32萬，漲幅近一倍，除好市多進駐於此提升當地生活機

能外，區域本身機能開發後也是上漲因素。 

 因主要目的多為體積或份量較大的購物行為，多數人前往的交通運具為

汽、機車，賣場本身也提供停車場供民眾及員工停放，外地民眾多由中港交流

道或南屯交流道轉至文心路至此，文心南路及大墩南路為多數民眾前往必經之

主要道路，好市多賣場周邊豐富路、文心南三路、大墩南路及文心南五路等路

段常因民眾車輛排隊停車入場而壅塞。 

 預計今年底將通車的台中捷運綠線，未來將有豐樂公園站(G12)於文心南路

上，距離好市多不到 500公尺距離，捷運出口至賣場出入口步行六至十分鐘以

內即可抵達，台中捷運生活若開啟，未來有機會因捷運帶來消費上的便利而產

生更多的商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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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新聞報導案例蒐集 

透過新聞報導的宣傳，不僅增加了好市多的媒體曝光率，亦帶動了好

市多消費客數的上升，像是厚奶茶的媒體宣傳連鎖效應、首次黑色星期五

大促銷降價吸引大量民眾；而好市多的經營及消費現象也受到時事的社會

現象影響，如同 2014年爆發的劣質油原料風暴，也對好市多的營運造成了

衝擊。 

 

（一） 黑色星期五： 

台灣好市多至 2017年同美國賣場一樣推動「黑色購物節」的活動，在

限時的日期內部份產品有折扣或促銷優惠，多間新聞媒體報導加上會員間

相傳，在開賣前和開賣期間吸引大量民眾前往，希望可以像美國的黑色星

期五一樣有大量降價的大量商品優惠。以電視為例價格確實便宜近一半的

價位，但優惠商品的品項及數量比會員預期的少，使得部分未買到想買商

品的會員不滿意，眾多的人潮也造成了賣場內外環境混亂問題，但確實藉

黑色購物節的噱頭達成了吸引客流的方式，提升商品的買氣。 

 

（二） 厚奶茶風潮： 

在 2017年九月至十月掀起全台轟動讓大量民眾都想嘗鮮的義美厚奶茶

就是媒體宣傳效益的一例，其實這個系列在八月就在好市多賣場上市，在

上市初期並未吸引大眾目光，但好市多利用媒體及社群效應成功銷售這項

產品。一連串的爆紅”、”搶不到”的新聞用詞加上社群軟體上的打卡風

潮，加上僅好市多”獨家販售”的情形，社會大眾被這股飢餓行銷及行動

傳播影響也前往賣場購買，連帶帶動其他產品銷售，整體的營業額增加。 

 

（三） 牛奶退貨潮： 

2014年 10月頂新捲入食用油產品使用劣質油原料風暴，遭「滅頂」

風波影響，在各大賣場及好市多掀起了一股「秒買秒退」的風波。不管是

吃過的食物還是穿過的衣服等等，只要消費者不滿意，賣場通通接受退

貨。因為採取收費會員制，所以完全尊重會員的退貨意願，也不會因為會

員頻頻退貨就祭出停卡處分。好市多就憑著這招「無條件退貨」的手法，

成功拉攏了許多會員、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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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實訪現況調查 

壹、 消費活動空間 

（一） 賣場內部 

好市多屬於倉儲會員制量販店，因此整體的裝潢也就像一個大倉庫一

樣，高天花板、金屬製的屋頂、水泥地板、外露管線、無裝飾的光源，貨

物堆積在高高的層架上，這一切的裝潢都與其他量販店的明亮環境正好相

反，但這正是好市多的價值主張，以更有效率的方式營運且提供高價值給

顧客。因為簡潔的裝潢，更能使機器加速貨運運輸節省人力成本，也省下

裝潢費，而省下的這些變可以回饋顧客的消費者心理認知。 

好市多內部動線屬於比較自由的，不像是 IKEA那樣有路線式的規劃，

且因屬於量販店，走道和推車雖大，但推車也容易被顧客放置在走道一邊

然後去挑選物品，抑或是在生鮮熟食區有的試吃活動，更是容易看見被留

置一旁的推車，而導致顧客在商場中時常覺得紊亂而東躲西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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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賣場外部 

好市多的停車場分為內外兩個，露天停車場位於文心南五路一段上，

其出入口與室內停車場之入口共用，而室內停車場的出口與好市多的進貨

區則是位在豐富路上，在好市多特惠日或是假日賣場四邊的路（豐富路、

文心南三段、文心南五路一段、大墩南路）皆是擁擠的，並且停車格一位

難求，路上的慢車道都會排著進去好市多的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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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訪談調查 

（一） 訪談目的 

人們的活動與空間互動之間的環境模式交錯複雜，單從網路資料分

析，僅能得到片面的資訊。為了從各個角度檢視好市多台中店對周邊帶來

的影響，跳脫「我們」的思考模式，從其他人的看法來了解此區域的人與

空間的交互作用，我們將訪問對象分類，並透過問卷及口頭的訪談、錄音

進行調查。 

 

（二） 問卷設計 

我們將與好市多有關聯的人們分為四個類別：消費者、好市多員工、

周邊居民及周邊店家進行訪問，而訪問內容也依照各個類別進行設計： 

 

－ 好 市 多 台 中 店 周 邊 社 會 生 活 空 間 調 查 問 卷  － 

消

費

者 

1. 請問今天是從哪裡前來好市多的?使用的運輸工具是什麼?或是用

走路的方式? 

2. 請問在停車時有沒有車位不足難找的情形?有沒有遇過人很多的時

候進不來的狀況?認為交通狀況如何?來這裡還算方便嗎? 

3. 通常多久會來一次好市多 

4. 請問有好市多會員已經多久了 

5. 會想來好市多的原因是什麼?有什麼優點會想吸引你來?(怎麼不去

附近的超市或其他大賣場消費?)  

6. 認為好市多有什麼缺點嗎?服務/空間/商品/金額…(不覺得年費有

點高讓你有壓力嗎，還是還好因為東西真的有讓你覺得很划算) 

7. 如果剛好想吃飯，那剛好來好市多的時候比較常買賣場裡的食物

還是在樓下買餐點還是會離開去別的地方買呢? 

8. 請問在好市多附近有沒有妳常會去消費的商店或駐留的地方(公

園)?是不是因為好市多在這邊所以才去的呢? 

9. 覺得好市多給你的影響有什麼呢? 

好

市

多

員

工 

1. 請問在這裡工作多久了? 

2. 平常上班都是怎麼來的?車子停哪? 

3. 讓你願意留在這裡工作的原因是什麼? 

4. 主要負責的工作是什麼? 

5. 平常都是什麼時間人最多(讓你覺得忙不過來)? 

6. 自己是會常在店裡消費的嗎? 

7. 在好市多附近周邊你會去哪些地方吃飯、消費或休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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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邊

居

民 

1. 請問在這裡居住多久了? 

2. 2007年 11月開幕(11年)前就住在這的:在好市多來之前和現在經

營十多年了，有什麼感受或是附近有什麼變化呢?住在這的品質是

還不錯的嗎會不會因為附近的商業活動讓你感到不便過?有什麼是

你喜歡居住在這裡(這個區位)的原因嗎? 

3. 住不滿 11年的居民:怎麼會想搬來這呢?是看好好市多可以帶來什

麼效益嗎?是因為看好離好市多很近所以選擇在這裡居住(置產)?

還是附近周邊的環境有哪些特點非常吸引來這邊生活? 

4. 房子是承租的嗎?可不可以請教一下租金多少或是從好市多開幕以

來租金的調整狀況? 

5. 覺得好市多開在周邊對生活上有什麼影響?各有哪些正面與負面影

響? 

6. 有沒有會員，會常去好市多嗎? 

7. 去的目的多是什麼呢?逛街散步/買日常用品、食物/用餐/或其他

服務 

8. 覺得好市多都是什麼時間人最多?所以你都什麼時間去呢? 

周

邊

店

家 

1. 請問這家店在這裡經營多久了? 

2. 11年前就在的:在好市多來之前和現在經營十多年了，有什麼感受

或是附近有什麼變化呢?在這裡經營營利是還不錯的嗎?會不會因

為好市多在附近或是其他的商店、公園讓你的經營帶來一些影響?

有什麼是在這裡經營會帶來的好處或壞處? 

3. 經營不滿 11年的商家:怎麼會想選擇在這裡開店呢?是看好好市多

可以帶來什麼效益嗎還是附近周邊的環境有哪些特點非常吸引來

這邊做生意? 

4. 房子是承租的嗎?可不可以請教一下租金多少或是從好市多開幕以

來租金的調整狀況 

5. 覺得好市多開在周邊對你的生活或是生意上有什麼影響?各有哪些

正面與負面影響? 

6. 有沒有會員，會常去好市多嗎? 

7. 去的目的多是什麼呢?逛街散步/買日常用品、食物/用餐/或其他

服務/(店裡有沒有用好市多的東西?) 

8. 覺得好市多都是什麼時間人最多?所以你都什麼時間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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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訪談內容 

 消費者 

 

消費者A：兩位阿姨(親姊妹) 採訪時間:2018/12/29 下午12:42 

與

受

訪

者

合

影 

 
拍攝採訪地點:好市多賣場內 

已有會員時間 五年 居住地點 大雅區 

來好市多的頻率 一兩個月來一次 前來方式 自行開車 

訪談綜合小結: 

一、針對停車問題，受訪者認為停車空間不足，常常排隊進場後，停車位也

難尋。 

二、好市多吸引前來消費的優點是什麼: 

因主要採買為家烹調飲食所需，注重食材的品質，認為好市多販售

流動進貨快，在食材品管上都做得很仔細、專業，故這裡的東西新鮮，

價錢也相當划算，CP值高，若去一般大賣場東西品質就比較不一定。 

三、好市多每年收取年費有什麼看法: 

年費雖有稍貴，但是有常來消費就還算划算，受訪者與我們分享，

今年雙11時人非常多，來搶購一台65吋電視價差三萬打對折，十分便宜

是限量的，有搶到就非常划算，早就抵得過會員年費了。 

四、在好市多附近周邊會去哪裡走走逛逛嗎: 

會去對面運動商場迪卡農逛逛，很近可以走去，其他地方就沒有去

過。 

五、對於好市多的期望: 

希望台中水湳店可以快開幕，能多開一間分店就太好了，離家裡比

較近，可以常常去，人也不會整個都擠在南屯這間好市多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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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B：一位先生與兩位小姐 採訪時間:2018/12/29 下午12:53 

與

受

訪

者

合

影 

 

拍攝採訪地點:好市多賣場內 

已有會員時間 
11年(好市多開幕

後即申辦會員) 
居住地點 神岡區 

來好市多的頻率 

與前來方式 

1.久久有消費需求會開車前來好市多一次 

2.阿姨因上班地點鄰近好市多，平時會騎機車一月來四、

五次。 

訪談綜合小結: 

一、當天本組消費者於早上10點多進場，當時停車場排隊近20分鐘，對於停

車問題，雖稍有車位不足困擾，但認為客流進出流動大，只要稍微等待

都可以順利停到賣場內停車場。而利用機車前來消費相較開車會方便許

多，機車無停車上的困擾。 

二、好市多吸引前來消費的優點是什麼: 

有些東西是便宜品質又不錯，但最吸引點主要是認為服務做的很

好，好市多退貨機制佳，跟其他賣場比起來買東西上比較沒壓力。 

三、好市多每年收取年費有什麼看法: 

年費只要有多來消費就會划算，而且若突然不使用會員的話是可以

退錢退會員的，故申辦會員並不是太有壓力和負擔的事。 

四、認為好市多需要改善的地方: 

(1)來這裡的人實在太多，感受上認為賣場空間太小了。 

(2)商品份量太大有負擔。 

五、在好市多附近周邊會去哪裡走走逛逛或用餐嗎: 

偶爾在賣場內用餐，大部分時候來好市多消費完都直接離開此區，

並不會在周邊附近從事其他活動，認為是因為這裡本身就不是太好停

車，周邊生意應該是做不太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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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市多員工 

 

員工A：一位阿姨 採訪時間:2018/12/29 下午13:37 

與

受

訪

者

合

影 

 
拍攝採訪地點:好市多賣場內 

前來方式 機車 居住地點 南屯區 

成為員工時間 十一年（開店至今) 

訪談綜合小結: 

一、針對停車問題，員工並沒有另設專用的停車空間，而是與會員使用同一

個停車場。而此次受訪者的交通工具為機車，所以多將機車停放於好市

多周邊的人行道上之停車格。 

二、這裡的員工皆會有各自隸屬的部門，而此次受訪者屬於服務部門。 

三、好市多的人潮集中在什麼時候： 

  由於目前全臺中只有這一家，所以人潮幾乎每天都很多，不論是平

日還是假日。而好市多預計在北屯區拓展店面，原本高度集中的人潮應

該可以因此而分散。公司會以員工的住家與店面的距離作為考慮，首先

選擇距離新店較近的員工進行調店。而受訪者的住處鄰近於好市多台中

店，暫時沒有調店的意願。 

四、在這裡如何解決飲食問題： 

  好市多內並沒有提供員工餐，受訪者表示主要是自己帶便當，平常

比較少在好市多內或周邊吃飯，因為周邊店家並不多。 

五、平常會在店裡消費嗎： 

  受訪者表示會，且常常會購買店裡的商品，因為家裡需要的民生用

品上班時就可以順便且就近的購買，不必另外花時間至其他賣場，且員

工可以不必繳交會費就能加入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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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邊居民 

周邊居民兼消費者A：先生與孩子 採訪時間:2019/01/06 下午01:40 

與

受

訪

者

合

影 

 
拍攝採訪地點:南苑公園 

居住當地年數 六年 已有會員時間 
搬來附近居住前已

擁有會員 

去好市多的頻率 
一週一次，非逛街散步性質，是為購物需求採買日常用品

才去賣場。 

訪談綜合小結: 

一、吸引居住當地的原因: 

對於先生而言機能十分方便，周邊有學校，商場也很多，公園面積

也很廣闊，都會帶孩子去附近南苑和豐樂公園走走，住這環境較不像七

期擁擠，房價也較合理。 

二、吸引前往好市多消費的優點主要因價格實惠，商品東西品質良好。 

三、住在好市多附近有那些好與不好的事情: 

每到週末好市多外圍交通阻塞嚴重，而相較於其他消費者，先生因

居住附近採買方便，沒有排隊停車的問題，平日前往也可避開人潮。 

四、現居住房屋為自有住宅，購買時有因好市多與其他商場、公園等方便機

能而地段價格較高。但附近要吃飯確實較不方便，需要前往南屯路一帶

才較有店家。 

五、居住在當地五年來認為周遭的變化: 

當商城越開越多，迪卡儂(2012年)、文心秀泰(2018年7月)皆開幕，

捷運綠線也在隔壁文心南路上，是越來越方便的地區。覺得還有發展潛

力，看到捷運沿線都還有空地，道路也在開拓整理，或許未來可以適合

騎乘腳踏車，因此雖購屋時房價已不低，但當地機能潛力佳，不須擔心

房市跌價會對自住房屋價格有太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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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居民兼消費者B：小姐與孩子 採訪時間:2019/01/06 下午01:53 

與

受

訪

者

合

影 

 
拍攝採訪地點:迪卡儂賣場外 

已有會員時間 
11年(好市多開幕

後即申辦會員) 
去好市多的頻率 兩週來一次 

訪談綜合小結: 

一、居住離好市多不遠，常來好市多和迪卡儂主要是為消費與帶小孩子走

走，主要購買日常用品，會避開假日人潮才去好市多購物。 

二、好市多吸引前來消費的優點是什麼: 

因為住附近所以購買東西很方便，價格不算是便宜，但認為品質很

不錯，特別是肉類與食品類都很新鮮。 

三、好市多對當地的影響有哪些: 

房價確實有受好市多影響而價位較高，聽過周邊居民認為交通太繁

忙是個困擾，出入會塞車，對於受訪居住於附近的小姐則無此困擾。 

四、主要來附近僅會去好市多和迪卡儂，周遭商店少，吃飯沒有選擇性，偶

爾才吃好市多的東西。但附近要吃飯確實較不方便，需要前往南屯路一

帶才較有店家。 



好市多台中店周邊社會生活空間調查 

                                    20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2019 年) 

 周邊商家 

周邊居民C：先生 採訪時間:2019/01/06 下午01:10 

受

訪

居

住

地

點 
 

採訪地點:店家-大金變頻空調外 

居住當地年數 2年(不會去好市多消費) 

訪談綜合小結: 

一、因工作需要，在店家樓上承租房間，與鄰近好市多無關係，近兩年來租

金未有調漲。 

二、認為好市多帶來生活噪音，車輛很多交通受影響。 

周邊居民兼商家D：餐廳老闆娘 採訪時間:2019/01/06 下午12:35 

受

訪

店

家 

 
採訪地點:商家-滿溢手工麵線 

居住當地年數 20年 已有會員時間 
11年(好市多開幕

後即申辦會員) 

開店經營年數 半年 去好市多的頻率 常常有需要就去 

訪談綜合小結: 

一、在當地居住20年，變化差異甚大，以前好市多是一片田，現在整體很熱

鬧，人潮變得太多。因看見人潮看見商機，故後來開店經營餐廳。 

二、住此生活環境不錯，喜歡附近公園很多，覺得好市多開了有帶來方便，

但也因好市多的關係交通常會塞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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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訪談總結 

周邊商家A：GARMIN手錶店員工 採訪時間:2019/01/06 下午12:40 

受

訪

店

家 

 
採訪地點:商家-GARMIN 

店家經營年數 2年(設此分店據點為公司決定，店家為承租) 

訪談綜合小結: 

一、員工本身沒有好市多會員，但會去購買好市多商品。 

二、認為好市多在附近對於店家本身無多大影響力，會來的客人多半是認識

GARMIN品牌的人來消費。 

周邊居民兼商家B：寵物店員工 採訪時間:2019/01/06 下午12:46 

受

訪

店

家 

 

採訪地點:商家-九百家寵物用品 

店家經營年數 5年(店家為承租，租金未調漲過) 

訪談綜合小結: 

一、員工本身有會員，雖然離好市多很近，但很久才會去消費一次。 

二、在此開店無特別理由，主要因剛好正見此有位子落腳而承租。 

三、好市多對店家最大的影響: 

因好市多顧客眾多，車子會亂停，影響真正要來寵物店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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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此次實地調查的訪談內容整理，我們歸納出以下三點結論： 

 

（1） 據本組實地觀察，來好市多的人潮從台中各地區的人都有，通常

來消費購買數量很多的消費者住離位在南屯的好市多較遠，而住原台

中市的消費者前來距離的時間成本較低，來賣場的次數偏高，通常來

購買時消費量較少。而好市多之所以人潮川流不息，是因其為中台灣

唯一一家好市多，它所供給的人口擴及整的台中市甚至整個中部地

區，因此多數消費者皆認為每次來覺得太過於擁擠，是否賣場空間不

足夠，故有消費者期望好市多可在台中展店，疏散人流，也可以離自

家較鄰近。 

 

（2） 訪問過後，所有會去好市多消費的訪談者皆認為，會來好市多消

費主要是商品品質良好，貨品新鮮，可以使消費者感受到商品的優

良，其次為商品經濟實惠；好市多會員制對於訪談的消費者認為，會

員服務相當良好，滿意退貨機制，年費金額並非是阻礙消費的問題，

僅是賣場人潮較多，年費只要有多來賣場消費即划算合理。 

 

（3） 周邊整體環境優良，唯交通阻塞與飲食不便 

經過走訪好市多周邊環境與居民商家的訪談，皆認為當地生活環

境因為有了好市多、迪卡儂、文心秀泰等商場聚集、公園綠地多，而

感到生活採買便利與空間開闊，喜愛此區域的環境，但帶來商業便利

的同時，也對道路交通產生影響，也有居民提出噪音的問題，此外，

對於居民與消費者而言皆認為，飲食是當地十分不便的問題，居民需

要騎車才可以去購買餐點，而消費者多半也在購物完後直接離開此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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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延伸分析與心得 

壹、 社會網絡分析 

  由於無條件的退換貨機制，許多消費者願意投入金錢成為好市多的會員，

會員制度的保障，讓他們可以較無猶豫的消費購買，不必擔心在使用感受不佳

的情況下難以處理商品。也因為繳交年費的這項原因，為了獲得「值回票價」

的感受，增加了消費者到好市多購買並消費的動力。除了便利的退換貨機制之

外，透過訪談我們也得知，多數消費者對於好市多的商品品質及其服務態度給

予正面的評價，因此，他們願意投入時間成本及金錢前往好市多。然而好市多

台中店為目前中台灣唯一一間好市多，不僅是周邊居民，其他縣市的居民也會

至此消費。而這裡的停車空間不足經常導致消費者每次必須花費許多時間等待

停車場的空位；而內部動線的混亂，讓賣場內經常充斥著推車與人潮擁擠的情

形。 

好市多除了帶給消費者效益，對於周邊住戶店家的影響從調查可以了解，

以居民的觀點而言，購物採買方便、可以避開人潮、較無停車需求的問題，但

好市多帶來的人潮實在過多，造成周邊道路交通堵塞嚴重、噪音汙染，對於周

邊住戶是很大的外部成本；對於店家而言，好市多確實可帶來一些人潮，但是

效益有限，周邊整體小型商業活動在消費者看來是相當冷清，故多半消費者購

物完直接離開此區，且附近臨時停車不便，降低消費者在此區做其他消費意

願。 

好市多與迪卡儂是兩間坐落於此區的大型賣場，兩者的商品類型與消費型態有

區隔差異，各自擁有不同的消費者客群，就觀察感受兩者間應存在聯繫，在迪

卡儂發現有許多顧客是帶著孩子至此遊憩，迪卡儂提供大面積的戶外遊樂空間

以及遊樂器具給消費者，且是無價免費供應使用，其中大多是孩童遊樂設施，

因此適合親子前往，除在迪卡儂購物及遊玩外，也有部分客戶會至好市多消

費，購買家庭所需的日常用品。好市多的部分顧客也會利用迪卡儂的停車空間

停放車輛，免除在好市多外周轉等候停車的時間，在迪卡儂的停車場只要進店

消費，不限金額即可折抵三小時的停車費用，也另類增加消費者進迪卡儂賣場

本身的消費機率，而兩間賣場鄰近，僅隔一條馬路，顧客停在其一的停車場越

過街廓即可到達，但此現象也為迪卡儂帶來部分影響，部分消費者於好市多消

費後將推車推出，至迪卡儂停車場放置完物品後便將推車滯留在迪卡儂賣場

外，以致實地探訪時看到在迪卡儂入口處不遠的位置有一整排好市多推車的奇

妙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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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了政府的決策就沒有現在的景況，將公共設施用地做多目標使用，以

BOT的經營方式興建較具規模之商場中心，使用地的功能性變得多元並強化地

方區域特色，發揮土地利用更大的價值與效益，不僅對於當地可以帶來公共性

的利益，政府對於此決策其實也是一大受惠者，其借重民間共同參與重大建設

減少現有政府機關財務困境之跡象，帶動經濟活動力與增加就業機會，契約期

間預估可增加之政府收入包含每年固定租金及開發權利金總計約為 23.6億元，

好市多賣場做為一個成功的台中市政府多目標公共設施使用案列，形成政府、

廠商、市民三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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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議題探討 

好市多在國內外都是極具口碑的賣場，透過訪談發現民眾對好市多多是正

面評價，賣場在部分商品及價位上提供消費者更優質、有品質保證的選擇，使

客源願意花費時間、空間成本捨棄住家附近的其他賣場遠道而來，但連帶產生

部分議題，值得我們去探討。 

 

（一） 交通及停車外部成本 

隨著好市多在此設置，人潮於假日大量增加，造成居民反應交通紊

亂，車輛擁擠時會一直按壓喇叭噪音繁雜，加上好市多自身公司的物流車

也需來此運貨，而物流車的下貨處位於豐富路上，與地下停車場出口是同

一條路上，我們發現物流車在需轉彎的十字路口至少會停留兩次紅綠燈而

導致某方向的車子無法繼續直行，或是平面一樓停車場出入口位於同一

處，在假日或尖峰時間容易有車輛圍著商場外一圈排隊，造成出口堵塞不

易離開，而這些便容易造成地方塞車。由於賣場人群及車輛眾多，很多顧

客也會選擇將車停遠離好市多一點再步行過去，然在購物結束後要將商品

帶至停車位易造成消費者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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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鄰近捷運的效益性 

好市多賣場緊鄰文心路，此路段有台中第一條捷運中捷綠線，而之中

離中好市多最近的站點為西側豐樂公園的 G12豐樂公園站，即將開幕的北

屯好市多更是位於捷運起始站點 G0北屯總站站旁出入口，距離捷運開通的

日子指日可待，將使消費者增加一個交通途徑，有望帶動北屯、文心、烏

日周邊居民前往賣場的方式。 

然捷運為大眾運輸工具個人空間較小，好市多又多為大型、量多物

件，在便利性上可能無法配合消費者需求，可能會降低民眾搭乘捷運至好

市多的意願因大件的物品攜帶及移動上較不方便，從好市多周邊的塞車狀

況可知，消費者多為採買行為而選擇自行駕車前往賣場。捷運開通有機會

增加民眾前往好市多的管道及人流，但是否會因大眾運輸的站點設立而降

低賣場周邊塞車及本身的停車問題是未來可以觀察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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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推車亂象 

好市多產品主要是大型大量的商品，提供消費者使用的推車也比一般

在全聯、家樂福等賣場使用的推車大型，卻也因此在賣場空間內隨處可見

推車影響動線的情形，部分民眾因中間產品區的走道較小，為方便只自身

走向產品而將推車停放在主要路線上，波及其他使用者推行推車的空間，

也因多數民眾多會使用推車，不論人潮多寡，推車都佔據一定範圍的面

積，也是促成壅擠的一環因素。 

因商品數量大型又多，民眾結帳完通常會將推車推至停車位置上下物

品，消費者除將車輛停放在好市多的停車場外，也有許多人停在周邊停車

格、公園外環，包含好市多旁的迪卡儂賣場也可見將車停在該停車場而去

好市多消費的消費者，然在好市多周邊我們發現有許多散亂的推車停滯在

公園及附近的停車格，這些消費者再拿完物品後並未將推車推回賣場歸

還，而是將其遺棄在此，造成了推車四散的社會亂象，造成用路者困擾及

周邊商家住戶的負面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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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無條件退換貨機制 

在訪談中有顧客提到好市多吸引消費者的原因之一包含賣場服務人員

的服務態度以及賣場退換貨的尺度很大，從網路及新聞報導都顯見好市多

的寬鬆退貨制度，實地走訪也確實看到退換貨區有排隊的群眾，多數民眾

的退貨品項多會被接受且原價退費，退貨的原因包含不好吃、不適用等各

式各樣、千奇百怪的理由，其中不乏荒謬離譜的答案。然而這樣的寬鬆制

度迎來某些不合理的顧客，吃過一半的商品、用過一段時間的物品都曾出

現在好市多的退貨名單中，這已經超越普通民眾接受的不適合尺度，對賣

場而言也是困擾的外部成本，因應這種情況好市多祭出了部分退換貨限制

條款，也曾有退貨率過高的民眾被取消會員資格，然就算是退卡好市多仍

會推消費者申辦會員的金額，就好市多提供的服務而言，確實目前其他業

者無法與之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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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分享 

好市多是家庭經常前往的消費場所，在這個消費的過程中產生的人與社會

間的互動，卻鮮少被發掘探討。究竟，好市多對於民眾而言究竟存在什麼前往

的誘因？好市多的員工每天必須面對如此龐大的客群，為什麼他們願意留在一

個如此繁忙的工作環境？周邊居民能夠受到好市多帶來的正面效益較多，還是

受其外部成本影響更大呢？周邊的店家和好市多又存在著什麼樣互利互惠又或

者是競爭的關係？ 

 

透過此次好市多台中店及其周邊社會生活空間調查，蒐集了二手資料及實

地訪查，我們看見了好市多內外存在的社會現象：好市多的現況除了便利性之

外，仍存在著眾多等待被解決、處理的問題。每到人潮湧入的時段，車輛排隊

入場，環繞整個街廓，造成附近交通阻塞；而好市多的進貨區與室內停車場出

口位在同一側，導致大貨車與小客車卡在同一個路口，增加了交通的危險性；

此外，無條件的退換貨機制除了提升了好市多的業績，增加民眾的購買意願之

外，同時卻也存在著資源浪費的問題。 

 

起初對於好市多人潮、車潮擁擠的現象滿不解的，真的有這麼優質到值得

排隊耗時入場嗎？在資料蒐集和訪談後確實顯現了好市多眾多賣場中的獨特性

及吸引力，好市多內的商品項目雖然比其他量販店來得少，卻也更顯得他們注

重品質因此只給消費者賣場所篩選後的最佳商品。 

 

身為全台唯一一間收會員費的量販店，令人疑問一年近一千五百元的年

費，是什麼因素讓消費者願意買單？訪談中多位民眾都已經辦卡成為會員多

年，認為好市多的品質是值得這個價位的，並且會帶親友一同來消費，讓我們

不禁想到好市多創辦人所說的口碑行銷，在生活中常常可以接收到不同商店的

傳單或廣告，但好市多極少透過電視網絡廣告或者隨處發放的 DM來傳遞賣場的

資訊，他們著重客戶的需求，透過會員的口耳相傳吸引更多的群眾，顧客就是

最好的傳播大使，使多數會員願意持續繳交年費。 



好市多台中店周邊社會生活空間調查 

                                    30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2019 年) 

這次調查去看一個大型商場對於周邊的影響，但其實商城會造成的影響程

度與層面不盡相同，這次調查地點好市多，其性質在台灣的賣場市場中屬獨

特，即使要入場前需要繳一筆會員年費，但消費者仍願意買單，產生周邊交通

的大問題，北屯店開幕到底能不能舒緩南屯店的擁塞？而從調查中得到好市多

不同於其他商場帶來的影響，其實對周邊空間除了交通以外，對於其他商業發

展的影響不大，沒有帶起整體區域的產業活動，區域的發展集中於商城本身據

點，這也是牽扯著區域空間開發、停車位問題，賣場四周現皆已做開發，公

園、商場、住家圍繞，周邊未來發展將不會有太大改變，但假設周邊若因賣場

帶更多的人潮、商家，依現在已有停車不足與交通壅塞問題，其將造成更嚴重

的空間不足，故現況周邊商業或許對於周邊居民在飲食用餐稍有不便，但其實

對此區域才是個良好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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