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的話
《競爭條例》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十四日獲立法會通過，當中部分內容將

納入經濟課程及由二零一六年開始的香港中學文憑經濟科的評核範圍。為幫助

教師教授反競爭行為及《競爭條例》的內容，教育局整理由消費者委員會研究

及營商手法事務部總主任熊天佑博士於二零一一年九月至十月期間為經濟科教

師主講的「反競爭行為及競爭法：概念、事例及關注」三個研討會錄音文稿， 

編輯成為本學與教資源套。

本資源套為教師提供有關課題的參考資料，如反競爭行為及競爭法的概

念、各種不同的反競爭行為、其他各國事例，以及香港推行競爭法的不同考慮

等。研討會的內容著重競爭行為的概念，而非競爭法的具體條文，內文的一些

用詞或與最後通過的《競爭條例》略有不同。

編者盡量整合上述三個研討會之錄音內容，如有錯漏，實屬編者的疏忽。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衷心感謝熊天佑博士對這三個研討會以及對編輯本資源套之

幫助。

由於三場研討會的內容十分豐富，有關文稿未能涵蓋講者為研討會準

備的所有簡報，而本資源套及有關三個研討會之簡報亦已上載至教育局網頁 

(http://www.edb.gov.hk) 供教師瀏覽。如對本資源套有任何意見或建議， 歡迎

致函：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13號胡忠大廈13樓1319室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總課程發展主任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電郵地址：ccdopshe@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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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這一節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較着重概念，例如何謂反競爭行為及香港

的競爭政策詳情等。當中談及不少問題，大家可能早已在報章看過，或是從電台收聽

過。其實競爭法的議題，從有關草案於立法會首讀以來，傳媒不斷討論，屬較多人討

論的經濟課題，亦是香港各階層長期討論的香港經濟政策核心問題。不過，不少人的

論點總會令你有些困擾、不甚理解，或不清楚箇中的內容等。特此，我希望透過這三

次研討會，讓大家能夠更清晰地了解各項立論點，以及各種看法的意義，以至讓教師

得知向學生清楚講解這個課題的法門。

 

市場結構1  
首先，我們修讀經濟時定會談及市場結構。中文「市場結構」和英文的market 

structure是相通的。可是，競爭法縱然提及「市場結構」，但往往以「市場優勢」

(market dominance)，或是「市場能力」(market power) 來表述，而競爭法草案則

採用「市場權勢」(market dominance) 這詞彙，兩者究竟有甚麼關係呢？我希望先

把兩者的關係串連起來。大家都是執教經濟科的，對「市場能力」頗熟悉，熟知市

場能力或市場結構的意義，但對「市場優勢/權勢」或有不同的看法。跟大家探討的

第二個問題是，究竟壟斷行為是否等於反競爭行為？反競爭行為 (anti-competitive 

behaviour) 和壟斷行為 (monopoly behaviour) 有何分別？坊間經常討論，提出不

要競爭法，而要反壟斷法，究竟兩者有甚麼異同？學生或會提問，為甚麼不要反壟

斷法而要競爭法？因此，你先要知道兩者的差別何在。雖然可能你已了解箇中的異

同，但我們仍可透過一些概念來釐清兩者的差別，從中亦可解釋香港不會有反壟斷

法的原因。在現今的競爭法草案，是否已包含一些有關反壟斷的條文？我們可留待

了解上述差別後再作討論。

大家定會知道巿場結構的意義2 。經濟學是很特別的，既是簡單，亦容易明白。

它的概念十分抽象，人們為求較易明白和掌握，便將內容簡化。例如把市場結構分

1 參考投影片2，2 參考投影片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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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四種類別︰壟斷 (monopoly)、寡頭壟斷 (oligopoly)、壟斷性競爭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及完全競爭 (perfect competition)。如果將其市場能力相互比較，我們

可以說在某些程度上，壟斷是有絕對能力的，寡頭壟斷則有強大的能力，壟斷性競爭

有微弱的能力，而完全競爭是沒有市場能力的。這個十分簡單，在書本中亦常出現。

不過，我們於現實社會中未必能看到這些現象。在現實社會中，往往只會出現

主導企業 (dominant firm)，除非是獨市經營的公司 (monopoly)；香港除了電力公司

以外，幾乎沒有獨市經營的公司，唯一例外的是由政府規定獨市經營的機構，例如機

場。機場管理局提供的機場服務似乎是獨市經營的，但這視乎我們如何定立市場的界

線，即涵蓋的市場有多大，若說南中國海，涉及的範圍就不止於香港國際機場，而是

包含澳門機場和深圳機場，彼此存在競爭。就此而言，香港國際機場便不屬於壟斷經

營。至於在定義上，電力公司無疑是壟斷經營，只因我們不可以選用另外一間電力公

司；港島的用戶定要選擇香港電燈，九龍及新界的用戶則必須選用中華電力的服務。

在法律上沒有其他人可以提供電力，這就是壟斷。

其實很多公司並沒有壟斷整個市場，而是擁有龐大的市場佔有率。在競爭法或

現實中，若說某一公司擁有龐大的市場佔有率，我們往往採用另一個詞語來形容，即

「市場優勢」，屬於「主導企業」。在定義上，主導企業的特別之處，在於該公司的

行為不用理會其他疑似競爭對手的反應。例如，若公司規模龐大如以前微軟那樣，

其研製操作系統時無須理會Linux或Apple的市場狀況，但時至今日，情況當然已非如

此；九十年代時，人人都採用個人電腦的時代，微軟每兩年就升級一次Windows 操作

系統，根本不用理會Apple、Macintosh當時有否推出新型的電腦，亦不用理會Lin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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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會升級其操作系統。只要微軟喜歡，該公司就把系統升級一次。它由Windows3.1

不斷提升，中間有個Windows甚麼版本的，接着是Windows 2000、Windows XP、

Windows Vista、現在是Windows 7，每兩、三年就變換一次。如果我們不買盜版的

話，即每兩、三年便要多付二、三千元升級一次。微軟可以不用理會其他競爭對手，

從事這些商業行為，我們稱之為主導企業(dominant firm)。

另一種就是高度寡頭壟斷 (tight oligopoly)或輕度寡頭壟斷 (loose oligopoly)。

箇中的分別十分簡單，就是市場有很多的企業，每間都有獨特的市場能力，有些公

司往往會關心其他競爭對手的政策，例如百佳定價的時候會留心惠康的定價；中原

地產派出旗下代理到某一樓盤佈防和推銷的人數，將視乎對手美聯物業正在推銷哪

個樓盤，他們的商業行為是互相依賴的。過去二十年，大家都知道，經濟學應用博

弈論研究這種市場結構企業之間的相互行為和影響。回到比較簡單的範疇──分散

市場 (fragmented market)，即市場是分散的，任何人都可開立公司，從事這門生

意。茶餐廳、7-11便利店就是分散市場的例子。每個經營者並無相對的巿場優勢，

所處的地點優勢則另作別論。不過，有時如果地點一環並不重要的話，例如有些

人可以在網上購買這個商品，這就是個十分分散的市場；如果地點優勢仍是重要的

話，例如我開設茶餐廳，如果街頭巷尾都沒有同類食肆，我就佔有地點的優勢，這

屬於輕度寡頭壟斷。因此，在商業社會或是商學課程中，別人往往不會教授壟斷、

寡頭壟斷、壟斷性競爭及完全競爭，這對從事工商管理或是修讀商學的人是聽不進

去的。我不批評經濟學本身一些超然的術語，但那些術語可令你較易理解。輕度寡

頭壟斷的特點，正是每人都可以進入市場，而每一個經營者都有一點市場能力。

市場能力 (Market Power)3

大家應該很熟悉這些市場結構了，但為甚麼我們要修讀市場結構，其實終究都是

回到最初有關市場能力的話題。根據競爭法來看，市場能力的特別之處，未必如經濟

學書本中所言，若定價高於邊際成本，便稱之擁有市場能力。那是經濟學的定義。

當一個經濟實體 (economic entity)（我們一般稱之為「企業」，一個生意運作的個

體）並無面對強大的競爭壓力時，便會出現市場能力。若一間公司能把定價維持在競爭

水平之上，從而獲利，它便被定義為有市場能力。當中涉及一個用詞是「維持」，即是

3 參考投影片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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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長期進行的。我們還沒有為「競爭水平」定義，但在法律或競爭條文之中，競爭水

平可以反映出基本成本的水平，換言之，這與經濟學中提及的邊際成本或增量成本不無

關係。公司可透過限制產量或質素，從而長期賺取利潤，這十分重要。因此，市場能

力並不是短期的，而是長久的。我們知道，市場經濟是需要時間調節的。以香港一個現

象說明，我常常問：「為甚麼內地人來港購買奶粉？」有人說，這是市場的結果。這確

是市場的結果，但卻非完美市場的結果。試想一下，他們來港購買的奶粉品牌，內地

其實都有發售，來自同樣的公司，由同一公司定價；你有否發現，內地一罐奶粉售價

一百八十元人民幣，香港則售一百八十元港元，兩地匯率差距甚大，約有百分之十八、

二十的差距，這個誘因當然吸引內地人來香港購買。但那間公司為何不去平衡兩地定

價，令消費者不用負擔這些交通往返的交易成本？當中肯定存在一些問題。就如張五常

教授所言，我們永遠不會在地上看見五百元紙幣，那指的是五百元紙幣是持續存在，並

不是短期存在。由此可見，市場機制出現了一些扭曲問題，那並非完美市場機制的結

果。一些公司短期可以獲利甚豐，但那並非關鍵，關鍵反而在於公司能否長期擁有市場

能力，並長期使利潤高於一定的水平，並可以把價格提高，把數量或質素以低於市場需

求的水平供應。這些元素都是用來釐定一間公司是否擁有市場能力的準則。

如果有市場競爭的話，公司便不可經常提供一些公認標準以下的質素的貨品，

也不可經常限制產量，只因市場需要這些東西，你若不供應，其他人也會供應，除

非你的公司擁有一定的市場能力。理論上在任何市場中，任何公司都可能會出現短

期偏離競爭市場的現象，但不會永遠都是這樣。在競爭法的領域下，如果我們發覺

一些公司可以長期把定價處於競爭水平之上，並可長期把質素處於競爭水平之下，

這間公司就擁有一定的市場能力。

市場能力不是絕對的4，即不會絕對地多或少，有時候是相對而言的，每個市場

都是不同的。此外，我們往往覺得競爭法或競爭政策實際是針對解決市場能力的問題

而設。就此，如果所有公司都沒有市場能力，那便無須競爭法了。任何公司都希望賺

取金錢，無不希望得到市場能力，若然沒有市場能力，公司便不可以長期賺取高昂利

潤。有鑑於此，任何公司都希望藉着機會取得市場能力。在某程度上，任何公司都希

望長期壟斷市場，這是公司的特質。我們也學過，企業務求把利潤極大化，這些利潤

卻容易因市場競爭的力量而消失。換言之，如果你的公司身處競爭市場，而公司本身

不能長期維持利潤，公司有極大誘因取得市場能力，達到維持利潤的目的。

4 參考投影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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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市場能力不是被賦予的，而是每間公司都希望爭取的，這個說法與我們

現在教授的或有不同；書本上可能提及公司本身就擁有壟斷或是寡頭壟斷的特質，

事實並非如此。事實上，每間公司都希望取得壟斷的地位，只因它們都希望永久賺

取更高的利潤，這是書本中或會忽視的事情。

任何企業都想「壟斷」
市場機制是自由的，如果沒有管制，任何人當然都希望壟斷市場，即是說，如果

公司沒有受到任何法例限制的話，公司便會力圖壟斷市場，至於採用甚麼手段，不一

定是合理的。你當然可以說「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如果我們相信這樣可以造就一

個資源調配更佳的社會，那便沒有問題。競爭法本身就是針對這個問題，只因我們相

信，任何公司都希望取得市場能力，藉此永久賺取更高的利潤。如果在這個市場中，

任何公司都不受管制，那未必可形成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如果不是完全競爭市場，

屆時市場機制是否可以達至效率？我們不能保證。那就是箇中的邏輯。

政府的競爭政策旨在令市場達至更佳的競爭環境。如果不管制公司所用的手

段，任由公司不合理或不公平地取得市場能力，那便會促成各樣以大欺小取得市場

能力的手法，這樣便更容易形成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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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何謂合理的方法，何謂不合理的方法？這包括內涵的意義。社會覺得何謂

合理或不合理，當中定有一些準則。甚麼是合理？大部分的市場機制認為何謂合理

地取得市場能力？第一，如果你有創意，本着自身的創意；第二，你有良好的市場

推廣策略；第三，你得天獨厚的。為甚麼我們尊重公司得天獨厚的特點？只因市場

機制或資本主義的市場都尊重私有產權，意指若你擁有天賦的資源或優勢等私有產

權，我們都得尊重。就是說，你的爸爸留給你一塊土地興建核電廠，這是你父親給

你的優勢，在市場機制、資本主義中，這項優勢必會受到尊重。上述三項在資本主

義市場為之合理：你有能力創新，有能力推廣你的產品，以及第三項，你的能力是

遺傳的。如果你採用本身的市場能力將之加以擴充，而不是透過多買一些產業、多

做研究或多拓展市場推廣把巿場能力進而擴大，只顧利用本身的權勢來阻礙其他人

進入市場，在競爭法或競爭政策而言，那是不合理的。換言之，你富有以後，你竟

用了一些方法阻礙他人富有，而非透過發揮更多創意，更好的市場推廣或多買產業

這三種方法來達到目的，那正是競爭法或競爭政策較為關注的事項。

競爭政策不一定等同競爭法
競爭政策不一定等同競爭法；競爭政策(的內容)多於競爭法。下一節會談及競

爭政策的內容，但我仍在此略說一下。競爭政策十分簡單，就是(第一)以競爭法規管

市場，防止有人妨礙市場的競爭，並且 (第二) 把巿場開放 (liberalize the market)，

不讓政府自己限制市場的競爭。競爭法旨在防止私人企業運用手段來限制市場的

競爭。把市場開放 (market liberalization) 是指政府也不會採用規條來限制市場競

爭。競爭政策正是包括上述兩項，把市場開放 (market liberalization) 及競爭法 

(competition law)，都屬於競爭政策的基本元素。

香港早於一九九八年便制定了競爭政策，當中清楚說明，政府會把市場開放，

減少限制，以及透過企業自律來促進公平競爭。政府只能盡量在政策上不去限制市

場競爭，但當局如何促進私營公司避免他們利用本身的市場能力來限制市場競爭？

這方面，如果沒有法規的話，就只有寄望公司自律了。由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六年

間，政府都採取這個政策，希望公司能夠自覺，自行採納這種競爭的文化。可是這

種競爭文化的理念雖好，但與市場經濟中每間公司都希望壟斷市場從而把利潤極大

化的理念不同。沒有公司會願意自我限制，遵循這個規矩。那便只好循另一方面而

行，就是立法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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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市場能力因素5

市場能力可能會受着一些客觀條件影響，亦會受到企業本身的行為影響。在所

有商業分析中，我們可從每個市場的盈利能力是否高於競爭水平，從而衡量市場競

爭環境的好壞。市場環境一般受數個因素影響，其中顯而易見的一項是政府的規例 

(regulations)。這剛也說了，如果政府施行的規管 (regulations) 不恰當，往往會削

弱市場的競爭。舉個例子：我們的電訊市場採取「技術中立」(technology neutral) 

的政策。甚麼是技術中立？總之凡屬於通訊的技術，無論是Wifi、無線、有線、

3G、2G、NG等都不要緊，該政策不會局限無線電話僅可使用3G技術的，這就是技

術中立。不技術中立的政策的意思，在於它只發出3G牌照，其他2G、4G或1G技術

皆不獲發牌照，若用那些技術，即屬違法，這就是技術不中立。試想一下，這純粹

監管技術，但同時亦限制其他技術與3G技術競爭，這便是所謂妨礙競爭的政策，雖

然就技術而言，3G或許是效率最高的，但也限制了其他競爭者使用其他的技術。

 

以現時出台的環保政策為例，我們要逐步淘汰鎢絲燈泡，有人說被這些燈泡照

着頗熱！我們現在有相關的諮詢文件面世；如果政府提出，我們只可以使用LED燈

泡，其實這亦限制了其他節能燈泡出現的機會。CFL燈泡可能含有水銀，但隨着技

術改變，說不定日後那些燈泡會慢慢地變成沒有水銀的產品。如果政府認為目前巿

場盛行使用LED燈泡，因而打算立法以LED燈泡取締鎢絲燈泡，在某程度上，這個

政策會促使同一個技術層面的人輕易決定，心想如採用同一個技術就最好了，每人

都使用LED燈泡，便無須採用其他的了。就此，這個政策便妨礙了市場的競爭。無

可否認，政府的政策往往會間接或直接影響市場的競爭環境。

5 參考投影片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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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巿場能力的因素還有以下幾點。第二點，供應商與買家的議價能力。第三

點，你的市場究竟是否充斥很多同樣的競爭者。第四點，巿場中的借貸人或工人等，

他們亦會間接影響市場競爭。然而，要衡量一個市場的競爭環境好壞，巿場中的公司

是否擁有的市場能力是很重要的。但一個市場存在很多公司，因而要作平均的評估，

了解市場內的公司是否擁有市場能力，從中了解這個市場平均的競爭環境好壞。我們

可以這樣衡量：如果平均的競爭環境良好，即具備高度競爭的情況，競爭的程度頗

高，我們可以說，這個市場中的企業或公司擁有市場能力的機會不大，即使公司擁有

市場能力，也不會強大。我們是從整個市場來看，不是針對個別公司分析。如你作為

監管者，相信也希望了解哪些市場是有競爭問題的。現時報章常論及香港實行競爭法

後，經營茶餐廳都不行了，但茶餐廳的市場的競爭本來就十分激烈，哪有缺乏競爭的

問題？作為監管者，或是政府的執法者，例如警察，他們只會時常巡查某些地區，例

如油尖旺區，晚上會安排多些警察，作重點調查而已。

分析市場競爭環境6 
讓我介紹Michael Porter，他是現任哈佛大學商學院的教授。他用了一個不着重

看圖的方法去分析巿場競爭環境。經濟學有很多圖表，例如「壟斷」是由左至右向

下傾斜的需求曲線及由左至右向下傾斜的邊際收益曲線；「壟斷競爭」就是折彎的

需求曲線，表達方式比較複雜，如果不想採用這種方式，而是循着概念來看的話，

就要採用另一個方法。Michael Porter也是一位經濟學者，他採用文字的方式，而

不是以圖來表達。投影片9有一幅圖片，那是貨櫃碼頭。貨櫃行業在香港、東南亞或

南中國是否屬於一個競爭激烈的市場？市場環境是怎樣的？如果你這樣向學生提問

時，是較難以一個圖表來詮釋的，但如果從一些基本元素來分析的話，便可幫助學

生了解這個市場是否處於高度的競爭水平。

6 參考投影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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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er是哈佛的教授，他筆下一本知名的著作論述各種足以影響公司市場能力的

力量。我找出一個簡單的圖象方式表達7：從競爭者 (current rivals)及潛在的競爭者 

(potential rivals) 來處理這問題。首要就是考慮競爭者的多寡。經濟學只針對「市場

結構」一項，即巿場存在多少競爭者：沒有競爭者就是壟斷，只有一、兩個的話就是

寡頭壟斷；競爭者不少，並有產品差異，就是壟斷性競爭，至於巿場存在很多企業，

就是完全競爭。Porter不會談及這些項目，但競爭法定要提及這些內容。我列舉歐盟

其中一個案例：現只有一間公司代理香蕉入口，那麼這香蕉代理是否壟斷巿場呢？如

果只有一間公司的話，從經濟學來看當然是壟斷了，但香蕉是有代替品的，你不吃香

蕉，可以選擇其他水果，除非假定香蕉是獨特的水果，令其他人覺得定要購買香蕉，

其他水果似是有欠香蕉一點特色。就此，代替品 (substitute) 至關重要。若說蘋果和

香蕉，前者必然是後者的代替品。這個是水果的市場，但要定奪是否壟斷，你必先識

別市場：究竟你是從水果市場來看，還是以香蕉市場為準？如果是香蕉市場，這間單

一供應商就壟斷巿場，但若是水果市場而言，這並非壟斷，或只是輕度的寡頭壟斷而

已。你或仍不太了解，讓我再列舉一個簡單的例子：香港現時幾乎只有一間大型公司

供應蒸餾水，似乎沒有其他公司供應蒸餾水，其他公司供應的不是蒸餾水，因並無經

過燒水過程而成。這是否壟斷巿場呢？蒸餾水、礦泉水和天然礦泉水是否代替品呢？

你會否把它們界定同屬一個市場呢？你定要向學生解釋清楚，這並非只是書本上的抽

象問題，而是一個現實的問題，在法庭上定會提出類似問題，探討這公司是否壟斷。

再者，可樂是否礦泉水的代替品？啤酒是否代替品呢？那白蘭地酒呢？當我們教授經

濟學的時候，我們無須解釋市場的範圍，但若於法庭上界定某公司是否壟斷的時候，

我們便須回答這個問題。我剛說的是水；法國的Perrier想收購當地一間天然礦泉水公

司，法國的監管機構便考慮是否接受這次合併：法國人覺得天然的礦泉水由於自然而

成，定要從泉源那兒入瓶，其他的水則可以在廠房內入瓶。對某些人來說，兩種水是

不同的。二者不同的話，它們只可被界定為代替品，但不可稱為同屬一個市場。正如

對中國人來說，奶和豆漿是同一種的東西，兩者可說是相差不大；但對外國人而言，

奶和豆漿是截然不同的東西，這涉及一些文化差異，以及市場消費者對這個問題的看

法，不是你說的便是對的。

在界定市場的競爭環境時，可能發現競爭者甚少，但代替品眾多的情況；直接

競爭甚少，但尚有潛在的競爭者(Michael Porter用來分析市場競爭環境的第二個準

則)，即是未出現的，但如果你賺取很多金錢，就會有很多人隨即進入市場。香港若

7 參考投影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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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兩項影響競爭的因素是賣家和買家的關係。並非所有產品都是直接售予消

費者的。買家可能只有一、兩個，他們的議價能力可能很高；有些生產商的商品或

許只供應大型公司，例如生產的貨品只供應General Motors和Toyota作為他們生產

汽車的零件。零件公司製造的產品只供應Toyota使用，Toyota購買與否，以至購買

的價格方面，汽車公司本身擁有頗大的議價能力。縱然你所用的技術特別，但也不

足以賺取遠高於競爭水平的利潤，只因你並沒有議價的能力。正如香港一些超市，

很多代理商即使在外找到一些特別的貨品，例如來自芬蘭特別的香薰，天然製成及

高品質，在香港獨一無二。假設你也取得獨家代理，但除非你採用直銷的方式，否

則便要透過市場最大型的分銷系統，例如萬寧、屈臣氏等分銷。他們議價的時候，

基於是主要買家的身份，他們的議價能力甚高。雖然你是獨巿經營，並取得獨家代

理權，但最終不能賺取很多利潤，若論巿場能力，即使你的公司擁有獨巿優勢，仍

沒有市場能力。若只有一個賣家，買家亦會面對同樣的困境。因此，在供應鏈上，

我們需探討公司是否擁有市場能力，以及是否有能力長期把利潤維持於競爭水平之

有某盛行商品出現，新產品可以賺取很多金錢，人人便跟隨進入市場。如團購模式

開始賺錢，跟隨加入的人一下子多起來，那些就是潛在的競爭者。因此，最初只有

一間公司經營團購，那似是壟斷了市場，但過了幾天，他人看到團購賺錢，說不定

其他人便蜂擁加入巿場經營同一業務。這是你如何界定競爭環境的問題。我們識別

市場能力的時候，並不光是界定壟斷、寡頭壟斷、壟斷競爭及完全競爭那樣簡單，

而是要視乎這兩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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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這樣我們可較透徹的了解市場能力，而不僅採用市場結構分析而已。當然你可

透過觀察而行，稍後亦會加以說明關乎售價高於邊際成本的幅度多大的問題。經濟

學不是以質性分析及口頭解釋為重，而是側重數據。可是我們並非從事研究，難有

數據向學生解說，只能一說箇中存在哪些因素影響等。

(註：以下記錄熊博士回應參加者的提問。)

競爭政策減少政府干預市場
問：「剛才提及競爭政策和競爭法，那在競爭政策之下，是否代表政府亦

會自我管制？」

答：「在競爭政策中，政府會自我管制的。香港的競爭政策聲明正提及

政府會自我管制。儘管提及自我管制，但管制幅度多寡則是另一課

題，但原則上那是需要的。現時的競爭政策草案，有關競爭委員會

的部分確有這樣的條文，讓競爭委員會就政府一些可能影響競爭環

境的政策提出改善的建議。當然現在的草案並沒有賦予競爭政策諮

詢委員會有提出更嚴厲建議的能力，就像法律改革委員會那樣。法

改委的報告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可要求政府更改一些法例；競爭政

策委員會只可提議，並不能要求政府積極回應。我們現正討論有關

法律的草案，如果公眾覺得香港的競爭問題大部分源於政府干預市

場，那或要增加競爭政策諮詢委員會審核政府政策的權力，或是提

高委員會作出的建議的影響力。

	 外國有這樣的例子8：英國的競爭委員會曾進行機場管理的市場研究

及超級市場的研究，目的不僅在於探討經營者之間的反競爭行為，亦

可能涉及政府的賣地條款或土地安排上有否影響市場競爭的問題。就

此，當地的委員會有權要求政府以後在制定批地政策時須處理那些問

8 參考投影片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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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它的影響力是較為直接。剛提及過，若政府沒有指定某一機構專

門處理競爭問題的時候，而每個政策局都有各自的政策目的，可能不

會留意政策對市場競爭的影響。例如，你負責環保的話，便往往主力

處理環保的事宜，那或會因制定某個規定，無意之下間接影響市場競

爭而不自知。例如報章亦有報道，食物及衛生局對所有私家醫院發出

要求，若醫生在私家醫院行醫，就要購買責任保險。不過，食物及衛

生局卻沒有要求那必須是合法的保險，或是由合法和受監管的保險公

司提供。由於局方並無提及上述要求，私家醫院聯會要求所有私家醫

生購買責任保險，但只可購買一種責任保險，即「全保」。但迄今只

有一間公司可提供這種保險，該公司亦沒有香港的保險牌照。正因為

香港的政策沒有顧及這個問題，以至其他保險公司不能與這間公司競

爭。那種保險是沒有索償金額上限的，你想索償多少也可，但所有保

險公司都不會提供這樣的產品，因為無上限索償就即是要求無上限的

資本，但沒有公司是無上限資本的，因而沒有香港註冊或受監管的保

險公司能提供這種保險。但上述公司不是保險公司，因而可提供「全

保」，但如此便影響了市場競爭。有關政策制定時沒有考慮對競爭的

影響，便出現了這樣的後果。這不可以責怪他們，他們不是經濟學

者，不會集中從這個角度制定政策，而我們亦沒有指定的機構關注這

方面的問題，那就會出現問題了。」

競爭法目標只防止私人公司限制競爭
問：「競爭法是否只針對私人公司，而不會監管政府部門和機構？」

答：「香港現時的草案，法定機構有些不能豁免，而政府機構則一定享獲

豁免，即是競爭委員會不可控告教育局。原則十分簡單，政府機構

沿用公共政策，原則上大部分政策不涉及市場競爭。我剛才提及政

府機構的政策影響市場競爭，而不是機構本身出現反競爭行為，這

點要分辨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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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貿發局舉辦書展之類的活動時，由於本身具備資源，亦是壟斷的性

質，或是接近壟斷的性質，因而影響新及小型的公司進入巿場。日

後會否有政策去打破這個局面呢？」

答：「其實貿發局屬於法定機構，法定機構有些是受到管制，有些是享獲

豁免，亦有些是不獲豁免的。至於貿發局是否享獲豁免，現在還沒

有定案9，法案中還沒有法定豁免名單，應該會在本年十一月、十二

月推出，屆時便有分曉。這確是香港現在較具爭議的問題。我們談

及競爭法，但所說的不一定是最完美的競爭法。香港的競爭法是否

完美，各方有不同的意見，不少批評是針對它沒有規管所有法定機

構。法定機構與政府機構有別，未必完全本着公共政策的目的運

作，因而有人會質疑豁免法定機構是否合理。」

問：「另一個機構是考評局。外國擁有數個主辦考試的機構，香港則似乎

是獨佔了，這會是問題嗎？」

答：「香港只有考評局是一個政策的問題。在現時的政策下，法例可賦

予競爭委員會權力來探究這些政策對競爭的影響。如果日後真的實

施競爭法，真的設立了競爭委員會，你便可提出這個投訴，要求當

局探討這個問題對香港教育制度或教育市場的影響。這個問題當然

較為深遠，多設立數間考評局可否提高教育服務的競爭及教育水平

是可以斟酌的。回到剛才探討的部分，請緊記，每個政府都有很多

政策目的，但如果整個香港採取市場經濟，競爭市場經濟	(market	

economy)，那是我們的經濟政策，由我們共同分享！這是香港整體

的方向，我們繼續秉持資本主義，即市場經濟。換言之，如果這是

經濟政策的政策目的，任何社會政策既達到它目的，亦不影響市場

競爭的話，那便是最好的了。如果真的設立競爭委員會，委員會的

目的十分簡單，正是保持社會政策能達到某些目的，例如一些低下

9 政府於二零一二年四月十六日向立法會《競爭條例草案委員會》，提交審議階段修正案，保留豁免法定團體安排中
 仍保留豁免貿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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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層的工資水平須受到政府保障，但須採用甚麼機制來達到這個目

的呢？只要此機制不影響市場競爭便可。競爭委員會只可從事這樣

的工作，委員會不是其他政策目的決策者，委員會只是給予政府意

見或提醒，提出若政府為達到某個社會目的，因而採用這個政策的

話，可對市場競爭有甚麼影響，可否採用另一方法來達到同漾的政

策目的等。委員會可就此提供建議，但不可更改社會的政策。那是

由其他公共政策局決定的，不可以讓競爭政策地位過高。這是經濟

政策，如果我們同意採用市場競爭的經濟政策，那便可作為審定政

策的一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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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參考投影片10-14，11 參考投影片15-17。

分析市場競爭環境(續)10 
從Michael Porter提出的五個因素可見，如果公司較易進入市場，市場的競爭

環境會較好，較少企業或公司可維持龐大的市場能力。至於有關入市障礙的因素方

面，相信所有經濟科教師教授經濟時都提及過了，我只重提一下。我重申兩點：政

府政策是重要的，有時政府的發牌政策會影響市場的入市障礙；在現代社會中，另

外一個入市障礙大家或會忽略的是，商品從製造商或服務商，以至循着一些途徑，

從而送達消費者手中的過程，是經過一些分銷渠道 (distribution channels) 的。以往

的商品需經過很多分銷渠道，現在一些服務都需要這樣，例如團購服務便是了，當

中涉及中間人。又例如旅行社，你惠顧旅行社，旅行社把全團售予另一間旅行社，

那間旅行社又將全團某部分售予酒店，又售予航空公司，這些中間人就是分銷渠

道，這就是代理。以前你惠顧的旅行社，它們是縱向結合(vertically integrated) 的，

甚麼服務都一手提供，例如去國泰假期，如果該公司有自己的酒店的話，亦會包括

在內，不經代理；現在則出現很多代理，即分銷渠道，只因我們相信，消費者或

市場都希望透過不同的途徑，從速把產品或服務送到消費者手上。誰來控制這些渠

道？這攸關重要。例如我們習慣網上購物，誰可控制這個網上平台，就可以擁有一

個重大的市場能力。凡要進入這個市場，就要進入這個平台，如果不能進入這個平

台，就會失去這個市場，而能透過該平台進入這市場的公司則面對較少的競爭。

剛才我提及一些事例是關於代替品的11。中學應較少談及強大的供應商及買

家，其實兩者在供應鏈中很重要的，只因現時每個營商者都不是縱向結合 (vertically 

integrated)的。試想一下，以往一間公司的資訊科技部門、客戶服務、品牌設計、維

修，甚至零售方面都來自同一公司。現時情況大不相同。例如Apple在香港只有一間總

店，品牌把產品外判給指定的經銷商：如果你要購買該品牌的電話，在3購買「蘋果」

電話或在Smartone購買「蘋果」電話，兩者的維修中心地點亦各不相同，一個位於旺

角(某幢大廈)十二樓，一個位處十六樓，公司把維修中心服務外判了。至於客戶服務方

面，你致電熱線的時候，還以為對方身處香港回答你的問題，但實在他們可能身處深

圳，或說不定在印度回答你的問題；公司已把很多工序外判了。由此可知，在供應鏈

中，買賣雙方之間存有很多互動。這裡提及誰來決定供應商的能力。其實業務的規模

及大小都影響公司本身的議價能力(bargaining power)。公司如何選取供應商或買家，

都應被視為一個重要的策略性決定。公司如何選擇銷售產品，以至如何選擇售賣給甚

15



麼買家 (Buyer selection)，都能間接影響市場的利潤或市場能力。如果我們不熟悉每一

市場的獨特性，有時會難以決定供應商及買家之間的議價能力。

在衡量議價能力(bargaining power)方面12，我們或會認為以越多供應商為佳，

但這並非必然。有時公司透過一些渠道或特別的關係，亦會影響互相的議價能力。

例如，如果Walmart來到中國採購，該公司規模如此龐大，當然可以決定所購貨品

之價格。即使是中國一間很大的廠房，旗下供應產品的價格，都往往由大型買家操

控。除了大型買家可以決定售價這個因素之外，亦視乎你的公司有否進入認可的顧

客名單。例如「蘋果」與Walmart在購貨時有很大分別，若你的公司能成為「蘋果」

的認可經銷商或供應商，你售賣品牌的產品就可維持高的利潤。「蘋果」產品的利

潤很高，品牌可以把利潤分給其他供應商，這就是不同之處。「蘋果」是一間大型

的電腦公司，但與Walmart這間大型公司所採取的機制便大不相同。Walmart會派出

採購員前往中國，逐間廠商了解哪個的價格最便宜，然後向其採購貨品。因此，現

時任何向Walmart等大型分銷商供應貨品的生產者，他們所得的利潤是頗低的，都被

Walmart等大型分銷商議價時將價格壓得很低。 

影響市場競爭環境的互利關係因素13

Apple是一間大型的電腦公司，卻不採用這個機制。該公司採用另一個機制，就

是取決於誰可成為其認可的供應商。一旦成為「蘋果」認可的供應商，品牌就只可

採用認可供應商的產品，而不會採納其他公司的產品。當中的挑戰在於如何成為品

牌認可的供應商。如果你能滿足品牌的要求，對方就會向你購買產品，價格亦不會

偏低，只因品牌知道你是一間有質素的供應商。過去十年來中國市場便出現兩極化

的情況，如果你不是Apple的供應商，所能賺取的利潤比率變得極少，可能只有百分

之五；如果你能成為Apple認可的供應商，你就可賺取百分之二十或十五的利潤，情

況很不同。

同是獨市的公司，但各自採納的機制很不同，要到市場加以了解才更清楚真

實的情況。為何各自採用不同方法？因為他們的目的不同，且看兩間公司的目的：

Walmart旨在把一些產品推出市場，有人購買的話，基於自身擁有龐大的分銷網絡，

便可從中賺取金錢；「蘋果」也是採用這個方法，但品牌注重產品質素，Walmart

12 參考投影片16-17，13 參考投影片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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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看重產品質素，只側重售價。因此，兩間公司在美國都具有龐大的壟斷能力，

但影響大不相同。那兩大公司在美國的壟斷能力會否反過來影響它們背後的供應

商呢？這要視乎公司的政策，也取決於兩者較長期的營運方向。這方面大家要清

楚和小心，不要以為只要知道某些因素就知道問題的關鍵，當中亦受到很多機制影

響的。背後的影響是，一些公司目的是保持它的產品的價格，即保持一定的溢價

(premium)；另一些公司則採用低產品售價策略，因而可能影響產品的質素。這我只

是順帶一提，為甚麼我要帶出「蘋果」，正是那 (採納的機制) 和這個Michael Porter 

提出以外元素有關，就是最後一個影響市場的力量。

有些公司希望一群人在互利的關係中成長，這亦影響市場的能力。就此，市場

不僅涵蓋供應商，還有競爭者及一些互補的群體 (complement)。換言之，他們互相

影響，以至共同增加彼此的市場能力。剛才我提及「蘋果」電腦這個例子，他們希

望供應商把產品的質素提升，務求把整個產品的質素提高，增加市場能力，得以成

為一種優質產品，那售價就可以更高，整個群體便擁有市場能力，而不是個別單位

增長能力而已。至於Walmart那樣，它只是一個很大的分銷商，當然擁有龐大的市場

能力，但該公司沒有把本身的市場能力和其他的供應商分享，其他供應商為要供應

廉價的產品，產品的質素自然越來越差，長遠來說將間接影響Walmart的市場能力。

不過，由於Walmart仍擁有整個市場的分銷網絡，因而還有市場能力，但它是獨特

的，只有自己一間，它不與供應商分享巿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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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有些市場比較特別14，當中有些人願意和其他持份者共同分享彼此的市場

能力，以協同的力量來創造更多的市場能力，這叫做網絡效應 (network effect)、

協同 (Synergy)作用。現舉一例子清晰解釋協同效應。在二零零六年出現兩種科

技，一個叫高清晰度DVD(HDDVD)，一個叫藍光光碟 (Blue-Ray)，分別由兩間有

名的公司推出，背後支持的公司就有Toshiba、Microsoft和NEC。另一組是Sony、

Panasonic、LG、Apple。這是兩大公司陣營，現在我們也知道誰勝誰負了。兩者之

間有競爭，最後只有一個產品勝出了，為甚麼勝出的產品能形成如此巨大的市場能

力，其他的產品卻不能達到呢？我們可以採用剛才的機制來回答這個問題。

14 參考投影片20，15 參考投影片20-24。

分析市場競爭環境的個案討論15 
每個人都有CD吧，CD市場是怎樣的，有沒有壟斷的能力或市場能力？競爭水

平是怎樣的？市場有沒有競爭？競爭大嗎？以往我們採用卡式帶，自從CD出現之

後，我們有VCD、DVD、LD，及至現在有藍光光碟或高清晰度DVD，技術一直在

變。第一，那是甚麼市場？那是關乎錄像或錄音儀器的巿場，那些儀器是一些光

碟，屬於一種專利的技術。可以運用我們之前提及的數項因素加以分析。如分析CD

的巿場，這視乎你所指的是CD播放器還是CD，如果是CD播放器，當然是用作播放

CD的，我們購買藍光光碟播放器，除了可供播放DVD、CD和VCD外，最主要是希

望以此播放藍光光碟。如果購買高清晰度DVD播放器，當然主要旨在播放高清晰度

DVD電影、錄像或聲音。回溯二零零六年，情況很不同，現在可能已出現了很多競

爭者。反觀當時可能只有一些著名品牌(日本或韓國出產的)；現在「步步高」亦有出

支援有關影碟播放技術之公司

 支援之公司

藍光 Sony, Panasonic, Philips, LG, Pioneer, Apple

高清晰度DVD Toshiba, Hitachi, Microsoft, N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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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藍光光碟和高清晰度DVD播放器了。如果我們只着眼藍光光碟播放器市場，當年

那就只有韓國和日本的大型電子消費品市場。潛在的競爭對手及代替品，就Sony品

牌而言，當時的DVD播放器市場， Sony擁有頗多競爭者；就藍光光碟而言，該品牌

可能面對Panasonic、LG的競爭。除此以外，Sony還要面對另一種競爭，就是替代

的產品，包括剛才提及高清晰度DVD，有些是近似代替品，有些則較不近似。若論

較為高清的影像表現，就只有高清晰度DVD可以媲美，VCD與DVD的質素已遜色甚

遠，但亦屬於代替品之一，只是價格不同。由此可見，巿場存有很多代替的產品；

潛在競爭對手方面，如果是CD播放器，哪些是競爭對手呢？Sony當時的潛在競爭對

手，就是中國眾多初出現的消費品和消費電子產品的製造商。他們未必掌握箇中技

術，但如覺得這個市場有利可圖，他們或會加快地採納技術。由此可見，潛在的競

爭 (potential competitors) 對手不少。

當時誰是買家呢？正是那些零售商，如果市場的接受程度不太高，他們未必會迅

速的購入貨品。大家知否在二零零六年，一隻藍光光碟的售價？是否有人於二零零七

或零八年時已購買藍光光碟播放器？誰人家中現在有藍光光碟播放器？購買的價格是

多少？我現在購買的價格是一千一百元，我剛於三個月前購買的。你會發現，價格有

點不同；在二零零六及二零零七年，一部藍光光碟播放器的售價高達五千元，產品的

價格如此高昂，零售商未必能夠接受。我們識別市場時需顧及時空，剛才提及二零零

六年，當時沒有很多買家購買產品，競爭者雖多，爭相要把產品推出市場發售，那市

場能力轉移到哪兒呢？就是轉移至買家身上了。想發售產品的人很多，但願意接受分

銷的人甚少，買家的議價能力便相應提升。剛才提及賣家，是製造商，但誰把技術售

予藍光光碟播放器製造商？正是持有知識產權的人，即Sony和Panasonic，那些公司

擁有知識產權，議價能力亦高，可以要求高價才把技術出售。當時最主要由Sony、

Panasonic持有相關技術的知識產權，而它們要求的牌照費高昂，他人須付出不少金

錢才可購入技術或軟件驅動程式，將之加入產品內以推動電盤轉動，從而取得訊號來

播放影音，導致產品的市場售價甚高。我們以這個方法分析，可見當時藍光光碟播放

器製造商的盈利不高，大部分金錢用來支付知識產權的生產者，另一方面亦要向買家

減低出廠價，對方才願意幫助你推廣產品。同時巿場充斥大量的代替品，也有一些生

產成本相對便宜的競爭者隨時進入市場。雖然是新的技術，新的產品，十分獨特，但

相對而言，其市場能力的競爭水平實在頗低。你可以用這幾個方向來探討這個問題，

幫助你了解。另外，我們不僅可以應用那些因素分析理解藍光光碟播放器巿場，它們

亦可用於探討高清晰度DVD播放器的巿場，後者亦有上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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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最後藍光光碟勝出16，而非高清晰度DVD？原來箇中不獨由這五種因素支

配，而且還有一種支配因素，正是我們剛提及的第六點，互補(complement)，屬於

現代影響市場競爭中較為重要的因素，影響將來市場的發展及產品的市場能力。當

時藍光光碟講求高清的影像表現，那互補的物品必然是電影片段。當時荷里活電影

市場是全世界最大，有不同的製片公司，投影片21列出了他們在2006年的市場佔有

率。這個市場競爭很大，環顧全球，擁有龐大市場佔有率的製片公司不多，在那個

巿場中，首六間製片公司是較大的，其他的則較小。當然市場的變化很快，現已不

是這樣了。在巿場競爭中，決定勝負及慢慢地鞏固市場的關鍵，原來是受到互補元

素的影響。哪間製片公司採用藍光或高清晰度DVD的技術？在這兩個技術而言，只

有環球影城是採用高清晰度DVD的技術，其他如二十世紀霍士、MGM和Disney等

只採用藍光光碟的技術。就此，藍光光碟就佔了電影市場百分之六十，而高清晰度

DVD只有百分之三十三點五，這個情況加強了整個市場的技術變化，最後讓藍光光

碟技術公司得到最大的勝利，高清晰度DVD市場慢慢被吞食了，藍光光碟就成為現

代高清影像的貯存器。藍光光碟背後的知識產權持有人正是Sony和Panasonic，這

讓Sony衍生出強大的市場能力。

16 參考投影片18，21-22。

藍光技術應該由二零零六年至二零零八年壓倒性勝出了，而為何今天的藍光光

碟播放器會這麼便宜？藍光光碟壟斷巿場，而技術源自Sony，那為何藍光光碟播放

器在市場可以如此便宜？最少你看到價格由五千元下降至二千元，再由二千元再低

至一千元，為甚麼這樣便宜？除了巿場慢慢採納有關技術之外，還有甚麼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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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認為是由於網絡視頻，讓人可用電腦或Media Player透過寬頻網絡觀看，

這個技術讓我們不一定以藍光光碟欣賞片段。對的，這是其中一個原因。這是潛在

的競爭或是代替品，這是一個很好的論點。在視頻上的解像度，本身都有一定的質

素(1080p)。藍光光碟是高於1080p的。還有甚麼原因呢？這個原因並非是市場的，

純粹是商業策略。在高清晰度DVD沒落的時候，中國開始認為不可讓藍光這種日本

的技術控制下一代的市場發展，因而發展中國藍光，大家聽過這個名字沒有？沒有

吧﹗因為從沒有推出市場。中國採取「中國就要用中國藍光技術」的態度，那是採

納高清晰度DVD的技術而演變出來的，因為對方不做了，把技術售予中國，中國便

採用這個技術的改良版。如果中國採取的格式是中國藍光的話，日後所有中國電影

或於中國播放的電影都要使用這個技術或標準。這個時候，作為Sony或Panasonic

的高層人員，你還會繼續收取這麼高昂的知識產權費用嗎？這就成了巿場策略要考

慮的問題。如果你是持有知識產權的公司，還繼續收很高的費用，市場的產品售價

還是三千或五千元這麼昂貴，那就容許了一些空間，讓中國日後可順利發展中國藍

光技術，而這些藍光光碟若真的可以在市場出現時，就形成了一個競爭者，屆時那

些持有知識產權的公司就連基本的市場能力都會失去，只因中國的市場龐大，內地

政府又會施行干預，僅容許巿場使用中國的藍光技術。在這個情況下，Sony採取了

新的對策，把所有的知識產權牌照費用大幅下調。以往我們以五千元購買產品，當

中三千元是付給Sony的，現在我們可能只需付給Sony三百元，現在的藍光光碟播放

器亦因而變得十分便宜了。由此可見，市場會透過競爭作出適當的反應，令一些公

司即使擁有壟斷的力量及知識產權，都不可以維持很久。市場競爭可以把很多產品

的價格降低或質素提高，所以保障市場的競爭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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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圖像告訴你17，深色比例越多代表市場競爭越高；越是集中在中間部分，就表

示公司的在這方面的市場能力越高。我們可以用這個六角形去看看巿場的競爭情況，

例如Sony，它的代替品很多，市場競爭便較大；它的互補元素頗重要，市場競爭便較

大(即巿場能力較低)；買家的議價能力巨大，本身的市場能力會較低；它自己控制本身

的供應商，其市場能力因而較高。我們可以運用這些圖像，幫助我們消化或了解市場

競爭的環境。如果市場的競爭環境良好，具有高度競爭，市場能力則會相對地降低。

量度市場能力 (Market Power)：市場佔有率18

如果你不用這種質性方法分析市場能力，你亦可以用一些簡單的經濟學方法，

看兩大要點分析，即現存的競爭者(existing competitors) 及潛在的競爭者 (potential 

competitors)，而無須分析買家及賣家的議價能力，也無須分析代替品了。那些分析

可能比較複雜，我們可專注分析現存的競爭者及潛在的競爭者。為甚麼我們可集中

分析這兩項呢？因為在政府的諮詢文件中，政府的法律文件中，該指引特別提出了

這兩項，指出如要決定企業是否擁有市場能力，要視乎該企業具有多少現存的競爭

者及潛在的競爭者。不同的市場擁有不同的市場能力，但我們可以用兩種方法，一

是量化測度 (quantitative measure)，用以衡量市場的集中 (market concentration)

程度，那是很直接的方法，從中理解市場佔有率有多大，由此得出這個市場現存競

爭者的競爭情況有多激烈。我們亦可採用其他一些量度的方法，看看一些會影響潛

在競爭者的因素，如技術條件 (technological/cost conditions)、需求特點 (demand 

features)、潛在入市 (potential for entry) 及產品生命周期 (product life cycle)等。

我們先說說市場集中程度，這裏有一個不錯的例子。

CK即長江地產19，是香港最主要的地產發展公司之一，主要從事住宅樓宇地

產發展業務，有關長江地產供應的大概統計：該公司每年大約供應六千個單位，而

同時保留四千個作為存貨(這裏指全新落成單位)，其供應量大約於一萬個以下。該

公司供應六千(個單位)，但仍保留了一些，長江的策略是建成多少單位也會盡量悉

數發售，不會採用囤積居奇的方法。你可看到，香港每間地產發展公司的策略各有

不同，恆基兆業屬意保留一些單位存貨，有待價格理想的時候才推出巿場，新鴻基

和長江的策略較為簡單，建成多少單位也悉數發售，流水作業的模式。這是供應量

的數字，香港平均每年有二萬至三萬個新落成單位，假如這個例子是真的，我想提

17 參考投影片24，18 參考投影片25-26，19 參考投影片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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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長江是否為市場的主導分子？我們現在要量度該公司的市場能力，因而要量度

其市場佔有率。你可計算一下其市場佔有率，三分之一？很多人都會這樣計算，如

果巿場供應三萬個單位，你可留起四千個，然後供應六千個，那最少都佔巿場三分

之一吧？有時候是一半，如果能操控一半市場，那還不是巿場主導分子嗎？這是簡

單分析問題的方法，你可以如此分析這個問題，但亦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分析。

這兒有兩個計算方法，我們讀宏觀經濟學的時候讀過有流量和存量。存量而

言，香港不只三萬個單位，如果連同二手市場單位計算，香港單位的存量大概三百

萬，當中可能有二百萬個私人樓宇單位，那些放到地產代理那裏求售的，可能只有

四萬至六萬個左右。我假設委託代理求售的才是真正在巿場出售的單位，那些沒有

委託代理出售的都只是問價而已，並非真的求售。若是二手市場高檔次的單位有六

萬；我現在所指的是流量，是在市場求售的，加上新落成單位則有有二萬至三萬

個，最多一共只有約十萬個單位在市場求售。

你可以否定這個說法，假設每人其實都想出售單位，那總數便有三百萬個，一

切視乎你怎樣計算。如果你以三百萬為基數，長江在巿場中即屬微小的規模，一年

只供應一萬個單位，整個香港則有三百萬個可售單位，那就只佔百分之三。不過，

若我們不是計算存量，而是在乎流量，仍是需要把二手單位計算在內的。你或會提

出，二手和一手單位可能涉及代替品的問題，我們稍後再加討論。如果計算委託地

產代理求售的單位，大約有六萬個，加上新落成三萬個單位，那便共有九萬個。如

果在九萬個單位中，長江只是供應一萬個，大概只佔百分之十，所佔比率不足百分

之三十都不可以說該公司是巿場的主導分子吧。

此外，一手和二手單位是否真的是代替品呢？這是個必須提出的問題，並幫

助我們了解市場有多大。這是個十分簡單的問題，但怎樣提問才好？落成十年的單

位是否等同現在新建的單位呢？十年前建成的單位沒有那麼「發水」，現在的單位

比較「發水」，兩者是不同的。十年樓齡物業的會所沒有那麼好，裝潢也沒有那麼

好，現在的單位裝潢較好。十年都已是舊單位了吧，那與新建的一手單位是否有點

距離呢？究竟我們如何分類，應採用哪些年份作為分界點？十年？五年？如果稱之

合理來說，你可以說是五年，如果以五年作為分界點，五年樓齡的二手單位便差不

多可以和新樓競爭，如此便可以把流量扣減，整個市場不再有六萬個單位可與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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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成單位競爭了，可能只剩下三萬個，五年以下樓齡的二手單位。對長江而言，整

個市場有三萬 (全新落成單位) 加上三萬 (五年以下樓齡)個單位，那就有六萬個或

五萬個單位了。按這計算方法，長江所佔市場的比率為百分之二十，你可以如此分

析。從中我們需要留意兩個問題，第一，我們要留意有時應要以流量計算，亦有時

候要以存量計算；第二，哪些是真正的代替品，才可決定某公司的市場佔有率。

電訊行業就很簡單了。香港現有多少個流動電話供應商？五個。為甚麼要計算

供應商數目？由於公司需要領取牌照才可經營有關業務，最簡單的方法是計算持牌

供應商的數目了。如果我們對市場的佔有率不太清楚，對巿場界線不太清楚的話，

便難以判別那是否一種壟斷。我們雖然知道長江是一個大型企業，但不表示該公司

在地產市場上具有龐大的佔有率。從以上分析，我們最多只會相信，長江佔市場百

分之二十至二十五份額。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是否代表其具有強大的市場能力？一

般來說，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的市場能力不算重大。稍後我們亦會談及這個問題。

下 一 步 我 們 會 更 深 入 探 討 問 題 2 0， 開 始 談 及 如 何 界 定 市 場 範 圍  ( m a r k e t 

definition)。為甚麼要談及這個問題？現在各位隨時在報章看到報道，提及A公司壟

斷市場，B公司壟斷市場。若說公司把市場壟斷，它最少要佔據巿場一個龐大的百分

比率，但你仍要交待這個市場有多大才可，不可因為覺得他很富有，那對方必定是壟

斷了這個市場。他富有可能惹人討厭，但他的公司是否壟斷市場則是另一個問題。

20 參考投影片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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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定義21

有人問可否把長江視作只參予一手單位的市場。

如果純粹是一個法律的議題，指出他壟斷市場，以至進行壟斷的行為，我們定

要提問的是，消費者的看法怎樣？法官定會從市場的角度了解，樓齡五年的單位和

新落成一手單位是否有代替性？市場的定義是有一個機制來說明的。投影片28的流

程圖展示一個測試，現在國際十居其九的競爭政策委員會都採用這個方法衡量市場

大小。這測試用於衡量市場大小的，即界定這個市場範圍是甚麼。你說某間公司生

產了一個產品是壟斷市場，究竟這個市場有多大，我們要提出這個問題，才知道產

品佔據市場的比率有多大，再決定它是否壟斷市場。判定巿場大小攸關重要，經濟

學並沒有談及這個方面。當你畫出一條供應曲線及需求曲線，箇中並沒有說出上述

的情況。或是只列出「貨品X」，但貨品X代表甚麼？圖中沒有提及。即使有人提

出那代表牛奶，但所指的是中國出產的牛奶還是澳洲出產的牛奶，日本北海道出產

的牛奶又是否包括在內？代替的程度有多大呢？又是否包括煉奶和脫脂奶等製品在

內？巿場包含的製品類型越多，市場便越來越大，公司所佔的比率便越來越小。如

某人被控壟斷，當然會把市場的範圍盡量擴展；若有人要控告別人壟斷，他就會把

市場盡量收窄。法官就要加以衡量，並作出適當的判斷及判決。

這測試涉及經濟學上的一個理論，名叫SSNIP (small significant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箇中的理論，在於假設某間公司或一組公司同屬一個市場，如果

出現壟斷，公司應可以增加價格 (長期的)，幅度不太大，如百分之五，公司亦不會

損失利潤。甚麼是壟斷？壟斷就是可以收取壟斷價格，可以控制價格。換言之，如

果該公司壟斷巿場，佔據了百分之一百的市場，它突然提升價格，亦照樣可維持利

潤。如果我們說A公司壟斷巿場，我們根據公司的市場資料分析，如果它增加百分之

五的價格，根據該公司過去的經歷，它仍不會損失利潤，這間公司便是壟斷市場。

壟斷的意思就是這樣，甚麼是壟斷，正是百分之一百的市場佔有率。如果該公司提

高售價，它可以增加利潤。若然有其他競爭者，寡頭壟斷，出現兩間公司，你增加

售價百分之五，另一公司沒有跟隨，那銷售量就會全部傾至競爭者(另一公司)那邊來

了，這企業的利潤便減少了，寡頭壟斷的巿場就是這樣。如果只有一間公司，即使

加價亦不會流失客人，利潤仍可維持或更高。若我們查看這間公司的數據，發現它

提升價格百分之五，但利潤沒有減少，我們相信已出現壟斷的現象，該公司百分之

一百沒有受到影響。

21 參考投影片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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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看到公司的利潤減少，即它並沒有壟斷市場。那麼，我們可能要把競爭者

的範圍涵蓋加大，如加入B公司和C公司。假設A、B及C公司同時加價百分之五，如

果三間公司合起來是整個市場的話，即是百分之一百，三間公司加起來的利潤是不

會減少的。如果進行這個測試，三間公司一起加價百分之五，利潤沒有減少的話，

即三間公司已包括整個市場，那麼，這三間公司就界定是一個「巿場」了。如果這

三間公司加價百分之五，而三者共同的利潤都減少了，則這三間公司便不能界定是

整個市場，要加上E、F、G公司，直至加起所有公司，名單可能很長，如把最大型

的十間公司加起來，他們同時加價百分之五，利潤總體上沒有下降，則這十間公司

就可界定為一個市場了。你界定這十間公司是一個市場後，便可以計算出每間公司

的營業額或利潤，從而判別其市場佔有率。可能A公司的市場佔有率在十間之中是最

大的，例如把十間公司一併計算，總體的營業額是十億，A公司佔了五億，該公司就

佔了市場的百分之五十，那在某程度上，該公司屬於巿場一個主導分子。

不少競爭政策或競爭委員會都使用這個方法界定巿場。這個方法有一個好處，

它是由一個壟斷的定義開始。報章常有這樣的言論說不知道如何界定市場，其實只

是他們不知有這種方法而已，這方法在世界已實行二十年了。歐美兩地都用此方

法，謹慎決定是否容許公司收購合併，若然二者合併後不會使市場擴充，反而減少

競爭，當然便不會批准這個行動。屆時可能要查看二者合併後增加了多少的市場集

中程度。如果要知道會增加市場集中程度多少，那定要界定市場的大小，才可知道

這兩間公司，如A公司與B公司的市場佔有率各有多少，然後才可判定兩間公司合併

後會否影響整個市場的競爭。下一節我們會提出一個十分典型的美國例子來透徹解

釋以上所說的，亦會應用上述的原則。香港現在通過競爭法都會用上這個原則。請

緊記，這個原則本來是用於判別公司是否壟斷巿場。「壟斷」即公司加價，就會增

加利潤，因此，如果A公司加價會增加利潤，它已佔據市場的百分之一百。不然的

話，就要加入B公司(另一間最相近及產品是最接近的公司)。這兩間公司，同樣加價

百分之五，一看這兩間公司整體的利潤是否沒有下跌，若然沒有，則這兩間公司就

界定了整個市場。若然兩間公司合併，已佔據市場百分之一百，便已是壟斷了。如

果這兩間公司加價百分之五，兩者的利潤沒有增加，反而下降，只因客人選擇另一

間公司，他們會尋找其他東西來代替這個產品，即其他公司供應的產品或服務是直

接和A與B兩間公司競爭的，那便需要再加入C公司來衡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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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以下記錄熊博士回應參加者的提問。)

問：「剛才所說的個案提及三間公司，若他們整體的利潤沒有下降的話，三

者就可界定為一個市場。不過，如果三間公司中有兩間的利潤出現很

大的增長，而另一間的則下降，但整體利潤仍然是一樣，我們應以該

兩間公司，還是以三間公司來界定一個市場呢？」

答：「同樣是三間來界定一個市場。為甚麼？因為那是公司之間互相競爭而

已，並無影響這個市場由三間公司組成的事實。若三間公司加價百分

之五，C公司的利潤相對減少了，只因其產品不值得增加百分之五，

若同樣加價百分之五，別人就寧願到另外的公司選購，但它也是在競

爭的。公司競爭力不足並不表示它不是在同一巿場競爭。舉個例子，

如《成報》也是報章，即使競爭力不是那樣強大，但它也是在巿場中

和《蘋果》競爭的，它也同屬於這個市場，否則凡是弱者都要離開巿

場，則總有公司壟斷市場了。」

問：「可不可以說，如果是寡頭壟斷的個案，則不應只包括競爭力強大的公

司，還要包括所有其他的小型公司？」

答：「不是。以地產代理為例，假設我們有數據，訂立一個假定的個案：例

如中原、美聯、香港置業三間地產代理，如果同時把佣金比率增加，

對於三間公司的利潤是沒有影響的。雖然其他小型和獨資經營的代理

公司都應該在巿場與三者競爭，但三者的利潤都不受影響。換言之，

在這個市場中，消費者採取不同的態度來看待這兩種公司。如果我

要購置物業，我會惠顧中原、香港置業或美聯。若我作為地產發展公

司，需要物色代理銷售新的樓盤，我亦會找上這三間公司，而不會物

色街角小店。兩種公司各有不同的目標市場，是可以包含不同的市場

的。若我們已做了實驗，三大地產代理公司加價，並無因而影響客人

轉而惠顧街角小店，即代表三者已有本身的市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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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換言之，那個市場可分為兩類？」

答：「是的。儘管大家同樣稱為地產代理，但他們很不同。就算是醫生

都分為幾類吧，例如中環的醫生和屋邨的醫生可謂兩類不同的醫

生。」

問：「如果我們要界定有沒有出現反競爭的行為，應依循哪一個定義

呢？」

答：「我們先要界定市場。我們界定了巿場後，如果發現一些公司同屬一

個巿場，它們之間可以合謀，兩者合謀便可互相優惠了，這就有機

會出現了反競爭行為。或是說，某公司有一些反競爭的壟斷行為，

例如它有掠奪性價格競爭，這就只會影響這個市場的公司，但未必

會波及一些街角小店。正如有人提出，為甚麼不將街上士多與超巿

一起視作為同一個市場？為何不加入十元店、日本城？那些店舖

雖是零售店，但其市場不同。因此，在競爭法中，界定市場是非常

重要的，這樣才能判別一間公司是否壟斷巿場，是否在同一個市場

競爭。我們不可以說，兩間公司在香港營業便一定存在競爭，兩者

面對的市場可能是不同的，那是競爭法的巧妙之處，也是箇中的技

術問題。由此可見，競爭法的案例是比較複雜的，但並非不應用經

濟學學說。我們剛才也應用了經濟學，只是一般人修讀經濟學時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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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真正的探討判定這間公司有否有反競爭法行為出現。修讀經濟和

修讀法律有別，前者只說這個政策是對還是不對，但它究竟影響多

少，或是對錯多少，修讀經濟學的人無須理會。不過，法律涉及有

罪還是無罪，有沒有犯罪的影響很大，因而要十分詳細，也要具備

一定的邏輯性。」

問：「在界定巿場方面，如第一間公司加價百分之五，發現利潤沒受影

響，會否有可能當第二或第三間公司一起加價時原來都可以沒受影

響，是否遺漏了？」

答：「不是。我們要做一個假定的個案。我們一定要進行質性的分析，看

看公司的數據，再作分析。其實進行這個實驗的時候，是沒有遺漏

旁邊兩間公司，它是假定旁邊兩間公司沒有加價。就像進行了一個

分析，得出一個質性的模組，假設B及C公司是不會加價的，如果A

公司加價，對A公司的利潤有多少影響。當然A公司加價，B及C公司

的利潤也可能會增加，如果減少的話，整個系統的模組就錯了。」

市場集中程度 (Market Concentration) 計算方法22 
巿場份額可以用銷售價值、銷售量或生產力來計算。有時我們不可能計算出

一間公司有多少價值。例如香港的汽油公司，我們研究時，甚少機會得知一間公司

售油量。我們知道公司購入多少汽油，但它可以分銷他人，並不只由自己出售。因

此，最簡單的方法是我們以那些公司擁有多少個油站計算，從中計算市場佔有率。

生產規模亦可以解釋市場佔有率，當然若有油站就不用實行剛才的計算步驟，只因

每個油站應該存在供應的規模。

22 參考投影片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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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共有兩種量度市場集中程度的方法23。一是「四大企業集中率」(Four-

Firm Concentration Ratio, C4)，它着重衡量首四家最大的公司的巿場佔有率。你

先要界定市場，然後逐間量度其營業額、盈利率或生產規模，就可得知每間公司的

市場集中程度，這是一種評估整個市場競爭程度的方式；或是使用「赫希曼指數」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HHI)。上述兩種都是常用的衡量方法，「赫希曼指

數」是最多人使用的方法。歐、美兩地均使用這個指數來決定哪間公司出現問題，

或是否需受規管，可見「赫希曼指數」是一個重要的指標。如果在市場中，這個指

數大幅增加，當地可能便會用一些方法來防止市場壟斷的情況惡化。

如五千萬代表整個市場的營業額24，你計算首四間最大公司的數據，數目越大，

壟斷性越高，市場集中的程度越高。巿場越集中，對於四大公司來說，市場能力就

會越高，這是很簡單的計算方法。剛才我們已界定了市場，例如這間公司，市場有

A、B、C、D、E及F六間公司，如果首四大公司的營業額各自一千萬，後兩間各自

五百萬，整個市場的營業額就是五千萬，首四間佔四千萬，則「四大企業集中率」

是0.8。數字越接近1，市場集中程度越高，越近0，市場集中程度越低。不過，個別

公司巿場佔有率的數字的比重是相同的，即最大的公司與第二大、第三大以至第六

大的比重都是一樣的，不會佔有率越大就反映越是集中(市場能力越大)。

有見及此 25，有人不採用這種方法，而選用「赫希曼指數」(Her f i ndah l -

Hirschman Index, HHI)，它有考慮到公司巿場佔有率越大，對巿場競爭的影響越

大，所以相應計算的比重就增加。譬如你的公司擁有百分之五十市場佔有率，對這

個指數的影響會很大；反之，如果公司只佔市場百分之一，對指數的影響會很小。

這個指數的計算方法十分簡單，只要把市場每間公司的佔有率自乘，全部加在一

起，再把數字乘以10,000；數字越近10,000，市場越集中，越接近0，市場越分散。

例如現有三間公司26，其中兩間公司各自只有十元的營業額，第三間有三十元，

如用「四大企業集中率」計算，那代表頗集中。但如果我們知道，最大那間公司佔

據市場的比率是百分之六十，後面每間各佔百分之二十，0.2的次方就是0.04，那是

很小的數字；但0.6的次方就是0.36，數字相對比較大，比重較高，最後加起來再乘

以10,000是四千四百，可見首間市場佔有率0.6的公司對市場的集中率影響很大，反

映了市場的集中程度，亦間接反映了市場能力。

23 參考投影片30-31，24 參考投影片32，25 參考投影片34，26 參考投影片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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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參考投影片43，28 參考投影片44-46。

量度市場能力：利潤率27

此外：還有一些方法來推斷公司的市場能力。剛才我們提及如何界定市場，研

究市場的集中程度，目的在於了解市場的能力，市場的大小，有一個可以用的方法

是利潤率 (price cost margin) 或毛利率 (gross profit margin) 或淨利潤率 (net profit 

margin)，稱為利潤分析，即計算公司賺取的，即毛利率。如購貨是用一元，售價兩

元，毛利率就是百分之一百。如果再要扣除營運成本、固定成本、淨成本，剩下如

果只賺兩毫，淨利潤率就是百分之二十。我們可透過計算淨利潤率或毛利率，得知

市場能力的強弱。不過，我們要在同一市場比較。即電力公司的市場不能與計程車

的市場比較。我們亦可一看公司的價格需求彈性 (elasticity of demand)，如果某公

司需求是沒有彈性的，在一定程度上，這間公司的市場能力很強大。亦有一個叫競

爭者的供給反應 (rivals’ supply response)：如果這間公司加價，但其他公司的供給

反應是小的話，這個市場能力也是強大的。這些都是量度市場能力的方法。之前提

及很多市場能力及量度的事情，也得知如何量度一個市場的競爭環境，這些都是幫

助我們了解市場的競爭狀況，從而考慮是否需要注意一些市場的反競爭行為。

壟斷和反競爭之別28

壟斷和反競爭有甚麼相同之處？壟斷和反競爭又有甚麼不同呢？壟斷英文是

Monopoly，Monopolization意指壟斷化。換言之，壟斷是描繪一個現狀，壟斷化是

關乎一個進程。如這裡所言，如果我們擁有競爭的機制，就可以限制壟斷者的壟斷

行為。到底壟斷是否指反競爭呢﹖那要視乎我們想處理甚麼問題了。

我們修讀經濟學時都知道，一個壟斷者可收取一個高於邊際成本的價格，這是

一個壟斷的現象。但如果出現外來的競爭力量，限制壟斷者收取高於邊際成本價格

的情況，或是把壟斷情況逐漸減弱，這就是消除壟斷 (demonopolization)。在市場

的機制下，應會慢慢出現新的產品，還有新的概念，把壟斷者的壟斷能力減弱。

如果壟斷者透過一些方法維持壟斷性，或增加壟斷性，那就稱之為反競爭。不

過，壟斷只是一個現象。但如果提及一間公司越來越壟斷市場，那是一個進程。如

一間公司不讓他人和它競爭，並妨礙新的進入者來減弱他們的競爭能力，這就是反

競爭。我們說着反壟斷，究竟是反壟斷這現象，還是反壟斷它的過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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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不易理解的。壟斷是一個現象，因為壟斷者擁有重大的市場地位，或是擁

有重大的市場佔有率；但進行壟斷的行為 (monopolize)，即是去鞏固自身壟斷的地

位，或是採用一些方法防止市場的競爭出現，以防奪走壟斷的能力，這就是壟斷化

(monopolization)。壟斷化和反競爭是差不多的，因為壟斷化近乎是反競爭，因為市

場競爭的力量會奪去壟斷的能力。市場機制會自然產生其他的方法，如透過發明、

新概念、新的市場策略或新進入市場的人，慢慢地去除壟斷能力，從而拿走壟斷能

力。雖然公司想壟斷市場，但有競爭者會將企業的壟斷能力拿走。於是企業 (壟斷

者)採用其他的方法，限制別人進入市場，就是反競爭。因此，壟斷化和反競爭是一

樣的，但壟斷是一個現象。有些人會採用壟斷化來形容，所指的是現存的市場能力

或延伸市場能力；如果談及延伸的市場能力，使用「壟斷化」會較好，但有時有人

也會使用壟斷化指現存的市場能力，但一定要清楚你希望界定甚麼，界定的內容如

何。如當談及香港市場的競爭情況，你想指的是香港的巿場十分壟斷，還是香港的

市場越來越壟斷，想指的是哪一個意思？如果分不清這兩個意思，便難以回答有關

問題。

我們會否希望運用法例來阻止他人壟斷化，還是把現在的壟斷情況逆轉呢？

香港現在很多市場都十分壟斷，你會否希望把現在的壟斷市場逆轉，變得更具競爭

性。這可以由無形之手去進行，透過市場長遠和慢慢地侵吞這些力量，但我們要防

止一些人用自己的壟斷能力來防止他人侵吞他們的市場力量，我們因而需要立例，

規管這些反競爭行為，競爭法只處理這件事情。但如果想多做點事情，就是由政府

利用一些積極的手法把現在的壟斷者力量侵吞，但我們是否希望如此呢？

微軟在二零零五年時壟斷了市場，美國政府有何對策呢29？

當局把整間企業分拆，令微軟的Office、Windows、伺服器獨立分開三間不同的

公司，三者不可互相利用大家的力量來鞏固市場。類似的做法可實施在和黃和長實

身上，如強迫和黃旗下的Husky Oil分拆為一間公司，把百佳分拆為另一間公司，屈

臣氏分拆為一間公司，船務也成為獨立的一間公司，全部都成為獨立的上市公司，

並承諾不會彼此干預。如把和黃的地產、零售及其他業務分拆開，那和黃就沒有那

麼龐大了，逆轉了它的市場能力 (reverse market concentration)，但並非透過市場

的渠道，而是政府出手干預。政府或會覺得中原這個地產代理太大了，要強迫該公

29 參考投影片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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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香港和九龍的代理業務分拆獨立，或是把筲箕灣、北角及其他地區業務獨立，

成為獨立的地產代理公司，叫中原北角地產代理、中原筲箕灣地產代理等，這幾間

公司不可以共同管理，這就是我們稱之為逆轉壟斷 (market structure remedy)。

你認為香港會否接受這個做法30？不會吧。我們因而不會有反壟斷法 (ant i-

monopoly Law)。因此，有人要求制定反壟斷法，香港確實是不會接受的，因為我

們採納是資本主義市場機制，當中最重要的是尊重私有產權，別人的產權是不可干

預的，不能胡亂把別人的產權拆掉。因為反壟斷法，最重要的是補救巿場的結構

(structural remedy)，意指透過政府的干預，把市場的結構改變。

美國政府將洛克菲勒的石油王國分拆為三十多間石油公司。AT&T是一間美國的

電訊公司，美國政府將之分拆為很多不同地區的電訊公司。這稱之為反壟斷，這是

反壟斷法所能做的。

當然我們還可多做一點，防止市場中的結構合併 (structural merger)，從而鞏固

巿場能力，這行為可以說是壟斷化、反競爭，因為兩間公司的合併是一個行為，旨

在增加公司的市場能力。你可以認為結構合併增加市場能力是干預其他人進入市場

的，屬於反競爭。但有人可能認為兩間公司的合併是市場的自然反應，政府究竟應

否干預，那是富有爭議性的。香港政府決定不干預，即認為兩間公司合併是一個市

場的自然反應，政府定義為不是壟斷化市場。因此，香港政府在草案中是不干預收

購合併 (merger)的。坊間有人常要求制定反壟斷法，其實是和我們香港原本的經濟

文化理念相違背的。香港的競爭法如此落墨，是經過公眾諮詢而決定方向的，這是

大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研討會「反競爭行為及競爭法：概念、事例及關注（第一部分）」完。

30 參考投影片5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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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們這一節主要探討案例，上一節，可能內容有點抽象，現在會以不同的真實

案例來闡釋上一部分的內容。

保障市場競爭的好處：香港例子
記得大約在八十年代末，「大哥大」電話面世；踏入九十年代，電訊行業開

始開放，到現在已發展成一頗具競爭的市場，這也是香港競爭政策落實的具體例

子。立法會討論競爭條例草案時，有人提出這個行業得以發展與競爭法無關(因這

個巿場已甚具競爭)，但亦有人認為是相關的。事實上，大約在二零零零年，我們

的法例中已有競爭條文，用以保障市場的競爭；如有任何電訊業經營者或電訊商

作了一些反競爭的行為，將會被電訊管理局局長罰款。大家可參考《電訊條例》

(Telecommunication Ordinance) 第106章，第7K條。並不是所有行業都有競爭條

文，電訊行業則有條文規管，而且內容十分齊備。那些條文包括：如有公司或人合

謀定價 (Price-fixing) 或圍標 (Bid rigging)，便有可能違反《電訊條例》中的競爭條

文；《電訊條例》亦限制兩間電訊公司合併 (merger) 的活動。如雙方有意合併，必

須經過電訊管理局局長同意才可。現在《電訊條例》與《廣播條例》合併，把兩個

發牌行業歸屬同一監管者即通訊事務管理局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監管。

香港沒有跨行業競爭法，但從二零零零年開始，香港的廣播行業及電訊行業

已有競爭條文，限制經營者不能合謀進行某些事情，市場佔優者亦不可進行某些活

動。雖然有人提出電訊行業得以蓬勃發展，非因為競爭條文；但其實電訊行業得以

快速增長，實因競爭條例的引入及政府對此市場採取的開放政策。現時的電訊行業

與大東電報局時期完全不同。以往本地只有電訊盈科 (香港電話公司)，及至九十年

代，政府引入競爭，開放市場，讓更多人或公司可以參與其中 (包括更多的免費電視

及收費電視)。由此可見，競爭政策嚴格而言包含兩件事：一是開放市場的政策，二

是監管反競爭行為的法例。就電訊行業而言，這兩件事情都做到了，讓廣播行業和

電訊服務行業的市場發展蓬勃。我們致電外國每分鐘的收費變得更為廉宜，這正是

競爭的緣故。

 「反競爭行為及競爭法：概念、事例及關注（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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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有人認為那是由於技術改良所致，他們認為以前只有2G網絡，之後出現

3G，現在還有4G。技術改良促使這個市場加入更多不同類型的競爭，技術改變擴

充了競爭領域，導致這個行業發展蓬勃，令價格變得更便宜。但我不太同意，為甚

麼？因若沒有競爭法，我相信今天很多技術便不會如此容易引入香港。讓我列舉一

個十分簡單的例子：現在如要安裝家居電話，我們是有選擇的，不會只有電訊盈科

一間公司，這正是因為有競爭法的緣故。不過在九十年代至千禧年代的初期，雖然

已引入競爭，但電訊盈科卻利用了本身的優勢，以很多方法妨礙其他新經營者加入

電訊業的市場。雖然電訊業市場已開放，但其他電訊公司的固網市場滲透率(相對無

線電話的市場)仍是頗低及滲透速度頗慢。為甚麼？

因為在固網市場，有一個佔有市場優勢的經營者，採用各種的方法，妨礙新

經營者進入市場競爭。現舉一個十分簡單和實在的例子：由於受到建築地積比例限

制，單棟式的樓宇只有一條電訊線通過一條不太寬闊的管道，從地下接駁至天台，

然後再分層給予不同的客戶使用。如這棟樓宇於八十年代興建，當時只有香港電話

公司，它當然是獨佔這條管道。其他固網公司有何方法可進入這個市場？它們可在

樓宇外牆搭建一條線路，但那是十分危險，也不受保障的。它們希望香港電訊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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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部分的位置加入線路進入該樓宇，但香港電訊要求對方不要移動他們已有的線

路，強調那是屬於它們公司的。(這是真實的回應) 

香港奉行資本主義市場機制，尊重私有產權。不可移動別人的東西，既然香港電

訊已把線路放在管道中，由於空間有限，其他人就不能放線了。所以，其他公司只可

以向香港電訊租用線路，讓他們從外駁線進入樓宇。香港電訊清楚知道駁線會影響自

己的生意，當然會利用很多方法，把申請和處理申請時間拉長。在這個市場機制中，

速度是很重要的，試想一下，如果申請後還要等候七天，顧客又怎能等待呢？這樣其

他可供顧客選擇的電訊商的優勢便相對地較低了。當時那些電訊商就此投訴，電訊管

理局得知該公司濫用其市場優勢，便以局方的權力，迫使當時的香港電訊開放管道給

其他競爭對手，並要加快申請速度。如果局方沒有這樣行動，相信香港的電訊市場發

展會十分緩慢。雖然現在大多數人似乎都依賴無線電話，但要留意的是所有無線電話

的發射台都是以有線接駁，如果該有線系統仍受制於電訊盈科而電訊管理局沒有監管

濫用市場優勢的話，無線電訊行業的發展亦會十分緩慢。以上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讓

大家明白，雖然市場上的技術不斷改良，而且亦開放了市場，但如果沒有監管市場競

爭的人或委員會(當時由電訊管理局局長監管電訊市場競爭，並專責監察電訊市場的

發展)，電訊市場的發展不會如此迅速，香港亦不會成為亞洲區內電訊行業和電訊服

務應用領域急促發展的地區。我們的寬頻覆蓋率可媲美首位的南韓，但南韓獲得政府

的大力資助。我們的寬頻滲透率接近百分之八十、九十，更可使用無線寬頻。在香港

面對那麼多的寬頻服務習以為常，所以當我們到訪外國的時候便難以習慣了。前述的

例子亦表示，市場開放的競爭政策也包括市場競爭的監管，防止一些擁有市場優勢的

人濫用市場的力量，同時開放市場，令市場蓬勃。

反市場競爭之香港合謀定價的例子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二零零零年，《電訊條例》剛修訂了一年，行業的競爭法

亦已定立。當時總共六間電訊公司，其中五間無線電話服務公司(聽說電訊盈科沒有

參與)在同一天內同時宣佈把電話費增加二十元。然而，這個做法頗為奇特，只因各

公司有不同的覆蓋率，客戶服務亦不相同，為何同時加價二十元？電訊管理局頓時

覺得可疑。但請緊記，各公司同時加價並不是罪，就算在現時的競爭法中，亦不屬

犯法。現時的競爭法條文提及，需要有一個動機或對市場競爭產生影響，才可構成

同時合謀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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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那些公司一起加價，我們無從得知它們有否動機，亦不知道那對市場的影

響有多大。當時還沒有競爭政策法例，也沒有委員會，電訊管理局局長只好着力調

查。如果你是電訊局局長，你會怎樣調查那些違反了《電訊條例》中競爭法的公司

呢？如果同時加價便有罪，很多人都因此犯罪了。不少人都誤解，以為某一公司加

價，另一間接着加價，就是犯法。當然不是如此，箇中必定涉及某些原因。 

讓我先說當時電訊管理局的調查結果。局方告知各大公司，它們涉嫌合謀定價

(Price Fixing)，要求它們取消加價。那些公司隨後便取消了加價行動。 

電訊管理局先要求各公司提供各自的加價會議紀錄。原來電訊管理局早已收到

線報，知道那五間公司的老闆曾於十二月下旬，即加價前幾天相約進膳，這是一項

證據。假若局方要求他們解釋進膳時有否磋商價格的問題，他們可以說謊。但如電

訊管理局發現他們說謊，那他們就涉嫌妨礙司法公正。根據競爭條例，提供虛假口

供即屬刑事罪行。你可以選擇緘默，但不可以說謊。這是當時局方要求那些公司提

供的首項資料是加價的會議紀錄。如資料顯示，他們巧合地決定同一天加價，便要

另外再作進一步調查。不過，他們當時不太熟識競爭法；這五間公司的總裁實在亦

沒有上述加價文件。若然他們造假的話，罪行更大，可隨時被判監數年。那些公司

最後沒有答辯，就此作罷。由於那些公司沒有提供有關加價的會議資料，電訊管理

局最後裁定它們合謀定價。事實上，控告公司是否合謀定價非屬經濟課題，而是蒐

集資料證據的問題。除非掌握有關證據，否則不能單憑那些公司在一個市場一起加

價，便裁定他們合謀定價。

究竟一起加價是否違法？如沒有書信、電郵、電話溝通和往來而一起加價，那

並不構成任何違法的行為。你們知道哪間油公司每次定必先行加價嗎？ 每一百次之

中，大約九十五次是加德士先行加價。而每一百次減價之中，該公司大概有六十次

是先行減價的。其他油公司要麼就隔一小時，或是一天、半天才加價。這樣的話，

那些公司便容易答辯了：別人加價了，我便隨着加價。這個做法是較聰明的。這樣

表面證據不成立，但卻不表示公司之間沒有合謀，但需要加以調查，蒐集資料。直

接前往公司尋找資料，把公司電腦拿走，查看有沒有刪除的電郵。在美國或歐盟地

區，公司的電話可能會被竊聽，那些公司知道合謀是屬違法並涉及罰款，且刑罰非

輕，故他們會千方百計，不讓監管的人得悉內情。合謀定價是否嚴重罪行，則見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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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智。各位試想一下，在資本主義市場競爭的機制下，大家照理會盡量競爭，令消

費者或公眾得到最大的益處。然而，這些人合謀把價格提高，令公眾或消費者遭受

損失，這是否合理和公平呢？社會越是進步，我們越覺得這種行為並不合理，因此

需要以競爭法加以禁止。

再談反壟斷法
那競爭法是否只管制那些佔有市場大份額的公司呢﹖競爭法最主要的目的在於

防止一些公司壟斷市場，「壟斷」的意思，就是我們所說的市場能力(市場權勢)。不

論是單一公司還是一組公司，聯手把各自的市場能力組合，合謀定價，從而剝削或

加價，令消費者利益受損；或是公司聯手利用它們的市場能力，限制市場的供應，

令市場供應減少，導致價格升高，它們都是利用共同的市場能力達到目的。或是有

一間佔有較大市場份額或擁有獨特的市場能力的公司，提高價格，令消費者支付高

昂價格。這正是競爭法，或是我們所說壟斷法針對的事宜。

大家教授經濟科時，有時或會將市場力量(市場能力或市場權勢)與壟斷能力交替

使用。何謂壟斷能力？壟斷能力指能把價格提升至高於邊際成本的水平。高出的幅

度多寡，就可顯示某公司的巿場能力或壟斷能力的強弱程度。從經濟學來說，我們

知道這和價格有關，壟斷即代表公司擁有強大的市場能力。因此，我們最主要監管

的對象正是這些具有市場能力或壟斷能力的企業，令它們不至擁有更巨大的能力加

價。這是原則上的概念，但實際上應如何落實？

1壟斷化是否等於反競爭呢？可以從兩個角度看這問題。上一節和大家概說過

了，我們究竟是否需要管理和監管一些公司損害市場競爭的舉動，還是監管公司加

價的行為？這是兩個問題，即我們是否需要監管公司把價格提升至高於邊際成本的

加價行為，還是應要監管公司作出損害市場競爭的事宜？這是兩件事情，大家要很

清楚和謹慎了解，因有時候不易分辨。我們知道有些大公司的權力很大，例如iPad

售價昂貴，要四千甚至六千多元，並不合理，要不是公司獨市經營，售價應該三千

多元就可以。再說十多年前我們使用的Windows作業系統，如果不是購買盜版的

話，則每三年就要更換一次Windows系統，花費可多了。作為學校教師花費可能較

為便宜，如果不是作教學用途，我們就要支付正價。每套Windows系統售約二千至

1 參考第一節投影片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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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元，每三年更換一次，即每年要給微軟一千元，大家當然不服氣，但亦沒辦法

了，只因的Windows視窗作業系統在當時是獨市的。現在不同了，消費者不一定選

用它，可以選購Apple Macintosh。十年前根本無人會屬意購買Macintosh。今天

情況大不相同，至少有選擇。我們應要針對這些因獨市經營，或佔有龐大市場份額

的公司，令它能夠以昂貴的價格出售東西的情況；還是應要防止公司利用其市場佔

有率高的優勢，阻止他人挑戰其領導地位呢﹖就是說，Windows可以用市場的優勢

來妨礙其他人進入市場，當日Windows慢慢侵吞喬布斯的地位，迫他離開電腦市場

研製iPod。回想Macintosh電腦被對手打壓至二千年年代時，在巿場失去了蹤影，

Apple認為還是不要和對手直接競爭了，否則沒有生存空間，於是轉而研究iPod。

那時候，iPod連顯示屏幕都欠奉。後來iPod演變出iPod Touch，然則iPod Touch

和iPhone有甚麼分別呢？只不過多加了全球流動通訊系統的模組而已。嚴格來說，

iPhone與iPad有甚麼分別？那只不過屏幕較大而已。現在，一直購買iPad和iPhone

的消費者又會轉而購買Macintosh了。你是否看到品牌反過來競爭？ 當時Windows

逼迫Apple的時候，我們若不限制前者扼殺新型公司出現的行為，現在就可能只有

Windows視窗了，今日到網上觀看錄像，就沒有Real Player、QuickTime Player等

可供選用，亦沒有Flash諸如此類，大家可能都只可使用Media Player。由於外國備

有競爭法，限制了Windows不可把市場擴展，甚至不讓該公司扼殺其他的公司在市

場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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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當地不是有各個監管機構對Windows實施限制，我們難以相信Google可達

到今日的成就。這是個十分實際的例子：究竟是監管現有的市場能力(the existence 

of market power)，不管公司做了甚麼，只要屬於大型公司便實行管制？還是市場

能力的擴展(the extension of market power)，因此舉會阻礙其他公司的競爭？這

是兩回事。如果別人富有，我會替他開心，最重要是對方不要阻礙我就可以了。就

算你在炫耀也不要緊，我都要學會尊重資本主義市場機制。請緊記，你可以發展或

富有，但不要妨礙市場競爭。不過，有人則關注第一項事情，不着重你有否阻礙市

場擴展，只針對你的能力太大，就算沒有做任何事情，總覺得不好。那便見仁見智

了，那涉及公平與否的問題。在這個社會中，為何你進賬那麼多，而我這麼貧窮？

為何你住在價值三千萬的單位，我連一個蝸居都沒有？這是另一個社會問題，大家

其實可以關注這個問題，那是整體社會共識的問題。如果大家都覺得這樣也好，也

不要緊，總有機會的，雖然我很窮，但若市場可以開放，將來我亦可以入住三千萬

的樓宇；但有些人則認為，都沒有甚麼機會的了，只有他人可富貴騰達。所以我

們定要調節均勢。後者所指的是假若某公司現時在市場上巨大，並具有相當市場力

量，競爭法就要監管。那是兩種不同的看法。現在先回到上一節投影片45-48的部

分。

歐盟對市場優勢的解釋3 
在歐盟和美國的地區，擁有一個市場優勢並不是罪，不足以違反法例。箇中最

關注的是操守及做法。最重要的是，若公司具有市場優勢或巨大的市場力量(能力)，

便有責任不妨礙他人進入市場，亦不應妨礙競爭。競爭法其中一個很大的反壟斷元

素，從狹義來看，壟斷可以是一種行為，意指影響市場的競爭，防止他人進入市場

競爭，(廣義來說，公司規模龐大已是壟斷，即使該公司沒有作出任何事情)。意思

即是公司規模越大，責任就越大。這與我們中國傳統社會的教誨同出一轍，如果家

中有兄弟姊妹，年長的要照顧弱小，而非妨礙弱小。這亦是法例背後的精神。若某

公司已有主導市場地位，這公司有責任不去做某些事情阻礙他人進入市場，這是競

爭法反壟斷其中一個主要的目標。換言之，就是反對妨礙競爭的行為，因為公司越

大，便越有能力設置障礙，防止他人進入市場。稍後將引述一些實例。

2 參考第一節投影片44，3 參考第一節投影片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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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除以上所提到的，當局還可以多做一些事情防止那些大型企業鞏固本身的市

場能力。美國的反壟斷法，是不會針對市場具領導地位的公司，但卻有預防公司

建立市場能力的措施，即運用一些方法來防止公司集中市場能力 (prevent market 

concentration)，當中包括第一項防止收購合併 (merger control)的活動。香港現時

的競爭草案是沒有包含這方面的，但《電訊條例》有防止電訊商集中市場能力。即

如果兩間公司，例如3和CSL有意合併，則要經過電訊管理局局長審核和同意才可。

第二項是補救市場結構 (market structure remedy)，即是監管機構，例如競爭

委員會或美國的司法部反壟斷組 (那是經由司法部執法的)，有權把公司集中的市場

力量重新打散，這叫結構補救 (structural remedy)，從而逆轉市場的集中程度。歷來

其實只出現過兩次而已，第一個例子是一九一零年，洛克菲勒旗下的標準石油公司

(Standard Oil) 犯了合謀定價或壟斷市場，妨礙競爭的罪行，法庭裁決這公司有罪，

並把這間公司拆分為三十多間。每間公司需要有獨立的董事，彼此之間沒有關係，並

需要獨立帳戶、獨立經營，不可相互溝通，各自成為獨立的公司。第二個例子是把

美國電話電報公司 (AT&T) 分拆成為區域電話公司。換言之，就是把一些私有產權拆

散。例如把和記黃埔公司屬下地產部門、貨櫃碼頭、和記石油和屈臣氏分拆。屈臣氏

包括百佳，即是百佳變為獨立公司後，便不可以透過公司與長江實業的關係，從而優

先得到一些地方的租務權。一切要公平處理，並要求長江地產部門屬下商場每次都要

招標，價低者得，說不定惠康會在「日出康城」屋苑出現。但香港能否接受這做法？

當然不可以吧。我們是傳統的資本主義社會，最尊重的是私有產權，因而不能按此而

行，但將來會否實施則不知道，或有可能，但現時的法案並沒有這種條文。

4 參考第一節投影片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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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主張制定反壟斷法 (Anti-monopoly Law)，那就是關乎上述兩件事情。

若然加入第一項還可以，但要加入第二項便真的困難了。困難在於要把現有壟斷者

的市場集中力量分散，這是十分干預市場的，相信大家不會接受這件事情。明天你

可能富有了，擁有一間龐大的公司，經營數十間的連鎖食肆。某天你被控告，要求

你把屬下連鎖店分為數個不同的品牌獨立經營，你只能做幕後的股東，不能涉手經

營，這是比較難的。我相信香港可見未來不會到這個階段，大多數市民尚未能接納

這個做法，害怕一旦給予政府分拆權力，當局則會動手分拆任何東西，連少許的私

有產權都可能被拆散。 

香港是否在意市場的集中程度呢？我們是不是想逆轉現在壟斷化的情況？還是

我們只想改變市場能力集中的情況？或是想減慢集中的速度？如果只想改變市場的

集中情況或是市場壟斷的速度，則接受現在的反競爭法是對的，法例能夠達到這個

效果。若希望逆轉的話，就不可以了。如果我們要實行反壟斷法，就要加上一些反

收購合併，以至把一間壟斷的公司拆散的監管條文，這才稱之為反壟斷法。不然的

話，狹義的反壟斷法只是在於防止市場優勢者妨礙他人進入市場，草案已有處理這

方面問題的條文。

(註:此部分記錄熊博士回應一參加者的提問。)

競爭法和平等機會之分別
問：「那競爭法和平等機會是否一樣？	」

答：「競爭法也關乎平等機會的，這差不多等同平等經濟機會，但不涉

及政治參與和社會參與，純粹就是經濟活動，着重公司這個經濟實

體，並不理會箇中的種族背景，是男還是女，殘疾和不殘疾等，平

等機會則較為仔細觀察公司背後的人，如黑人、印度人，男士還是

女士的人數多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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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部份開始只集中用第二節之簡報)

反市場競爭協議之合謀定價5 
這裏的例子，概是二零零八年的事情，這是港九粉麵造業總商會的加價啟事，這

叫做「典型反競爭行為——操縱價格 (Price Fixing)」，為甚麼單從報紙便可以斷定這些

人進行反競爭行為？這些類型的廣告繁多，當中我們可以憑着哪句把對方入罪？

一聽眾回答：「他不只召開一次會議，還召開過多次會議，接着強烈建議本行

同業要怎樣做。」

沒錯，這是最重要的。請緊記，第一文中提及「本會」，即是這個會，即「業

界」，而非我們這些和行業無關的人。那是他們會議後「建議」(當然那不是強制)；

如果你召開會議，卻不指望他們跟從，那為甚麼要建議呢？第二，這關乎我們討論

競爭條文中的第一個行為守則，現在先看一看守則資料。

6香港共有兩個反競爭行為守則，分別是「第一行為守則」(First  Conduct 

Rule)，及「第二行為守則」(Second Conduct Rule)。「第一行為守則」關乎反競

爭協議，不包括公司內部協議，只涉及公司和公司之間的協議。守則的內容如下：

如果協議或集體行動有目標(目的)或影響，妨礙香港市場競爭的話，就是違反「第一

5 參考投影片3，6 參考投影片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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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守則」。何謂目的？那不是一個主觀的目的，就法庭而言，行動是否有意圖，

可以經驗證和證據表現出來。就如我們剛才提及的報章上的一個例子：開會提出議

題，目的已十分明顯，正是一同加價，只因大家不想存在不同價格的競爭。這已妨

礙市場競爭。已經不用看是否有影響了。有人說他們加價以後，根本沒有影響市場

價格，那就是沒有影響了。然而這裡所指的只需要符合其中一項，目的或影響，開

會的行為就是有目的的證據。商會自己都說出來了，並非冤枉，商會自己刊登報紙

提及的，那已是違反「第一行為守則」的合謀定價。如果當時已通過這條法例，它

便已觸犯法例。當然最後它會否被罰或競委會只是勸喻它停止行為則另作別論，但

它確實觸犯法例了。

有人或會提問，如果兩間茶餐廳的老闆討論一同提升早餐的價格，由二十三元

加至二十六元，這是否合謀定價？是的，他們提出這個討論，旨在防止彼此出現價

格競爭，但他們有帶來影響嗎？他們的影響輕微，因只涉及兩間茶餐廳，整條街可

能開設了十多間茶餐廳，兩店加價對市場整體的競爭，在那個區域來說是輕微的。

消費者可以比較價格，走到旁邊另一間茶餐廳。競委會認為對一些影響如此輕微的

公司，只需勸喻停止，無須懲處他們，甚至不去起訴他們，不去調查他們的行為，

這處理方法是可以理解的。他們的影響微小，政府競委會的資源有限，處事當然有

優次之分。正如街上的警察發現有人違例泊車，他會否發出告票呢？他有主導權，

或認為只需勸喻一下就可以了。由此可見，法律不是我們常說非黑即白，因為執行

的時候，有時亦要顧及資源及先後次序，不然即把所有的問題推向法庭。「目的」

和「影響」屬於法理的測試 (legal test)，老師不必太過斟酌內容。商業活動涉及多

種類型和層面，並不容易清晰定義。所以法律用較為廣泛的詞語，並留待法庭用一

些案例及例子以作參考判決。

7再看第二個例子。反競爭行為會影響消費者，我們大部分人都會受這些影響。

這個例子在二零零九年發生，先有美國司法部起訴包括國泰及韓國航空等多間航空

公司，從而引發國際監管機構對航空公司一連串的起訴。投影片4展示的是歐盟在二

零一零年頒佈的相關結果。結果提及國泰、英航、日本航空、新加坡航空等十一間

公司，在貨運附加費上合謀定價，歷時大約六、七年；這個做法令付貨人 (shippers)

的貨運成本增加，間接令消費者多付金錢。香港沒有競爭法，如果參考民航處的公

佈，每當油價增加，這些航空公司都會一起申請調整(增加)燃油附加費。

7 參考投影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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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五十五間航空公司，各有不同的航道，有長途有短途。但如果一看資

料，在三月只有兩種附加費，長途附加費大約為七百五十元，短途則是一百六十五

元，無論是前往印尼、新加坡、臺灣或上海，一律一百六十五元。如果前往英國、

法國、莫斯科、芝加哥和紐約等地，一律也是七百五十元。由於我們沒有競爭法，

便沒有對這些公司進行調查，所以出現這些奇怪的現象。航空公司的經營成本各有

不同，飛往紐約與飛往芝加哥也有分別，附加費應該是不同的，為何金額會相同

呢？因為沒有競爭調查局，民航處只會基於航空公司提交的資料審核，合理的便批

准。處方不需要查看公司之間有沒有交換資料，有否合謀。這是香港第二個典型反

競爭的例子。

8在香港的競爭法中，「第一行為守則」沒有自動違法 (automatic breach) 的特

點，與某些其他司法範圍有別。何謂「沒有自動違法」？意指並沒有「做這件事情就

是犯法」的事情。我們剛才提及，若有些人一起加價，這並非犯法，除非得知他們合

謀定價；又或我們看到兩間公司，一間位處九龍，一間設於在新界，除非他們訂立協

議，分割市場，你經營九龍，我經營新界，否則這不是行為上自然地違反競爭法。每

一件事情都要視乎環境因素，有甚麼行為可能被列入「第一行為守則」呢？合謀定價 

(Price Fixing)、串通投標 (圍標) (Bid Rigging)、共享市場 (sharing markets)、限制

或控制生產 (limit or control the production）、固定合約條件、一起購買一起售賣、

團購，或是交換資料 (sharing information)，即是交換敏感的價格資料 (exchanging 

price information)、限制廣告 (restricting advertising)、制定技術指引 (setting 

8 參考投影片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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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and design standard)，以及會員制度 (membership)等，都可能涉及違反

「第一行為守則」。但特別重申進行這些事情不一定違反「第一行為守則」。

反市場競爭協議之廣告宣傳定價9

另一個例子是間接合謀定價 (Indirect Price Fixing)。這個廣告和剛才的大不相

同：文中提及這群豆腐商：「受環球成本上升影響，… 生產商三年半來首次集體

加價。」他只說首度集體加價，亦沒有說他們經過商議：「每板豆腐批發價上調五

元」。他們只說一起加價，並刊登這廣告，我們只可說這是間接合謀定價，這個行

為只是令大家共同做這件事情而已。那與剛才投影片3的廣告不同。剛才的是經過

討論，這個廣告的目的旨在令大家一起行動，看罷這個廣告便作出行動，他說須加

價五元，那便加價五元。這是我們稱之為的溝通 (communication)。報紙刊登的文

本沒有提及他們經過商議，當然若加以調查，說不定發現他們可能經過商議。由此

可見，為甚麼我們要反對這些合謀定價？只因他們永遠把所有成本的增加轉嫁給消

費者，為甚麼他們不可以分擔一些成本的加幅呢？為何每次嚷着成本上升，錢賺少

了，便把所有的成本加幅轉嫁給消費者？若成本太高，支持不了便關門吧，這是市

場經濟，我們不可以有時候實行社會主義，有時候則採用市場經濟。

何謂市場經濟？你經營不了便關門。而不是經營不了，便要合謀討論，把所有

成本轉嫁給消費者。這正是反競爭行為，這也是我們要針對反競爭行為的原因，因

為消費者如此便要間接補貼沒有效率的公司繼續經營。市場經濟一直進展的時候，

發現這件事情不對，因而便要立例規管。在競爭的過程中，每間公司從中便知道自

9 參考投影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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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承擔的成本增幅程度；消費者可能承擔一部分，公司亦承擔一部分，但要經過競

爭的過程，而非集體地把增加的成本轉嫁給消費者。如果沒有競爭法，所有增加的

成本及經濟壓力，全都會轉移給消費者。

反市場競爭協議之串通投標 (Bid Rigging)10

串通投標方面，我可以一說投影片10的例子。這是在二零零七年美國《USA 

TODAY》的節錄，他們還拍了照片。當時正在舉行一個政府賣地活動，涉地是中文

大學以外科學園旁邊的白石角，該地段可供出售兩幅土地。在拍賣第一幅土地時競

價十分激烈；及至競價中途，信置主席 (信和) 黃志祥 (Robert Ng) 和南豐集團董事

總經理蔡宏興 (Donald Chow)公然傾談，之後南豐就不再叫價。賣地活動完結後公

開宣佈「五十五十」，兩間公司同時發展這幅土地。他們在拍賣之前決定合作不要

緊，但當他們看到價格昂貴而進行這樣做法，便有圍標之嫌。試想一下，如果他們

繼續競爭的話，例如信和高價投得土地，過後他可邀請南豐一同發展，政府亦得以

高價售賣地皮。可是，如果他們在競價中途這樣做，就是違反投標或競投中競爭的

理念。但為甚麼不控告他們？為甚麼廉政公署不作出拘捕？當然有其原因。一直以

來，廉政公署都希望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六條(為促致他人撤回投標而作的賄賂)

及第七條(與拍賣有關的賄賂)控告圍標的公司。

10 參考投影片10及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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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二年廉政公署便曾控告一些公司在競投房屋委員會一個鐵閘維修工程

中圍標；署方亦在二零零八年控告大埔一些小販在競投大埔新街市地舖的攤位中圍

標。然而在法庭上，署方兩次都輸了。最後一次更上呈至終審法庭判決，最後終審

法庭判詞中，提及投標並沒規定參與投標人士之間定要競爭，就算他們有違反甚麼

的話，也只是違反商業協定。你可以要求公司簽署，承諾不會圍標，即是，你可以

要求任何參與的公司簽署承諾，申明沒有圍標。因此，地產商若真的圍標最多亦只

是違反商業協定，而非刑事法，亦不需要罰款。終審法庭說，任何人參與投標(標書

的競投)，參與者之間不一定是競爭的關係。如果要管制圍標，就要另立法例。如沒

有競爭法，競爭草案不成立的話，未來十年你將看見越來越多圍標行為，因那不是

犯法的。

11以下是一個美國成功檢控圍標的案例。案件由一九八八年橫跨至二零零一年，

為時十三年，美國司法部終於成功檢控八十一間牛奶供應商。美國所有公立小學在早

上都有牛奶供應，公立學校需要就牛奶供應招標，每一個學校的區域，甚至每一個

州都有這樣的投標項目，生意頗為龐大。司法部發覺有八十一間牛奶供應商/生產商

涉及在一百三十四間公立學校牛奶供應的招標活動中作出圍標的行為，最後判以罰款

七千萬美元，二十九人被判入獄。校方因多付了金錢，而控告他們並索償八百萬美

元。事件源於一九八六年一位科羅拉多州的檢控官發覺入標價格有奇怪，於是展開調

查。案件由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一年審理，發現當中涉及很多圍標個案，因這種行為

已成為行業的習慣；多個區域出現圍標事件，例如這一區共有五人圍標，某公司包括

在內，而它亦到另一個區域圍標，於是把其他公司牽連在內，環環相扣。這個案例發

現，圍標行為使價格平均高出百分之六點五，有些學校甚至多付百分之二十五。當中

亦察覺到一些容易造成圍標的條件，例如公司同屬一個商會，同屬一個區域，彼此曾

有其他商業往來，這些都令他們有機會時常討論和交往，促成圍標。

香港由一九六七年暴動至今四十年，社會十分穩定，一個世代，同行企業家的

子女從小一起成長，一起營商，他們互相認識，有些或已成為親戚，他們同行之間

會否競爭？我們的社會早已形成了這樣的風氣，最少他們不會作割喉式的競爭，不

會鬥過你死我活。有見及此，我們定要有法律保障，不讓這些情況和他們之間的關

係妨礙市場的競爭。

11 參考投影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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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市場競爭協議之建議價格 (Recommended Pricing)12

建議價格是常見的。究竟這些例子是否需要監管呢？這種做法應否禁止？這

是一則由一個運輸業協會致所有香港付貨人及運輸同業，有關調整運費的廣告，內

容提及「建議將目前運費增加百分之二十以彌補額外成本支出」，這只是建議而

已，沒有表示它們之間曾商討，但建議是否屬於容許的做法呢？這不一定屬於合謀

定價，亦不屬於圍標，或是分割市場，只是引蛇出洞。大家一起做這件事情，最多

說主席多管閒事，但我們應否禁止這種做法？這種行為有沒有作用呢？有人認為有

作用的。那雖不是一個協議，但是一個一致的行動；這當然不能馬上定罪，但至少

要加以調查，了解這個做法的原因，以及有沒有帶來影響。那主席可能自以為是老

大，但根本沒有人跟隨；事實上，我也可以站出來呼籲運輸業的同行，因為香港市

民生活辛苦，請大家同時減價百分之十，但無人理會我，因我是沒有影響力的，我

只是呼籲；我亦沒有妨礙競爭，就算我有目的，那亦不容易達到我的目的，最低限

度，我察看不到任何影響。你不可說呼籲就是犯罪，不然很多政黨人員經常要求所

有巴士公司減價，他們便會因而入罪了。

不可以就這個行為便聲稱有罪，或違反了「第一行為守則」。須研究此行為有

否帶來影響，以及他們是否懷着目的來削弱市場競爭。尤其若並非業內人士作出的呼

籲，未必有目的；但若是業內人士就可能會有目的；這些就是箇中的要調查的背景。

13那究竟我們能否交換資料 (Exchange Information) 呢？我們應多加關注公司

高層人員哪些會面安排？例如投影片12這張照片中的兩人是約會？或是親戚聚會？

或是婚外情？兩人一起被拍了照片，是否就可以說這兩個人可能是商議油價？當然

12 參考投影片11，13 參考投影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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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間公司的高級行政人員應要避嫌，不應和另一間公司的高級人員關係如此密

切。兩人在交往時亦不應談及價格或公司的機密資料，以免涉及反競爭行為。因應

交換價格資料一項，我們是否需要監管這些社交聚會？不可以說他們坐在一起，就

必然談及那些資料。他們可能是認識的，彼此都是朋友，我們不能因而指出他們有

罪，但需加以關注。難道做朋友也不可以嗎？那是可以的。 

反市場競爭協議之舉證困難14

另一實例展示確有舉證困難的情況。世上現有兩間大型的拍賣行，Christie’s 

(佳士得) 和Sotheby's (蘇富比)。一九八零年經濟開始好轉，那時是一個拍賣的好

時機。但到一九九九年，市場競爭激烈，各間拍賣行把拍賣佣金一直下調，導致拍

賣行承受很大的風險，令市場崩潰。最後剩下這兩間最大型的拍賣行，一間位於倫

敦，一間位於紐約。Sotheby's的純利由一億一千三百萬，減少至三百九十萬，該

公司主席當然害怕，便想辦法改變這情況。當時的競爭是怎樣呢？拍賣行除了把佣

金率減至零以外，亦承諾對賣家有財政保證，即是賣家決定出售這件東西，可能是

變賣家當，套取金錢周轉，那拍賣行就先給賣家金錢周轉，再把物品拍賣；拍賣

行亦承諾保持賣家的名聲，若物品能以高價售出，他們可以幫忙把部分金額捐助慈

善機構，證明賣家不是變賣家當，旨在捐助。把物品出售的人當然不想自己付出

這筆捐款，他們往往強迫拍賣行履行這些事情。拍賣行為了招徠生意，只好提供這

些服務，競爭越加激烈，收益卻越來越少。兩間拍賣行相互競爭，賣家要麼就委託

Christie’s出售物品，不然便委託Sotheby’s出售。拍賣行爭相推出一些優惠政策競

爭，令消費者或賣家願意把古董放在他那裏拍賣。

可是，他們終究發現這個做法不太好；在一九九五年，兩間拍賣行之間的競爭

突然停止了。市場少了競爭，賣家委託Christie's拍賣時，佣金收費百分之十五，若

委託Sotheby's出售佣金亦是百分之十五。換言之，你要拍賣物品，就必然要支付百

分之十五的佣金。當時這個情況令人生疑，因而展開調查，看為何市場突然轉變，

但調查了很久都沒有結果。直至一天，Sotheby's換了行政總裁，新任行政總裁翻

看拍賣行文件，發覺公司與Christie's達成協議。若你是新任行政總裁，面對這個

情況你會如何處理呢﹖正如你榮升校長，翻看前校長的文件，發現有些檔案列明聯

校竟有這類協議。假切當時香港已有競爭法，面對這件事情，究竟應向律師提出，

14 參考投影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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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把這件事向競爭委員會舉報，還是應該繼續保守秘密？若然你決定保守秘密，你

便是參與其中了。當時Sotheby's的行政總裁決定和律師交待那件事情。律師告訴

他，根據英、美法例，被判有罪的人須入獄三至四年，你會怎樣做呢？律師說，你

可以做叛徒，把他們供出來，就如參加一寬待計畫，自己出來對競爭監管機構說我

以前做錯了；你第一個出來承認的話，便能享受減刑機制。你越遲坦白，減刑機制

便越小，及至最後那個人，差不多背負所有罪名了。因此，新任行政總裁決定出來

揭露整件事情。原來前任兩位行政總裁通常找一個下午輪流飛往對方公司總部的所

在地，租用一輛汽車駕至約定的停車場會面，討論未來一季的佣金百分比，之後便

馬上離開。當中雖涉及一些文件，但只有行政總裁及主席才可看到。他們維持這種

行為大概七年，最後Christie's的主席因上述行為入獄一年。被多收佣金的人亦提出

檢控，追索金錢，涉及的金額頗大。這是一個典型的國際例子，涉及兩間最大的拍

賣行。拍賣行的人負責評估一些鑽石、古董等，他們本應該擁有高尚情操及文化修

養，但都會為金錢和貪婪，涉足這些罪行，因當中涉及的金額實在龐大。公司的高

層若常常會面，要他們不談價格的問題，絕非容易。公司當然備有指引說明管理層

可做的事情，例如若要和對方管理層人員開會，應盡量公開。若然出現違例行為，

有關的管理人員會受檢控之外，整間公司亦會受到牽連，所以公司都有嚴厲的規

定；外國不少公司備有嚴格的規例和內部指引，規定高層不可做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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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市場競爭協議之綑綁銷售15

其實公司之間的協議不一定關乎價格，這是一個大家熟識的典型例子：教科書

和其作業綑綁出售。為甚麼他們要把整個行業組合在一起？這稱為「集體組合綑綁銷

售」(Collective Bundling)。個別公司進行綑綁銷售並沒有問題，因每間出版商 (書

商) 所佔的市場甚小。可是，現在出版商公開宣佈要一起綑綁銷售，如此的活動自然

備受關注。雖然這並非一種界定清晰的反競爭行為，但這種做法無疑令市場的消費者

選擇少了，競爭的範圍亦縮少了。出版商當然需要擁有一個好好答辯公眾的原因 ─ 

效率爭論。他們可以答辯，指出他們沒有目的去反競爭，至於是否帶來影響則有待調

查。但是他們也要解釋他們為何要這樣做。雖然這並不是赤裸裸的反競爭行為，但肯

定會受到關注或調查，尤其這四間書商應該合共佔有市場百分之六十五的巿場份額。

反市場競爭協議之集體杯葛 (Joint Boycott)16

另外一個例子，是關乎美國醫學會限制某些人採用某些醫療方法，一旦發現

會員採用這個醫療方法，就會把他們的會籍取消。若然這種杯葛行為是基於病人健

康的醫學理由，那可以作為答辯的理由。可是，要防止競爭往往是可以使用其他藉

口，例如害怕外國醫生與我們競爭，便說外國的標準較低；又若要外國醫生先考

試，但考試是由本地醫學會負責的話，則也會有反競爭行為之嫌。例如若香港所有

建築商合謀，令香港一定要用CFL燈泡，不能用LED燈泡，即現在的慳電燈泡系統標

準專為CFL而設，不可採用LED的。可以針對LED的規格排除它，這就可以把它排除

市場之外。商人往往十分懂得採用這些方法，他又怎會告訴你他是故意把你趕離巿

場？當然會找個「合理」原因把你趕離開吧。就像我們以前看黃曼梨、白燕和張活

游演戲，總是說白燕不守婦道，令她不能分家產，就是這種情況。他們就採用這些

標準去排除他人，因此協會便控制了進入市場的門檻。例如香港醫學會、律師會、

測量師學會等屬於專業團體，能夠控制該市場內的競爭。如果團體定立的標準並不

中立，就需要作出調查。這亦是關乎競爭法的目標。

反市場競爭協議之縱向協議 - 搭賣
 剛才提及的協議和一致努力的行為全部稱為「橫向協議」。協議可分為橫向協

議 (Horizontal Agreement) 和縱向協議 (Vertical Agreement)。何謂「橫向協議」？

即是大家同屬一個行業，例如所有出版商一起協議，把教科書和作業一併出售，這

15 參考投影片14，16 參考投影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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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協議或一致的行為、協同行為屬於同一行業、同一個市場的。不過十月六日《信

報》報道iPad有一些搭賣的銷售方法，並不涉及橫向協議，而可能屬於縱向協議。

Apple讓百老匯及其他專門店售賣iPad，而那些專門店利用了自身市場力量，要求你

必須買下保護套，亦要多買一張膠貼、電池之類，消費者定要多花一千多元，才可

以成功買下iPad，而iPad本身的售價是五千元，那是由Apple定價的，這便是搭賣。

搭賣與綑綁銷售是有點不同的，搭賣是有主體的，而綑綁銷售是沒有主體。在這例

子中，iPad是主體，搭賣一些沒有多大用途的東西; 綑綁銷售即兩種東西都是需要

的，分不出哪個是主體。搭賣可以是縱向協議的一種，首先涉及Apple給與專門店或

零售商的獨家交易安排，這一縱向協議是否受到監管？普遍來說，這些縱向協議對

競爭的影響較小。以前政府的諮詢文件中，縱向協議是獲得豁免的，而現時法例並

無着墨，有人亦要求豁免縱向協議。譬如我是售賣玩偶的人，我的玩偶交由某間公

司專賣。這專業安排旨在推銷商品，這個協議不會在某個情況下促進我的市場能力

或削弱巿場的競爭。這類協議很少會造成反競爭的影響，除非供應商是主導市場的

分子，但那涉及「第二行為守則」多於「第一行為守則」。

iPad的搭賣行為會否影響競爭？這是縱向協議，影響到iPad甚麼競爭呢？這

是你要問的第一個問題，因為「第一行為守則」無須涉及市場佔有率，只是針對這

個縱向協議會否影響iPad零售商之間的競爭。看來是沒有，公司搭賣多點東西，只

是減弱本身的競爭能力，並無妨礙其他公司的競爭能力。這個案例表面上對競爭的

影響有限，而且消費者是有選擇的，可以不買iPad。在平板電腦的巿場裏，若認為

iPad昂貴，消費者可以購買其他的品牌。競爭法不旨在管制加價的能力，而是管制

阻礙其他人或公司進入巿場的能力。但蘋果給一些專門店售賣旗下產品，純粹是該

公司的獨家交易安排，我看不到他旨在削弱平板電腦市場競爭這目的，因它沒有和

市場上的其他平板電腦生產者聯絡，這決策只是關乎自己公司的商業決定，並且是

沒有目的和影響。如根據這兩個表面證供，這個行為是沒有反競爭的，除非Apple已

佔有平板電腦一定的市場。

市場範圍定義
那蘋果iPhone佔有的市場份額龐大嗎？我們如何去衡量蘋果與認可經銷商的

縱向協議是否反競爭行為？首先蘋果在這個市場上是否屬於具有重大市場能力的公

司？這和上一節談及的問題有關。蘋果在iPhone市場中有沒有重大的市場能力？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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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提問有沒有問題呢？對了，那不是iPhone市場，然則應以甚麼市場來分析呢？智

能電話市場？手提電話市場？市場是甚麼？這是很重要的，競爭法中提及市場，一

定意指某個市場，這個市場是甚麼呢？有人提出是手提電話，有人說是智能手提電

話；手提電話最少可分為多少種類？手提電話的種類包括普通電話 (generic phone)

及功能電話 (feature phone)等。「普通電話」即只用來通話的那種，月費大約四、

五十元或一、二百元，主要是長輩或婆婆採用，因電話顯示的字體較大；功能電

話一般具備拍照及聽歌等特別功能，價格不一定昂貴，中階而已，可能是螢幕比

較好看，音質較好像以前的Sony Ericsson；有些則著重外型的設計，就像以前的

Motorola電話，這些便屬於功能電話。為何要把智能電話 (smart phone)定為一個市

場？你必須熟悉巿場，因為每一個市場都各有特色，競爭法為何那樣富趣味，只因

從中可讓你認識每一個產品的特性。智能電話有甚麼特性？ iPhone有甚麼特性呢﹖

它的特性是可以下載應用程式，即是智能電話的功能是可以不斷擴展的。功能電話

的特點在乎本身設有的功能，不能加入額外功能，這就是與智能電話最大的分別。

換言之，他們可以是代替品，但不屬於同一個市場。

因此Android電話和iPhone可能是同屬一個市場，消費者可能都覺得二者同屬

一個市場，但有人主觀地認為iPhone是獨特的，是喬布斯的心血傑作。然而我們要

看看市場，法官都可能覺得二者同屬一個市場，可能要看看iPhone所佔的市場有多

大。如果iPhone佔有市場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加上有些人覺得這個產品的設計和功

能獨特，它的市場能力就可能龐大，公司的單方面行為便應受監管，受着「第二行為

守則」監管。如果它沒有巨大巿場能力，則不受「第二行為守則」監管了。剛才談及

這種行為不受「第一行為守則」監管，因為縱向協議對競爭影響甚小。香港的競爭法

是沒有管制合併與收購活動的，只有「第一行為守則」及「第二行為守則」。

55



剛才我們談及橫向協議會較易帶來反競爭的影響，iPhone電話的獨家交易安排

則屬於縱向協議，而這個協議未必對市場的競爭產生影響，反而可能發揮支持競爭

的作用，使這個產品更易在市場推廣，更易與對手競爭。如果蘋果讓每個人都可售

賣旗下產品，就沒有人全力助它推銷，它在市場的浸透率低，即減少市場的競爭。

蘋果採用獨家交易安排，反而對市場競爭有正面的影響，除非你可清楚說明獨家交

易安排怎樣對市場競爭構成負面影響，否則說這協議具備反競爭元素這論點實較難

成立。如果它沒有受到「第一行為守則」監管，那定必只受到「第二行為守則」監

管；但如果公司沒有重大的市場能力，亦不會受到「第二行為守則」監管的。所以

我們須得知其市場佔有率或市場能力高低。但如果要知其巿場佔有率，則先要界定

市場，確定究竟是否應包羅所有種類的手提電話？如是，那Apple 的市場力量無疑

不足夠了，中國一年出產一億個手提電話，蘋果最多就只出產三、四千萬個而已，

可能更少。如此，該公司的巿場佔有率一定不太大，但如果我們把市場的範圍收

窄，不包羅所有流動電話；把流動電話巿場分為三類︰普通電話、功能電話及智能

電話。就此要提供把智能電話分為一個個別的市場的理由，這可以是這種電話可加

入應用程式，從而擴展電話功能。但除了iPhone外，Android也可以這樣做，當然

Blackberry也有這樣的能力，但產品的應用程式很少，只有幾百個，而Android的應

用程式有數萬個，Apple也聲稱有數萬個，就此可作比較的便只有這兩個。

那縱向協議怎樣才會產生反競爭的影響？如果你的產品佔有市場龐大的份額，

獨家銷售 (Exclusive Dealing) 就會帶來一點影響。不過，如果產品引入市場後只佔

市場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五的份額，實行獨家銷售旨在讓銷售者和經銷商努力推廣產

品，而推廣該產品就會增加市場競爭，那應該是支持市場競爭，而不是反競爭呢。

獨家交易安排有甚麼好處呢？就是銷售者花了多少工夫，就能賺取多少金錢。如果

品牌容許每個人都能銷售產品，那銷售者為甚麼要幫助推售這品牌的產品呢？地產

行業亦有同樣的情況。地產商經常找來一間代理合作，例如找來利嘉閣地產代理幫

忙推售「深灣九號」，或是委託中原地產幫忙推售「日出康城」，如果你找所有代

理公司幫忙，佣金肯定甚低，佣金低微即是吸引力低。代理公司便無心推售新樓盤

如「日出康城」，它們情願推售二手樓宇了，這就會影響樓盤的銷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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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相當市場權勢的反競爭行為：增加競爭對手成本
有人問Neway卡拉OK是獨家市場吧。

Neway的市場更複雜。以前有很多的店舖有卡拉OK服務，首先假定是它們是

合法的提供卡拉OK服務，又不是夜總會那類型的卡拉OK服務；第二，亦不包括私

房菜餐廳買來播放器供人獻唱的那類型。若然包含那些部分，Neway的市場佔有率

便變得很小。若只計算合法經營的一般的卡拉OK，Neway所佔的市場便很龐大，當

時只有加州紅這一間競爭對手。因此，Neway採用獨家交易安排的方法是有商榷餘

地的，但礙於香港當時沒有競爭法，加州紅只能把這個問題上呈版權審裁處，指對

方實行獨家交易安排，及對加州紅收取昂貴的版權費。因為Neway買下一間版權公

司，版權公司向加州紅收取很高的費用，加州紅說收費並不合理，於是到版權審裁

處投訴。加州紅在未裁決前已認為有很大機會輸，如果輸了公司就完了。於是尚未

裁決前加州紅決定不冒險，把公司賣給Neway，因如果最後輸了訴訟，公司就一文

不值，在尚未裁決時，公司還有一點價值。因此，該公司作了這個商業決定。但若

當時有競爭法，則最少會阻止這種情況出現，因為版權審裁處是不會就競爭的問題

討論，只會就是否違反版權討論。如果當時已設立競爭委員會，便可以用另一個角

度來看這個問題，但是當時沒有，現在都沒有，這些問題仍會繼續出現的。

17我們進而探討「第二行為守則」，多看一些有趣的例子。這裏多一點有趣的經

濟學，當中首要關注的是有沒有市場能力。先舉一個例子，在二零零零年杏花村一

間法國的零售超級市場Carrefour (家樂福)，有天某些貨架上一點貨品都沒有，因為

當時的益力多拒絕供貨給家樂福，背後原因為何呢？十年以後，這個現象在深圳重

現，根據這份《南方都市報》，當時深圳一間超級市場出現類似家樂福的情況，當

中涉及的除益力多外，還有「康師傅」麵。以上的問題源於超級市場之間在進行競

爭，這間超級市場以較低價錢售賣益力多及「康師傅」麵等較為象徵式的品牌吸引

顧客惠顧。顧客到超級市場購買益力多，順帶會購買其他物品。這是超級市場的銷

售方式，它們促使顧客每次惠顧都購買多件貨品，它們供有購物籃子或購物車，鼓

勵顧客推車購買，讓他們每次進場都買下十多件貨品。那它們用甚麼作招徠呢？通

常是一些特別的產品，如可樂、油、出前一丁，以特別廉宜的價格吸引顧客惠顧，

這些叫「主導產品」(leading item) 或「最低價產品」(loss profit item)，即「賺頭蝕

尾」。顧客不知原來多付了不少金錢購買鬚刨，又不知道多給了很多金錢購買洗髮

17 參考投影片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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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其實沒有一樣東西較其他地方便宜，那無可厚非，千萬不要嚷着他人沒有生意

道德。商人是要賺錢的，我覺得這不是壞事，只要你清楚這個模式便可。

不過，那並非表示這是自然的競爭模式；例如：有一間新公司向益力多提出照

其他公司的舊價格購貨，但最後減價至低於成本價出售。清楚一點用數字解釋吧﹗

如益力多的供貨成本價格是七元，新公司寧願蝕一元以六元出售，其他公司的零售

價是九元。人們看到這間公司的益力多只售六元，當然到那兒光顧，更順帶在那裏

買入其他東西。假若你是一間每個地區都設有分店的大型連鎖超市的負責人，面對

新的競爭者採取這項策略時，你會怎樣做？當然是趁對方羽翼未豐的時候把對方擊

倒，不讓對方挑戰你的市場地位吧。哪可以用甚麼方法呢？益力多一直的供貨價格

是七元，連鎖超市本以九元發售賺取兩元一件的利潤。為要與新公司競爭，連鎖超

市亦同樣減價至六元，他們要求益力多配合他們令其利潤與未減價前一樣(賺兩元一

件)。如此，益力多要以四元供貨給這連鎖超市。你認為益力多或「康師傅」會怎樣

做？這間連鎖超市每個地方都有分店，所佔益力多的市場比率可能是百分之四十至

四十五，對手(家樂福)只是百分之五。如果沒有新的超市存在，益力多作為供貨商

還可以收取每件貨品七元，但有新的超巿存在，它只可收取四元，那益力多會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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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在商言商，大型連鎖超市是主要客人，就繼續供應給它們，不供應給新進入市

場者了。在某情況下，這個行為稱為排斥 (exclusion)，如果大的連鎖超市擁有龐大

的市場能力，就受到「第二行為守則」規管。這些事在唸經濟學時並無想得如此複

雜，社會是很複雜的，人們的反競爭行為層出不窮，令你難以想像，越探討得多，

你就越發覺人十分聰明，錢真的具有很大的誘因。

18投影片17的圖表是香港中文大學的研究資料，他們在二零零六年進行這項研

究，訪問了二十九個主要供應商。由此可知，市場的零售店供應商協會涉及的數目

不太多，大約一百多個大型的供應商，它們擁有十多個品牌，由超級市場負責分

銷。研究發現，當零售商面對新競爭者的時候，若供應商面對的零售商是超級市

場，它們被迫接受排斥 (Force to accept becoming exclusivity) 的機會大於若它

們面對的是非超級市場很多。即是說，若供應商欲繼續向某超級市場供貨，就不可

向那個新的競爭對手供貨。在非超級市場的市場之中，這情況不常見，供應商可

繼續向對方 (新零售商) 供貨。另外發現供應商向競爭者供貨而拒絕接受供貨方面

(When recognize that suppliers supply good to its competitors, refuse to accept 

the goods)，即是零售商發現供應商向對手(新零售商)供貨，那便請供應商把所有

供貨拿走的情況在超級巿場中也普遍得多。至於以一些獎賞來吸引供應商不向競

爭者供貨一項 (Use some kind or rewards to induce supplier not to supply to its 

competitor)，共有四間非超巿(100%)有這樣的手法。由此可見，當市場有新的競爭

者的時候，現有的公司會以一些方法來防止新的競爭者進入市場與他們競爭，但當

然並非每一個案都是如此。

19又例如這個消委會曾研究的個案：大約在二零零三年時，有一間新的果汁飲品

公司發覺難以在學校售賣果汁故投訴可口可樂公司。由於可口可樂公司和學校的食

堂達成獨家交易安排的協議，以此來幫補學校食堂的經營。可口可樂當時在飲品市

場擁有龐大的市場能力，可口可樂本身亦有很大的專利權價格，可口可樂的價格若

增加百分之五而對其鎖量沒有太大影響，這反影它的市場能力頗大。它是受到「第

二行為守則」監管的，但可口可樂有兩個申辯的理由，第一，它跟學校的協議沒有

影響市場競爭的。因研究顯示，在校飲用可樂或「陽光」果汁不代表在校外亦要飲

用這些品牌的飲品，因為要建立消費習慣模式之後，市場才有影響，但似乎這種情

況沒有發生。產品只可控制校內的食堂，但這個市場很小。第二，產品幫補了食堂

18 參考投影片17，19 參考投影片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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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入，獨家交易安排可以把產品減價，以便學生購買，藉此亦限制了另外一些學

校不想要在學校發售的飲料，例如薑味啤酒之類或太多糖分的飲料。這些都是沒有

違反守則。「第二行為守則」對這樣事情有所監管，但第一是取決於那行為有否帶

來影響，第二是有沒有裨益消費者。雖箇中可能有反競爭行為或反競爭影響，但也

可能有幫助競爭的影響，能裨益市場和消費者，這就可以作為豁免或申辯的理由。

20另一個例子是在一九九三年發生的，當時維珍航空控告英國航空公司的一個

「忠誠計畫」(Loyalty Programme)。何謂「忠誠計畫」呢？即如果客人繼續購買

某一東西，就會獲取一些折扣。維珍航空竟然就這個計畫控告英國航空，似乎是天

方夜譚，香港或有人質疑競爭法竟然監管這些行為，但我們要看看背後的原因才作

評論。這是一個獨特的例子。詳情是這樣的：個案涉及當時英國非海外航空服務市

場。「海外市場」所指的是英國飛往德國、香港、日本、印度，這個海外市場競爭

龐大，但是往返英國本地的航班，例如倫敦飛往曼徹斯特，或是倫敦飛往愛丁堡、

亞伯丁，則較少國際航空公司競爭，市場亦不是那麼開放予國際航空公司加入。維

珍航空是英國註冊的航空公司，當然與英國航空公司相互競爭，此外亦有其他小型

的航空公司一同競爭。英國航空公司是主導市場的分子，佔有本地(非海外)航空服務

市場百分之七、八十。

當時英國航空公司為了鞏固市場，該公司採用了一個方法。因那時候互聯網仍

未普及，當時購買機票一般都是透過旅行社的，該公司向旅行社提出，如果旅行社

可維持英航的營業額，就可得到百分之五的折扣。假若市場合共可做一百萬英鎊生

意，英國航空公司及維珍航空分別佔市場百分之七、八十及百分之十的份額。你可

計算一下，若旅行社繼續協助英航做八成的生意(即八十萬英鎊)，英航就會給他百

分之五的折扣。英航收少四萬英磅，對旅行社來說是省了四萬英磅(百分四的總銷售

額或是百分五的英航之銷售額)，只要旅行社繼續保持英航的生意額，不讓維珍航空

來做生意。不過對維珍航空來說，要向這個旅行社多爭取生意，豈不是要給旅行社

四萬英磅？維珍只佔百分之十的生意總額即十萬英磅，如要給旅行社補償損失，即

是要給予百分之四十的折扣，維珍航空怎可能這樣做？這個方法令維珍航空不能與

英航競爭，是長期沒有機會相互競爭了。這做法某程度上是掠奪性定價 (Predatory 

Pricing)，只是透過折扣的形式而行：做同樣的生意額，就給旅行社百分之五忠誠費

用。此舉被歐盟執行委員會認為是間接給予賄賂費用，削弱對方的競爭力，把對方

20 參考投影片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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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斥，因而裁定是違反競爭法，英國航空公司需要賠償六億八千萬歐元，這是所謂

「濫用主導能力」(Abuse of dominance)。

因此，你發覺表面看上去不是壞的生意手法，事實上，消費者實在少付費用

了，但對競爭的影響卻頗大，未必能以消費者的利益抵銷。可能委員會覺得讓維珍

航空長期在市場競爭，整體和長遠來說對市民有更大的好處。兩間公司競爭，長遠

可能使價格降低百分之十，只要維珍航空的市場佔有率高於某個水平便可。所以委

員會就此裁定，英航此舉的反競爭影響大於支持競爭影響及消費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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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此部分記錄熊博士回應一些參加者的提問。)

具相當市場權勢的反競爭行為之掠奪性定價21

問：「就英國航空公司的個案，或是一些類似的個案來說，如果該公司提供

很低的價錢，可能源於公司成立已久，所以平均價格真的較其他公司

低，這個情況是否屬於掠奪性定價？」

答：「就此問題國際有兩個不同標準。第一，掠奪性定價在「第二行為守

則」中是有規管範圍的，掠奪性行為有兩個不同的標準，涉及兩種不

同的做法。第一個是歐盟的標準，做法很簡單，如果你有龐大的市場

能力，而定價是低於平均可變成本或平均成本，根據定義，這就是掠

奪性定價。美國有另一個做法是除此以外，還要多加一個條件，即是

除了一、要有重大的市場能力，二、價格低於平均成本或平均可變成

本之外，還有第三個條件是你把對手趕走之後，你佔了對方的市場，

你是否可以賺回之前蝕去的金額。

	 公司是做生意的，但如果有一個傻子為了和別人拼過，蝕了本都要爭

口氣，法例不會規管，因為傻子沒有意圖，而且傻勁對消費者有利。

但如果你能夠把蝕掉的金錢賺回來就不同了。你做了理性的選擇，那

是有意圖的。把對方趕走後，可以賺回蝕去的，就要提高價格。如果

你能夠賺回更多並彌補之前失去的，你便有意圖，這是美國的標準。

可是歐盟沒有這個標準，因而美國難以控告別人有掠奪性定價。

	 又另一個關於美國的例子：日本公司的電視售價十分便宜，有人聲稱

這樣把美國的電視製造商都趕走了。先計算一下日本電視佔美國電視

的市場多大，日本公司現在減價那麼多，要蝕多久才可把美國的電視

製造商趕走呢？例如蝕本三年才足以把他們趕走，那我們就可計算出

他投資了多少。假定沒有人進入市場，日本電視製造商拿走美國的電

21 參考投影片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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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製造商的市場，他們加價後消費者未必就會更換電視。電視是耐用

品，可以長期使用，不用經常更換。從中可看到需求彈性，那就可計

算出價格可以增加多少，從而得知對方把美國的電視製造商趕走以後

每年可以增加多少收入，再扣除財政成本(financial	 costs)，如利息

等，就知道投資是否合理，是理性還是非理性的，就是這樣決定。」

國際間互相協助執法
問：「就剛才的例子來說，美國本土難以以掠奪性定價令企業入罪。但如有

外國公司進來競爭，例如Samsung或其他的中國公司等，美國要決定

讓那個公司進入的時候，美國怎樣判別那些公司是否有掠奪性定價，

又怎樣獲得有關那個國家的公司的資料，或是怎樣知道那個外資公司

的平均成本是多少呢？」

　　

答：「這首先要一看對方是甚麼地方，例如是韓國。韓國有競爭法，會與美

國簽署備忘錄，負責幫助美國司法部拿取這些資料，協助調查。沒有

競爭法的國家就不會簽署備忘錄，於是調查不了。中國應該不會和美

國簽備忘錄的了，香港更加沒有這個法例，美國在港的公司可能進行

很多非法勾當、圍標等都是查不到的。這也令香港的廠商害怕，因為

美國有競爭法，簽了備忘錄之後，他們司法部門的人就可以要求香港

幫助他們取得這些資料，箇中可能涉及香港廠商在外國的一些反競爭

行為。若這些行為對美國有影響，廠商可能因而入獄，因此這是個十

分複雜的問題。原則上你的公司在我的地方經營，我可以要求你提供

資料。但若你提供錯誤的資料，一經證實，你便犯了妨礙司法公正的

刑事罪行。事實上，若要成功檢控大型公司，往往涉及內應，因為他

們可找出有關資料的位置，公司那麼多電腦，外人哪會知道你在哪裏

存有哪種資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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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一個例子：美國司法部在八十年代時控告AT&T的時候，向對方提出

索取一些資料，當時AT&T用了十二輛大貨櫃車，把所有的文件送給司

法部來查看，司法部人員怎可能查到呢？所以一定要有內應，才可以

找到所須資料的存放位置。

　　

	 下一節會先會談及兩個未完的例子，這兩個例子都頗複雜，一起了解

整個個案，並希望把個案的細節一一說給大家知道」。

研討會「反競爭行為及競爭法：概念、事例及關注（第二部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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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現在先重溫一些前兩節提及的課題。為何香港的競爭法不稱為反壟斷法？我在

上兩節都說過，競爭法和(狹義的)反壟斷法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狹義)反壟斷法1

兩者不同的地方大概有兩個：第一，狹義的反壟斷法一定包含監管收購和合併

活動的部分，新高中的課程內容也有提及這個範疇。雖然現時香港的法例，以及在

立法會審議中的競爭條例草案都沒有條文特別監管公司與公司之間的收購和合併活

動，但並不表示香港沒有這方面的經驗。香港的電訊行業就有相關經驗。電訊管理

局局長如果覺得電訊行業持牌人士互相收購或合併損害市場競爭，他便有權反對這

個活動。為甚麼反壟斷的法例要有控制收購和合併的能力呢？因為法例旨在反壟斷

活動，並不希望市場能力太過集中 (prevent market concentration)，而公司最快可

以擴展市場能力的方法是通過收購或合併活動。因此監管收購和合併活動 (Merger 

Control) 可謂反壟斷法中不可或缺的元素。這已可識別香港的是競爭法而非反壟斷

法。

2第二，我在上兩節也重複提及，狹義的反壟斷法着重如何把現有的壟斷情況逆

轉 (Market structure remedy)。逆轉的意思是可能現在市場已十分集中或有些公司

具有很大的市場能力，或是經濟學所說的壟斷能力，把情況逆轉的唯一方法是拆散

公司。例如在美國二十世紀初時有一間油公司叫標準石油 (Standard Oil)，老闆是

Rockefeller，即洛克菲勒，洛克菲勒本人亦是現在新自由經濟學派基地 ─ 芝加哥

大學的捐助人。芝加哥大學一貫支持自由經濟意念的原因，與那是由洛克菲勒捐助

成立不無關係。洛克菲勒不苟同那些監管收購和合併的做法，源於他在二十世紀初

的時候建立了「標準石油」公司，這個石油王國足以控制當時整個美國的石油供應

和煉油廠。可是，該公司受美國司法部門挑戰，控告它壟斷市場及以不法手段壓制

其他行業，包括鐵路、煉油工業及鋼鐵工業等，藉此擴展公司的市場能力。司法部

 「反競爭行為及競爭法：概念、事例及關注（第三部分）」

1 參考第一節投影片46及54，2 參考第一節投影片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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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起訴該公司，最終被法庭判定該公司違反當時的反壟斷法，即美國現時的《謝

爾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ct)3，該公司被判處罰款。當時洛克菲勒沒有被判入

獄，但法庭迫令他把旗下的石油王國拆散為三十多間小型石油公司。這三十多間公

司現時仍在，包括加德士、埃克森美孚、埃索等。洛克菲勒只可以擁有這三十多間

公司，他並不可以參與管理，而只可聘請他人管理。這些公司需要獨立運作，即形

成了三十多間互相競爭的公司。

　　

香港的競爭法並沒有權力把一間公司拆散，大部分國家亦甚少實行這種手法，

因那代表政府直接干預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市場結構 (Market structure)，

即 是 要 把 一 個 本 屬 壟 斷  ( M o n o p o l y ) 的 市 場 結 構 ， 轉 變 或 干 預 成 為 寡 頭 壟 斷

(Oligopoly)，或壟斷性競爭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的市場，那是大大違背資本

市場體系的理念。因此，沒有很多國家的競爭法會包括這個條款，或是有些國家在

壟斷法內有相關條款，卻甚少使用。因此，我們今天只集中說壟斷法中的「反托拉

斯法」(Anti-trust Law)或「反壟斷法」(Anti-monopoly Law)。「反壟斷法」是中國

內地使用的名詞，美國則稱之為「反托拉斯法」，歐洲卻不採用這個名字，一般稱

之為「競爭法」(Competition Law)，雖然箇中包含監管合併的部分，但歐洲卻不認

為他們的法例屬反托拉斯法或反壟斷法的類別。 

3 參考第一節投影片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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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市場優勢或市場權勢實質減少市場競爭的測試4 

在測試的環節上，歐洲和美國各有截然不同的測試，歐洲的稱為“Dominance 

Test”意即如果兩間公司合併能集中至產生市場優勢的話，那便形成可監管或制

止收購合併的理由；美國則名為“Substantial Lessening of Competition (SLC) 

Test”，雖然名稱不同，但內容是近似的。兩者最主要的內容是甚麼呢？測試步驟

又如何？第一個步驟是界定市場，若要證明公司擁有市場優勢，那先要界定何謂市

場？市場的規模有多大？我們修讀經濟學的人很容易知道箇中所指的市場是甚麼。

最容易解釋的是一些集中的市場，但我們日常多數接觸的市場是頗分散的，並不如

股票市場，容易界定需求及供應的。

　　

上一節引用Apple旗下的iPhone作為例子，Apple擁有龐大iPhone市場能力，

那我們如何界定iPhone的市場？如果只以iPhone本身界定iPhone的市場，當然是

100%壟斷了，這簡單不過，卻是不對的。正如你聲稱大廈的管理公司壟斷，一座大

廈管理公司只有一間，那就當然是壟斷了，但我們不是這樣界定的。界定市場有一

定的程序，我在第一節說過，我們可使用SSNIP測試5。這也是香港的法例草案已公

佈的指引中解釋過的測試，現時立法會文件內也有解釋SSNIP測試如何運作，用以

界定市場。

　　

4 參考第一節投影片49-53，5 參考第一節投影片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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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回iPhone的例子：iPhone究竟屬於包含所有手機的市場，還是智能電話這個

市場呢？這需要由不同答辯雙方，或是研究這個市場的人士來提供意見，亦可以向消

費者提問，或是詢問生產者。如果生產者本來一直製造普通的手提電話，那他們能否

製造智能手機呢？如果他們可以的話，即是他們亦是智能手機供應者之一。若某消

費者一直都是購買普通的電話，就像你父母使用那些只會發出來電響聲並用來接聽來

電，並且鈴聲和字體要大的那些電話，他會否轉而購買智能電話呢？如果不會轉用，

那兩種消費者是否不同呢？如果不同的話，即屬不同的需求(不同的市場)吧。

　　

我在上一節說過，我們把智能電話界定為一個獨立的市場，因為這種產品擁有

可擴展應用程式功能的特色，那是其他電話沒有的，即是我們可以不斷加入一些新

的應用程式，例如全球定位系統(GPS)等。日後消委會亦將推出一個應用程式，大家

可以使用智能電話查找附近哪兒購入汽車燃油最便宜，這正是運用了新的技術，提

供新的服務，只有智能電話才擁有這個功能。我們可透過電話下載一些應用程式，

以智能電話的技術來使用這些應用程式，從而幫助消費者享用其他服務。這是智能

電話的特色，我們因而將之界定為一個市場。

　　

我們界定了智能電話的市場後，第二個問題是究竟這個市場的集中程度高嗎？

最簡單可以使用市場內最大四間公司的佔有率來計算。以下是智能電話的四種品

牌：iPhone、Nokia、Samsung、LG，大家可一看這四間公司所佔智能手機電話市

場的比率多寡，以了解那些公司的市場集中比例。如果「四大企業集中率」(Four-

Firm Concentration Ratio, C4)接近1的話，即是四間公司差不多佔了整個市場百

分之一百。換言之，四間公司中任何兩間，例如LG和Samsung合併就必定對市場

帶來重大的影響，那是其中一種測試。第一節亦提及「赫希曼指數」(Herfindahl-

Hirschman Index, HHI)6，那是普遍使用的方法，因為這個指數考慮到公司的市

場佔有率越大，對市場競爭的影響越大，所以相應計算的比重就增加。例如市場

有十間公司，有兩種不同情況。第一種是大部分公司的規模很小，但當中有兩三

間頗大型的公司。第二種情況是每間公司的市場佔有率差不多。那監管機構會較

關注哪個情況呢？會較關注第一個市場的情況吧。「四大企業集中比率」(Four-

Firm Concentration Ratio)未必能顯示這些資料，但「赫希曼指數」(Herfindahl-

Hirschman Index) 較能反映有關這方面的資料，因為指數針對大型公司其所佔的份

量越大，指數的增長幅度亦會較大。

6 參考第一節投影片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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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美國的指引是這樣的，首先會提問兩個問題：現在的市場是怎樣？市場集中

在哪裡？這個指數的最大值是一萬，如果指數在一千以下，則收購合併對市場沒甚

影響。它所指的是市場的現狀，即市場現時的集中狀況。收購合併以後增加指數的

幅度，正解釋了該收購合併活動對市場集中程度影響的多寡。例如，現時這個指數

顯示市場的集中數字是一千五百，那根據美國的標準，我們有理由質疑那個收購合

併活動可能對市場競爭產生影響，並對此提出關注。不過，若有關收購合併活動導

致指數的增幅不足五十，那公司便不用費心了，亦無須向有關部門申請批准有關活

動。尤其是當原本的市場集中程度很小，沒甚麼壟斷的情況，例如「赫希曼指數」

是小於一千的，美國公司根本亦無須申請批准(收購合併的活動)。這些數字讓我們得

知哪些合併情況應該受到規管。如果合併情況出現在好像智能電話的市場中，則無

論以哪一個指數計算，相信結果亦顯示局方需要關注了，(「赫希曼指數」應該高於

一千八百)。iPhone、Nokia、LG及Samsung這四間公司，若其中任何兩間合併，定

會對市場競爭帶來影響。第一，合併後「赫希曼指數」定會高於一千八百；第二，

那定會使指數的增幅高於一百。此外，若那些公司考慮收購合併，他們定要先顧及

可否得到美國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或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同意，不然的話，若貿然而行，定會受司法部門質疑。眾所周知，在

股票市場中若有公司計畫合併，卻突然有人叫停，必然對有關公司股價影響很大，

有關公司亦不會輕易冒險。

　　

7 參考第一節投影片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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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流動電訊服務市場中也有類似的條例。假如Smartone和CSL合併也

必然受到監管。因為香港的流動電話通訊市場中，現只有五間流動電訊服務供應

商，以Peoples較小規模，其他的各自約佔百分之三十至二十：CSL百分之三十，

Smartone約佔百分之三十，3則約佔百分之二十；接着的是PCCW，約佔百分之

二十，Peoples則是百分之十左右。由此可見，任何兩間公司合併，其市場佔有率很

大機會變成多於百分之四十，那肯定影響市場的競爭環境，合併因而需要上呈電訊

管理局(其工作現已由通訊事務管理局負責。通訊事務管理局於2012年4月1日成立，

由以往的廣播事務管理局和電訊管理局合併而成。)審批。我們很容易界定了流動電

訊服務市場，你不會認為流動電話是和固網電話同屬一個市場的，對吧？那亦不是

數據服務的市場，流動電話雖可提供數據或話音的服務，但不要將之與新世界、九

倉電訊等公司一併考慮，亦無須與城市電訊一併考慮，因為城市電訊是沒有提供流

動電訊服務，只有寬頻服務。

8若只是着眼於流動通訊服務，則已界定了市場。第二步是了解市場的集中比率，

若以「赫希曼指數」就很容易計算出市場集中比率。完成計算之後，便可計算出若兩

間公司合併會否令指數明顯增加。香港都是採用這個計算步驟的，這數字能量化公司

合併之後對市場集中程度帶來的影響。但修讀經濟學的人亦了解，公司把市場壟斷

後，壟斷能力大了，定價與邊際成本差距有可能因而增加，令售價上升，對消費者和

公眾帶來反競爭的影響。這個舉動如果沒其他好處，便應要阻止，除非你的公司有合

理辯護的理由。公司把市場壟斷後一般對市場競爭有兩方面影響：第一，加強了公司

的主導優勢，公司大有機會加價；第二個影響則導致市場上少了一個競爭者；俗語有

云「多隻香爐多隻鬼」，現在市場上少了一隻「鬼」，那便較易協調(Coordinate)。人

多較難一起吃頓飯，人少就比較容易相約了，約好了就可一起磋商價錢，這就是所謂

「協調效應」(Coordinating Effect)。為何要注意市場上的協調效應呢？因為合謀定價

的行為不一定須坐下簽名作實，有時彼此無須致電，往往交換一個眼神便可以了。

9列舉一個十分簡單的例子。假定一小鎮內有兩個油站(A及B)，村頭設有一個，

村尾亦有一個。油站的經營者其實無須坐下面談協議，只要大家是聰明人就可以

了，這稱為「暗地串通」 “Tacit collusion”。詳情如何？其實做法十分簡單，例如

A公司有一天突然增加油價百分之二十，由於全村只有兩間油站，消費者當然轉到B

公司入油，因為那兒油價較為便宜。B公司看到油站擠得水洩不通，摸不着頭腦，打

8 參考第一節投影片54-55，9 參考第三節投影片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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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之下得知A公司原來加價百分之二十，那B公司的老闆會怎麼想呢？一、B公司可

以保持現價向所有顧客供油，二、如果A公司無故加百分之二十是一個暗示 (使眼色)

的話，即B公司也可能會加價百分之二十，大家便可一起多賺百分之二十。可是，如

果B公司不夠機靈，它真的便可以吸引所有人去它那裏入油，消費者排隊入了便宜

的汽油，但B只可以賺一天的錢。如果A公司不是傻的，它給B使眼色，B不合作，

A明天就降低價格。若B公司明白那是A公司向他發出加價的訊號，看到對方沒有

甚麼其他因素便加價，那不如亦一試加價百分之二十吧，看看對方明天會否降價。

當大家都加價百分之二十的時候，A公司知道B公司己有所領會，A便不會降價了，

大家就此可以維持市場加價百分之二十一些日子，這正是所謂「暗地串通」(Tacit 

collusion)，那是無須協議的，也不用通電話作實，只用行動暗示。這種行為是難以

用競爭法檢控的，我們不可只憑他人加價而將他入罪。

　　

競爭法雖然具備阻嚇明顯合作行為 (Explicit collusion) 的作用，但卻較難阻止一

些不言明的合作。不過，隨着市場越大，公司越難協調這些不言明的合作，只因人

越多就越難進行。所以剛才提及的合併活動將帶來的副作用，就是令到在市場中公

司的數目減少。假若只剩下兩間公司在市場時，例如好像我們的兩大超市集團，A公

司加價，B公司可以考慮應否加價，他可以細想那是否一個價格訊號，如果是，他便

可以跟隨，只因其消費者除了到街角小店購物外，他們已沒有其他選擇了。若市場

只剩下兩間公司的時候，便容易出現一些不言明合作，對消費者或公眾來說不是好

事。有鑑於此，監管合併活動正可防止上述兩個影響(加強公司的主導優勢及減少競

爭者令他們更容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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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收購合併對競爭方面有這兩個壞的影響，但公司收購和合併的活動亦可

發揮協同作用(Synergy)，即是公司能增進效率(Efficiency)。例如提升配置效率

(Allocative efficiency)或成本效益(Cost efficiency)，或是提升 “Technological joint 

effort efficiency”，這三方面都對整個行業有好處的，長遠更可能惠及消費者。因

此有公司收購或合併的時候，我們需要衡量這個合併的好處及壞處。例如從中產

生協同作用，增加配置效率、生產效率及創新資源配置效率(Innovation resources 

efficiency)以上皆可增加將來整體社會的利益，我們需要一看這些好處會否大於前述

兩個負面的影響。如果是，有關部門的首長或法庭自然應該批准合併的行動。剛才

說了第一節未涵蓋的部份。現繼續第二節簡報中的一個個案。

收購合併監管例子10 
這兒共有兩個個案，但由於時間有限，我只說其中一個關於反競爭合併的例

子。這事件於一九九六年在美國發生，當時引起廣泛報導。那時美國有三間大型辦

公室文儀用品供應商，分別是 Office Depot, Office Max及 Staples。 當中Office 

Depot(你們聽過Home Depot吧。Office Depot不是供應家居用品，而是專門營辦公

室用品業務，屬於大型的折扣連鎖店) 及Staples欲進行合併行動。美國聯邦貿易委

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認為這場合併會令價格提升並有損競爭，

因而阻止合併，或是要求兩間公司滿足某些條件才可能獲准合併。兩間公司的規模

都十分龐大，絕非小型企業。美國司法部當時首先提出的問題是：如何界定市場？

　　

這與現時香港的情況一樣。究竟超級市場、便利店、士多、日本城，十元店(現

在是十二元店)、屈臣氏和萬寧是否同屬一個市場？如果是，百佳和惠康所佔市場的

份額便很小，百分之十左右，市場份額這麼少，便不應受到任何行為的監管吧。只

要兩者沒有言明合作，那應不會佔有任何市場主導優勢或市場能力。其實它們佔市

場的多少是取決於第一個問題，即界定市場的問題，當然沒有絕對的答案，要視乎

市場的環境。就像街上的茶餐廳會不會和「龍王」(食神開設那間店舖)競爭呢？它們

都是食店，但是否同屬一個市場呢？大部分人都認為兩者是不同的吧。光顧茶餐廳

吃下三十元的飯與到「龍王」享用炒魚翅，是截然不同的價格與味道。所以界定市

場是必須的。

10 參考第二節投影片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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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例子中涉及的市場較為複雜，售賣辦公室文儀用品的超級商店與街角售賣文具

的小店是否隸屬不同的市場呢？就好像大眾書局是否與屋邨的文具店競爭呢？縱然

「大眾」的規模也不是那麼龐大，Office Depot和Staples同是大型的商店，你進場

以後幾乎要推着手推車來購置文具，商店亦一般以中小企或大型公司為服務對象。

所以我們第一步就是分開不同的市場，只因不同種類的公司可能各有不同的目標顧

客或經營方法。他們主要提供一站式採購或批發採購的服務，與街角小文具店的購

物模式大大不同。以上的經營概念由一九八六年開始，他們採用貨倉形式經營，店

面很大，貨品包括傢俱和電腦，推出大量低價貨品發售，超級商店面世亦迫使不少

中小型公司結業。那次合併收購是全美國進行的，12Staples於全美國共有五百五十

間分店，Office Depot共有500間分店；各間公司亦非每一個州份都設有分店，

Staples公司只在二十八個州中設置該五百五十間分店，有些州份是沒有分店的；

Office Max比較普及，分店遍佈四十八個州，差不多在每個州都有分店。這些公司的

營業額不少，大家不要以為那只是售賣文具的小生意。一九九六、九七年，Staples

的營業額是四十億美元，Office Max是三十二億美元。

　　

在合併指引中可見，如果我們界定這是一個超級文具商店的市場，那就只有

三間公司而已，當中有兩間合併，那當然會提升市場集中比率。辯護律師則反對，

指出全美有很多商店，很多小型文具公司都是他們的競爭對手。這並沒有絕對的答

案，那全視乎一個判決。請緊記，法律是一個判決，它可以有「型一錯誤」，亦可

以有「型二錯誤」。何謂「型一錯誤」呢？即是你想寧枉無縱，還是寧縱莫枉？那

就視乎你定下的準則了。同一道理，醫藥範疇亦是如此，應否進行手術，手術的風

險多大，不做手術的話則死亡的風險多大，進行手術的話則死亡的風險又有多大，

都是關乎機會率的決定。

　　

合併指引的原則在於了解有關行動會否影響市場，所以我們要計算建議的合併

活動對整體價格的影響。看看當時有關這方面影響的研究13，如果整個州內有如此

兩、三間超級商店存在，它們的平均價格大概低於全個州內只有一間超級商店的價

格百分之七點三。可見有明顯的證據顯示，如果這兩間公司在某個州份合併，這個

州份大有可能變為只有一間公司，定價就會等同一個州份只有一間公司時那樣，即

他們很可能提高價格百分之七點三了。按第二節的投影片41之數據，我們可以作一

些比較，如果州內只有Staples公司存在，突然卻加入Office Depot，價格會大減百

11 參考第二節投影片36-37，12 參考第二節投影片37，13 參考第二節投影片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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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十一點六；如果本來有Staples和Office Max存在，突然多了Office Depot，價

格會下降百分之四點九。因此，如果兩間公司合併變成一間的時候，價格很大機會

上升這個幅度。這個證據成為了有力的論點展示那場合併大有可能為市場帶來反競

爭的影響，並成為阻止合併及收購的有力理由。

14在這個個案中，並沒有一個辯護的理由是展示收購合併後可增加或減低成本的

幅度。事實上，這些商店本身已具備良好的物流效率。就如現今的超級市場那樣，

物流效率應該很高，如果把該兩間公司合併，當中應不會產生多大的協同作用，因

而不能提供證據來中和反競爭的影響，我們亦稱這種為反競爭合併行為。我們不會

容許這種商業活動(這種合併)損害大部分消費者的利益。如果我們從公平及消費者利

益着眼，便可從中得出一個結論，這是十分典型的壟斷(反競爭)合併。但礙於時間的

關係，其他有關此個案的資料未能詳談。(第二節) 投影片35-52大家可以慢慢細看，

這是個頗值得參考的個案。

(由此部份開始只集中用第三節之簡報)

競爭政策15

這節再重新一說這個題目，何謂競爭政策？其實任何採納市場經濟的國家都希

望市場中存在競爭，競爭政策旨在提高競爭，由數個元素組成，其中一項就是第一

及二節研討會提到的市場開放政策。如果不開放市場的話，沒有新的公司進入，市

場沒有新的供應商，競爭便相對減少，因而必須採取市場開放政策。

　　

第二是盡量減少管制，即政府不要輕易設置一些障礙來阻礙市場競爭，除非可

證明該項管制是競爭中立的。但香港卻沒有減少管制的情況，因我們政府的政策已

趨於以民眾代表。立法會內不少人提出各項訴求。當中可能源於市場失誤或其他原

因，政府需要干預市場，或是為了保障消費者、病人、投資者或企業的權益而制定

一些條例。當然每一個限制都會帶來成本和益處，而益處是否大於成本？設立限制

的時候，將令有些人可以進入市場，有些人不可以進入市場。那有競爭中立的政策

呢？事實上，有時是可以達至的，譬如在安全大前提下，我們制定一個安全標準，

公司定要達到這個標準才可以進入市場，那是無可厚非的。卻不可以硬要針對某一

14 參考第二節投影片50-52，15 參考第三節投影片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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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情況，例如需要能源標籤作為入場要求，但一些新產品技術如未能配合那些能源

標籤，就不可讓它進入市場，這就變成了非競爭中立的標準了。因此，我們對於政

府日後所有的政策，除希望以市場機制來達到某些目的，也希望能夠盡量保持競爭

的環境。我們可能需要斟酌放寬管制的做法，如一些限制為市場競爭帶來諸多障

礙，我們應否考慮撒銷這些限制？競爭法本身的作用是防止私人公司濫用市場優勢

或不作競爭。但我們為何需要競爭？從經驗得知，市場機制在某程度上能促進經濟

效率，它雖然並非一個最好的系統，但它可以促進經濟效率。

16世上亦沒有一個完美的市場，政府希望盡量達至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我們活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或市場資本機制之下，大家值得反思一件事情。競爭法含蓄地支持

市場競爭的規範及規則，從而達到最佳的資本經濟形態。我們從書中或經驗得知，在

市場經濟下，市場存在競爭總較沒有競爭好。我們發現在市場經濟中，如果完全沒有

規則，競爭環境便容易不公平，只因一些先來者可以創造很多障礙限制後來者進入市

場；或是太多的規則也會導致競爭環境不公平。我們很難清晰地界定怎樣才是真正自

由和存在競爭的市場，有時候似乎太多監管，有時則嫌太少。例如金融市場現在可能

監管太少，但是何謂恰當的監管程度，不會阻礙金融市場的發展呢？

16 參考第三節投影片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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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我們在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如果不能取得平衡，便很容易會變成為由執政者

為本身而設的專屬系統。投影片4這段英文是摘錄自一本十分著名的書本 “Saving 

Capitalism from the Capitalists” (由資本家的手上拯救資本主義)，因為資本家

並不志在維持資本主義社會，而是盡量為自己謀取利益。這本書由這兩個作者

(Raghuram Rajan & Luigi Zingales)撰寫，大家以為他們是猶太人，但並非如此。

他們兩人同是在芝加哥大學任職金融科目的教授。這是一本頗為經典和暢銷的書，

大約在二零零三年發行，即是金融泡沫尚未爆破前撰寫的。我們在二零零八年都經

歷過金融泡沫爆破，似乎整個金融市場體系是專為銀行家而設的，那是銀行家專屬

的系統。換言之，銀行家不會輸錢，整個制度亦是由他們訂立的，這是一個十分典

型的例子。競爭法不是干預市場的東西，法例只是務求保持那個十分脆弱的平衡狀

態，讓市場能夠正常運作。

競爭法應用各地18 

17 參考第三節投影片4，18 參考第三節投影片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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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圖片可以看到，在一九九零年這個世界並沒有很多地方有競爭法，只有那些

深色的地方設有競爭法或「反托拉斯法」。但可見在二零零四年推行競爭法或「反托拉

斯法」的地區已增加了。中國在二零零七年都已設有反競爭法，香港則還沒有，還在審

議之中。但為何還有一些地方沒有競爭法呢？因為那些地方(東非地區)沒有甚麼國家觀

念，經常戰亂，人民吃也吃不飽。那些大都是阿拉伯國家，伊斯蘭國家，當地採用伊斯

蘭制度，因而都沒有競爭法。現在全世界基本上都設有競爭法，有這種法例並不奇怪，

那為何香港沒有呢？政府一直聲稱香港具備一個支持競爭的政策，希望依賴市場機制，

維持公平的競爭環境、減少不確定因素，那是我們政府一貫奉行的經濟政策。

19香港只有某幾個行業(電訊及廣播)有競爭條例，而其他行業如公共運輸、電力

及機場，則由政府直接監管。消費者委員會當然是第一個主張設立競爭法的機構，

經過一段時間，香港政府終於在二零零五年提議設立檢討委員會來探討香港是否需

要競爭法。檢討委員會的結論是香港需要設立競爭法，他們提議香港制定一個跨行

業的競爭法。由二零零六年起，經上述委員會提議後至今，香港才有法案交由立法

會審議。由於立法會上有商界的議員，要通過這個法例並非容易。不論法案通過與

否，大部分人都有一些疑問。例如香港為何需要競爭法？政府是否希望利用競爭法

來干預市場呢？現代的市場經濟不再是達爾文所說「弱肉強食」的社會。即是說，

我們並不認為只有強者才可生存，其他人就全沒價值。如果你接受這個原則，香港

便應該有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及競爭環境，即平等機會和更開放的競爭皆是現代社

會接受的原則。第二個疑問是政府的政策是否一定對社會好。不少提倡自由市場和

自由貿易的人都認為，凡政府插手監管的都不好，雖世上沒有完美的政府，但也沒

有以追求公眾利益為目標的私人公司。

20私營公司不一定保障公眾利益，政府相信會比較保障公眾利益吧。有人說政府

「好心做壞事」，那政府就最好不要管了。然則你是否相信，私營公司一定具備社

會良心呢？我們從金融風暴的經驗得知，這並非一個事實。這已在美國華爾街形成很

大的反響，人們表達為何納稅人的金錢要用來資助這些貪婪的公司。我想大家都會發

覺，我們如此辛苦儲蓄起來的強積金，今天還剩多少？那些基金經理每天在市場炒賣

起落甚大，輸了金錢不用賠償，那是你的金錢而已。過去十年，強積金平均回報低於

百分之二，這如不歸究於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那麼是甚麼人造成的呢？正是那

些私人公司。我們為何還相信自由貿易經濟是個較好的經濟模式呢？這是非常有趣的

19 參考第三節投影片8-11，20 參考第三節投影片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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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然而維持現狀是否就好呢？自由經濟下維持現狀只對既得利益者有利。以上這

些都有爭論的餘地，應從社會不同持份者的利益之間取得平衡以制定政策。

競爭法是否限制了創造性21 
有人質疑競爭法是否限制了創造性？競爭法應與時發展，從而配合新的技術，

但無疑人們可以使用知識產權或財產權來維持本身的市場主導能力。政府干預市場

不一會令創意窒息，只要作出適量的平衡對知識產權有適當的保護，即保障創意行

業。那保障應要到達甚麼程度呢？這很值得探討的。是否要保障CD版權二十年、

三十年？我們應引入甚麼程度的競爭呢？我們是否容許平行進口(俗稱水貨)呢？這些

都是需要辯論和探討的公共政策。如果我們沒有一個競爭政策，或是沒有競爭委員

會提供這方面平衡的意見，我們很容易出現偏幫現存知識產權擁有者的情況，沒有

現存的既得利益者會保護尚未出現市場的人。若說保護市場競爭，其實是保護些甚

麼？除了保護消費者之外，還要保護尚未參與市場的人。不過，所有規例及知識產

權都是保障現有市場的人，所以往往更需要謹慎平衡。

競爭法是否只監管成功的公司22

另外，競爭法是否只監管一些主導企業，即是那些成功的公司呢？競爭法不是

用以監管成功的公司，也不是保護小企業。不少人誤解競爭法是保障中小型企業。

間接而言那是對的，那是否保障消費者呢？間接而言(不是直接的)也是對的。只因市

場競爭得到保障，中小型企業和消費者自然得益，但法例並非直接保障消費者和中

小型企業，即是不會壓迫大型企業來保障中小型企業；競爭法只是防止大型企業採

取一些反競爭的行為 (Regulate abuse of dominance)。

競爭法會否影響競爭力23

競爭法會否影響我們的競爭力呢？世界不少地方都喜歡標榜自身為最自由的經

濟體系，香港亦然，但卻只用了一個指標而已。若要較為公平的話，應該多用一點

指標，屆時我們會發覺自己的排名原來不算太高。譬如，有人聲稱擁有最胖或最長

壽的人口等；人口雖然最長壽，但不一定是最快樂的，那需要標榜第二個指標才算

平均。你會發覺其他擁有競爭法的國家，在自由的經濟體系上的排名相對不低，不

少地方的排名更較香港為高。

21 參考第三節投影片12，22 參考第三節投影片13，23 參考第三節投影片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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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另外，為何不只監管某些行業，而要監管所有行業呢？從海外的經驗得知，不

少行業的反競爭行為都是頗為隱藏的，如果沒有全面的競爭法，就沒有能力去調查

及揭發這些隱閉的反競爭活動。

　　

香港競爭法內容 
25基於以上種種原因，香港政府終於同意本地有需要制定全面的競爭法，分別在

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七年發出兩份諮詢文件，並在二零一零年提出草案。雖然政府在

二零零七年已完成所有諮詢，但竟然待至二零一零年才有法例草案呈交立法會審議。

26不同的經濟體系都會有不同的競爭法內容，不同的國家於法律上的處理手法

也各有不同，它們主要有四大方面的分別。第一，是否他人/某公司做出某些行為

就把對方定罪？還是需要證實該項行為帶來損害，即是這些行為要對市場的競爭帶

來影響/有害處，才把被控者入罪呢？(Per se illegal conducts vs proof damage of 

conduct on competition)例如某些公司搭賣，就說它們進行反競爭行為；某些公司合

謀定價，就是反競爭；某些公司分割市場就是反競爭，即是分配市場；或是杯葛市

場就是反競爭行為。還是需要證實某些公司的行為對市場競爭產生負面影響，才可

指稱這些公司違法。這牽涉兩種不同做法。

第二個分別在於那是屬於民事還是刑事案件(Civil case vs criminal case)；三、

只是純粹是金錢上的懲罰，或是可能入獄？(Financial penalty vs imprisonment) 四、

有沒有涉及個人責任？還是只屬於公司責任？(Personal liability vs company liability)

27香港採取的方式是證實被控行為影響競爭或有意圖影響競爭才可入罪。當中

大部分是民事案件，不會有刑事紀錄，但整個法律程序都需要採用刑事法的程序處

理，原因何在？因為案件可能涉及龐大的罰款，例如罰款一千萬。所以應採用嚴謹

的法律程序來處置，令被告(公司)能接受公開和公平的審判。採用刑事法的程序，被

告(公司)可以保持緘默，有代表律師，並會公開審判。雖然這是屬於香港民事案件，

但本身需要經過嚴謹的刑事程序審訊。不過，香港沒有採用入獄的懲罰，似乎還是

不要令那些大公司的老闆入獄，罰款就好了。當中有機會涉及個人責任及公司責

任，這都是香港競爭條例的建議內容。

24 參考第三節投影片15，25 參考第三節投影片16，26 參考第三節投影片17，27 參考第三節投影片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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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法背後的社會公平價值28

我們可以透過競爭法達到甚麼社會目的？首先要說的是，在市場競爭下，定會

出現成功的公司及失敗的公司，原則上競爭法不會試圖改變競爭的結果。競爭法亦

不會直接影響企業財富的分佈及入息的分配，即不希望重整公司的收入及財富。此

外，競爭法沒有直接影響經濟投入及經濟產出的協調狀態。例如企業今天儲起了很

多金錢，但如果把那些金錢交託一間不好的基金公司，最後可能一無所有，付出與

收入不成比例。市場有時亦會出現這個情況，只因市場充滿不確定的因素。你買了

一個物業單位，滿以為定會賺錢，因為那麼多內地人到香港置業，誰知道可能幾年

後便不是如此情況，沒有人能保證一定賺錢的。這就是市場，你有甚麼決定，結果

都要自己負責，競爭法不會嘗試改變這個事情。

　　

有些人沒有自己的物業，嚷着為何沒有金錢置業，為甚麼我不能置業？這亦是

不公平的情況，我生來是香港人，但無能力在香港置業，這是不公平的，卻解決不

了，屬於另外的政策。我亦不相信香港人希望解決這些問題，也解決不了吧。

　　

這兩個公平的論點是截然不同的：一個關於投入和產出，一個是與生俱來一定

要的權利，如我必定要擁有物業，必定要有足夠的食物，一生中至少要到過日本一

次，這可能是某些人認為的一種權利，競爭法是不能解決這些問題的。但何謂公平

和何謂基本權利是可以在社會上討論的。 

29競爭法只是嘗試提供更多的自由，讓公司較公平地進入市場競爭，但不會保

證你的得益和產出成正比。換言之，讓公司自由進入市場可能是「好心做壞事」，

可能讓你把所有的錢都虧損。例如你

打算開設一間連鎖店，名叫「新裕

記」，以前那一間「裕記」已倒閉

了。你打算開設新裕記，加入與一些

超級市場競爭，競爭法只希望保障你

有加入的自由，但你亦有可能好像以

前的裕記那樣，由於過度擴充而賠掉

金錢。

　　

28 參考第三節投影片19，29 參考第三節投影片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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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法是不會保證公司獲得利潤，它只能減少人為障礙阻止新公司進入市場的

情況，讓其他人有機會進入市場競爭，讓消費者有更多的選擇。

　　

此外，競爭法亦不能保障大家可獲得同樣的市場資訊。假設以往那間「裕記」

被人陷害，有傳言將會有很多內地客人到「裕記」購物，公司於是大量入貨，以致

資金周轉不靈，最後倒閉。然而香港沒有條例保證大家獲得同樣的市場資訊，以及

不能保證大家獲得真實的市場資訊。事實上，競爭法沒有管制誤導及欺騙的行為。

眾所周知，樓宇買賣最常出現這個情況。如早前有個叫領凱的物業發售。對於屋前

會否興建樓宇的問題，不同代理的答案都有所不同，現時沒有或甚少監管這個範

疇，那麼，即使任何人皆可進入市場，加入競爭，但如果你根據了錯誤的訊息行

事，那都未必有好結果。如果你根據錯誤的資訊去置業，下了錯誤的決定，這些情

況是不受競爭法監管的。就如有關迷你債券的事件亦是如此，競爭法不是去監管消

費者是否取得正確資訊，以至作出適當的決定。競爭法只是提供一個方便及公平條

件，讓各人能夠平等地參與市場競爭，而不是關乎投入和產出的平衡，亦不關於你

的基本權利，或監管資訊是否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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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不少人都看過名著“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公平和公

正是我們希望社會達到的東西，但當中涉及很多原則，亦關乎很多理念和背景。競

爭法涉及公平的概念，如果你對「公平」一詞了解不多，便難以向學生解釋了，正

如剛才亦已談及四種不同的公平看法，以及這四種不同公平看法的背後的哲學和社

會理念是甚麼。

維他命丸的國際卡特爾 (Cartel) 個案
大家可考慮用一齣荷里活的電影「大鑊密探」(The Informant)來增加學生對學

習這個課題的興趣。 

　　

這齣電影把美國一個很有名的案件搬上銀幕，稍後我也會提及這個案件。這是

一個關於維他命丸的卡特爾(Cartel)個案，最後司法部成功檢控所有參與公司及判

它們罰款，當中涉及的不只是美國，還包括韓國和日本地區，那屬於一個國際的卡

特爾，關乎控制全世界供應維他命或工業用品的一個卡特爾。這部電影，名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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鑊密探」，即是內應。之前部分亦提及過，定要有內應才可以成功檢控這些較為秘

密的卡特爾案件。故事提及的內應是一間公司的高層，他對那些勾當看不過眼，

於是向聯邦調查局報告，局方透過他的線報，最終掌握那些國際卡特爾會議中的資

料。

　　

片中一段顯示局方透過閉路電視監察他們開會的過程，現實中局方確是會這

樣做的。他們最後全部被檢控，亦被罰款。這個案件有趣的地方是，告密者本人亦

因為涉嫌另一宗卡特爾而被捕。但若不是蒙他的幫助，司法部門萬料不到這些國際

卡特爾的規模原來可以這麼巨大。這是一個重要的個案，令全球很多監管機構開始

發現，雖然競爭法面世已久(在美國已經實行超過一百年了)，想不到這些公司仍然

知法犯法。我們第二節簡報提及拍賣行的卡特爾案件或是航空公司卡特爾案件等都

是大家萬料不到的，可能今日香港也隱藏了不少卡特爾的情況。而歐洲亦在近年發

現一些大規模卡特爾，大約在二零零八年，歐洲檢控了十二間電梯供應商圍標的卡

特爾活動，犯罪的公司被罰款數億歐元。這十二間電梯供應商同時正是供應香港電

梯服務的公司。換言之，如果我們早已有競爭法，當日歐盟調查完結後，我們便可

以引用那些證據來查證他們是否有圍標維修或供應升降機，或是合謀定價的反競爭

行為。電梯在香港較在歐洲重要，因為歐洲人大部分都是居住及生活在一、二樓

之間，而香港人大部分的平均時間都是生活在十一樓以上。香港不少人住在高樓大

廈，升降機並非奢侈品，甚至可說是日常的必需品。事實上，香港的電梯供應和維

修市場非常奇特，這也是值得研究的市場。

反競爭的國際卡特爾經濟學解釋
無論如何，我們還要等待競爭法出現，消費者的利益才可得到保障。如果你想

了解整個檢控程序，你可以考慮購買上述那齣電影的影碟，影片表達頗有趣，而且

展示了一個活生生的個案，老師也可運用影音的方法向學生解釋。

　　
30競爭一定會對消費者帶來好處，讓消費者有更多的選擇、更多的資訊和更高質

素的產品。若我們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為何我們要管制這些市場，以避免有人

妨礙市場競爭呢？因為所有公司其實都不願意減價，因為他們害怕引起價格戰爭，

並會考慮競爭對手的反應，當中公司的決定及反應是互動的。根據John Nash的有趣

30 參考第三節投影片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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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指出，我們不是生活在完美的亞當史密夫市場，而是一個互動的市場，即是每

個競爭者都會就其他競爭者行動有相對的反應。

31例如：香港的水泥市場，水泥的生產商不太多，大概有六、七個吧，業內亦

設有水泥會。公司需要決定究竟應該興建一個還是兩個廠房。水泥不可以留過夜，

水泥必須新鮮製成，即是需要不停的攪拌，而水泥的壽命只有約六、七個小時，那

便涉及運送距離的問題，也要顧及工地的選址。如果大家一起建造兩個廠房便一定

出現更激烈的競爭，利潤也會減少；如果每間公司只興建一個廠房，利潤就會較

高。但與此同時，當然是興建兩個廠房所佔有的市場比率較高。在競爭大的時候，

很有可能大家都會興建兩個廠房，因為有生產規模。投影片24顯示了一個水泥市場

模擬的情況，假若你是其中之一個水泥商，根據此表格我們可以看到如果對方興建

一個廠房，你要決定興建一個還是兩個廠房呢？你便要看看在哪一個情況下利潤比

較大。根據此表格，兩個廠房就會多賺點錢(如興建兩個廠房可賺HK$75M，興建一

個廠房只可賺取HK$50M)。但如果對方興建兩個廠房，你仍然會選擇興建兩個廠房

(如興建兩個廠房可賺HK$25M，如一個只可賺取HK$20M)，不然便給對方佔有了大

部分的市場，因此很大機會你會興建兩個廠房，因為不論對方的策略是怎樣，你也

可多賺點錢。在這個情況下，無論對方是興建一個還是兩個廠房，你最有利的策略

是興建兩個。剛才個案中的兩間公司的角色互調結果也是一樣，對方的想法或策略

都會與你一樣。換言之，無論對方行動是甚麼，興建兩個廠房是最有利的策略，即

是很有可能兩個生產商都會這樣做，最後市場上每間公司便有兩個廠房，這就是競

爭的結果。不過，如果雙方合謀不興建第二個廠房，大家都維持一個廠房的時候，

可能大家都會多賺點錢，但這不是個十分穩定的結果，除非大家常常在市場不斷與

對方互動，不斷重複對話，大家

就會得到共識，或是覺得較這個

結果為好，因為對公司而言這個

結果(每間公司一個廠房)肯定較

另一個結果(每間公司兩個廠房)

為 佳 ， 當 中 兩 間 公 司 各 賺 五 千

萬($50M)，但現時每人只賺取

二千五百萬($25M)而已，所以公

31 參考第三節投影片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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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便有動力進行合謀。早前提及兩間油站公司，如果兩者只是經營一天，一間加了

價，另一間必定不會跟隨加價，只因不加價的公司可以把他今天的生意全部拿去，

亦無須考慮明天。可是，如果兩間公司常常在市場互動，他們就可能考慮這些事

情，這就是經濟的動力促使合謀的結果。

　　
32The Lysine Cartel就是剛才提及「大鑊密探」的電影中的一個例子。他們同

意一個價格，也控制了每間公司的生產數量。為甚麼會知道這些事情呢？因為案件

呈上法庭，有聯邦調查局的錄影帶作呈堂證供，他們之間的電話或開會的談話內容

及影像都被公開了。當中他們曾經提及數量，那間公司可以多拿一點，那間公司少

拿一點。他們也說過欺騙的問題，如有公司突然生產多一點會怎樣做。若其中有公

司因為生產少，營業額低，少賺利潤，他們就會用別的方法來補貼這間公司。有時

他們利用一些名為學會或商會的周年聚會作為掩飾，從中召開一些合謀定價的會

議。如果香港沒有這個法例，可能便會成為召開合謀定價會議的天堂了。那是有事

實根據的。在紐西蘭一個反競爭案件中，便曾經提及他們來過香港開會，討論關於

紐西蘭的業務定價。香港是一個比較國際化的城市，如果我們沒有競爭法，外國的

司法管轄區不可以要求我們調查這些事情，不論是聯邦調查局或者日本、韓國，亦

不可以要求香港警方協助提供這些資料，因為香港沒有這個法例，對方在香港並沒

有犯法。雖然那不是要有競爭法的原因，但若然沒有競爭法，我們也許會多了一些

額外的旅遊生意吧。

32 參考第三節投影片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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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案件中買家平均被要求多付百分之二十五，這個案件證實這些卡特爾實

際上是有一些方法來維持卡特爾的穩定性。你可以到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分部網頁

的個案內一看關於這個案件這兩個人(Michael Andreas and Terence Wilson)的資

料，你會發覺這是涉及個人責任的。這間企業叫ADM。它首先進入市場，組成卡特

爾。影片當中有句很有趣的說話，他們(供應商)每一個人都曾說過「我們的競爭者就

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的消費者就是我們的敵人。」

33另外，公司是否只要進行某些行為而無須顯示那行為對經濟有損害或影響即

屬違法呢？很多國家都認為合謀定價是較為嚴重的反競爭行為，因而每有合謀定價

的行為就無須多加解釋，不需要展示影響，本身就已犯法了。消費者或用家好像牛

隻任由大老虎吞食。對於那些公司來說，競爭只有百害而無一利。如果有機會讓他

們競爭的話，他們斷不會為了社會利益或公眾利益而競爭吧。有人說，我們應該只

監管大型公司，不要監管小型公司，但那隻牛無論是被老虎或野狗吃掉，最終都是

死亡，只不過野狗就像中小型企業，老虎就是大型企業而已，那隻牛(消費者)還是會

被吃掉的。剛才說過合謀可以是明顯合謀及不言明合謀，不言明合謀是比較難用競

爭法解決的問題，所以通常監管局會盡量用監管收購合併的活動來防止市場過度集

中，以防不言明合謀的行為容易出現。

33 參考第三節投影片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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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參考第三節投影片30-32。

34有人說卡特爾並不可怕，只因卡特爾是不穩定的。

但這是否真的呢？投影片30顯示了二零零六年的研究數字展示以往的卡特爾維

持年期。根據數字，最長的卡特爾有二十三年。我們不知道可謂長或短的時間，相

對短時間的卡特爾平均都為時四、五年，中位數是四、五年左右，當然有些真的是

短的，大概一年左右。可是，這些只顯示了被揭發的卡特爾，尚未被揭發的卡特爾

還不知長達多久。此外，參與的公司往往不只幾間，有時涉及很多間公司，市場的

集中程度亦可以有很大差別，這可以作為參考的數據，讓你了解卡特爾的情況。

87



35事實上，他們會採用多種的形式來維持卡特爾，例如行業聯會、單一銷售代

理等，即所有的公司都採用同一代理，由這個代理負責協調，那就知道誰的市場較

多，亦可以把公司的價格互相交流。或是公司需要採納同樣的條款，用以維持卡特

爾的利益，甚至運用一些恐嚇或排擠的方法，使公司加入卡特爾之後就不會離開。

從這些案件中，你可看到行業組織確是卡特爾和反競爭協議的溫床。這些行業聯會

在香港也很普遍，大家一起聯誼，用膳和打麻將，但期間會談些甚麼？以前是沒有

人知道的，現在的人都會說，當然是價格啦，不然還說甚麼？

卡特爾形式的企業或經濟個體聯盟36

現時在香港談及價格是沒有違法的(本研討會進行時本港還未通過競爭法)，所以

他們可以繼續談論。卡特爾有很多的壞處，現在先看一看不同卡特爾的種類。在外

國而言，非法硬核卡特爾 (Illegal Hard-Core Cartel) 是十分嚴重的的反競爭行為，

其中包括消費者卡特爾 (Customer Cartels)，例如，澳洲有一個案件，根據地區分

配消費者：例如昆士蘭的消費者，新南威爾士的，南澳洲、墨爾本或是悉尼的，市

場被劃分為不同的地區，你負責服務這些消費者，我服務那些消費者。如果我的顧

客到了你的地方，本來不是分配給你的，你便要提供不好的服務及不好的價格給

他，要他知難而退，下一次他便不再光顧你。只要他們有這個協議，分配市場十分

容易，但這是嚴重的反競爭行為。例如從地區劃分，或是由你專門負責大型客戶，

我專責小型客戶，又例如你是專門服務內地客戶，我則專門服務歐洲的客人。趕走

客人十分容易，客人進來你不加理睬，對方自然離開。趕走客人的方法很多，大家

就可以通過協議，維持自己的市場。

37還有價格卡特爾 (Price Cartels)、企業卡特爾 (Syndicates Cartels) 和配額

卡特爾 (Quota Cartels)(例如出口油的國家就是配額卡特爾的例子) 等。其實卡特爾

和競爭不是同一個經濟運作模式，不是同一間公司也不是等級 (hierarchy) 結構。

如張五常和高斯 (Coase) 所說，為甚麼有些活動在市場之中進行，有些則在公司進

行，原因正是交易成本的考慮。卡特爾不是一個市場，也不是一個等級結構，它屬

於兩者之間，但很少人研究這件事情。現在競爭法不容許這種有嚴重影響的卡特爾

出現。但是在現實社會中，政府又批准另一些卡特爾出現，如一些自我監管的程序 

(Self-regulation Procedural)：例如大家一起遵守ISO9000，一起遵守某些計算方

35 參考第三節投影片33-34，36 參考第三節投影片34，37 參考第三節投影片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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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例如惠顧某些貨櫃物流的公司，用船運，或空運都必須遵守一個業界訂立的方程

式以計算所涉及的金額，以致競爭只集中在數字而不是其他很多的範圍)。還有折扣

卡特爾 (Discounting Cartels)、投標卡特爾 (Tender Cartels)、專利卡特爾 (Patent 

or Patent-Licensing Cartels)、標準卡特爾 (Type or Standards Cartels)，以上這些

你可以不用卡特爾來形容，但這些一定屬於聯盟，大家一起同意採用一個程序、一

個標準、一個行規來行事。例如我們定要先找律師，然後才可找大律師，這就是行

規。行規是程序化的，為甚麼要這樣做？為何不公開競爭？箇中有一定的好處，法

例並不禁止這些。競爭法並沒有干預這些程序化的自我監管聯盟或「卡特爾」，只

要那些程序不會妨礙競爭。

38除了以上的例子，有些是關乎工業或社會政策，例如在經濟衰退時，需要一些

聯會來進行如派發物資等的事情。又例如進口及出口卡特爾，政府發牌給一個進口

商以代表整個國家，進口一些東西分銷全國。或是出口安排，如泰國的稻米一定經

由持牌的出口商出口，這些出口商是會控制價格的。為甚麼泰國發生暴動？如果泰

國米的卡特爾是代表城市的利益，那便會影響鄉村地區的利益；但若泰國保護鄉村

地區的利益，即是收購價比較高，就會影響城市的利益。為何泰國一直出現政治的

爭拗？正因為鄉村地區和城市的不同利益衝突，但這些卡特爾也是合法的，由於政

策的緣故，那是不受競爭法監管的。

　　

又例如現在的關愛基金，如果這個基金不用政府負責，而是透過慈善機構主

持，那一定要有個組織，它定要滿足大家協議的原則，才可以向有需要的人發放金

錢，這也是一個組織或一自願組成的卡特爾。

因此，卡特爾可分為不同類別，有些是程序上的，有些是為了達到社會、工業

或公眾政策的目的而存在，其他的則是市場活動或是一些公司的活動。卡特爾共分

為兩大類，一些是受香港競爭法監管，另一些是用作達到程序上的目的，如自我監

管，行業的行規，一些是希望達到某些社會、公眾政策或行業政策的卡特爾。後面

提及的就不會直接受政府監管。但如果有商會/團體濫用這些權利，程序和行業的政

策來妨礙市場競爭，那可能會受到監管了。事實上，並非每一個聯合起來共同做事

的協議都是反競爭的，因那未必對市場競爭有直接的影響。

　　

38 參考第三節投影片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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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單憑合謀定價，就能斷定是一個卡特爾。但有些合謀進行的事情，並不是

那麼直接可以斷定是否屬於反競爭行為及是否需要受到競爭法監管。因此你便要對

那些行為帶來的影響作清晰的分析，這不一定有標準答案。例如他們互相之間是競

爭者，協議一起進行一件事。我們要分析那些行為有否影響市場的競爭，可能表面

上是沒有，但有機會有人會濫用權利：如他們把入場的標準定得太高，或是太過複

雜，旨在令其他人不能進入市場等。這些可作為分析例子讓學生從另一個角度看事

情及有一個更全面的看法。

濫用具大的市場能力(市場權勢)39

剛才說的卡特爾關乎第一行為守則，主要是企業之間共同進行的事情。現談談

第二行為守則吧。香港競爭法的第二行為守則最主要是指濫用巨大的市場能力，甚

麼是市場能力 (市場權勢)？第一節提及過市場能力指的是如公司能獨立進行一些事

情，不受其他競爭者影響，那公司便具有很大的市場能力。「濫用」意指那些對市

場有很大影響力的大型企業不正當地使用其影響力妨礙其他企業生存或進入市場。

濫用市場能力可導致價格上升、減少消費者的選擇、損害中小企的利益、減低市場

有能力的公司的創新能力與意慾，如果這些大型公司可以一直在市場生存，那它們

也未必有動力革新。

39 參考第三節投影片37。

　　

摒除蘋果「教主」喜歡發明的因素，如果蘋果已佔據主要的市場，可能有一天該

公司也會好像比爾蓋茲的公司那樣，缺乏創新的意念。當蓋茲的「視窗」佔據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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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時候，無論 Internet Explorer或Media Player 相對市場上其他產品而言，都

少了一份創意，這是很自然的事。都勝出了，用不着費神繼續創新，缺乏精益求精的

動力，也不需要提升產品的質素，這也是要控制公司濫用重大市場能力的原因。

　　

我們除了需要第一行為守則及第二行為守則來維持市場的運作外，還要了解市

場，這可透過例如研究市場競爭。這也是香港日後若通過競爭法後將給予競委員會的

一種職責，競委員有權研究市場，從中了解市場政策的改變對市場競爭的影響。香港

以往有不少濕貨街市，價格便宜。後來越來越多商場出現，這個市場的競爭情況因而

改變了。我們不喜歡到濕貨街市買東西，就算願意到街市，街市的選擇也不多，只因

街市的數目不多。沒有了濕貨街市，剩下的主要是連鎖店，令一式化的情況出現，對

消費者來說，選擇少了。一調查發

現，天水圍的濕貨街市價格高於元

朗和屯門等地區。即如果透過一間

主要的商場來管理及承辦所有濕貨

街市，其市場的競爭相對上被隔離

了，對市民並沒有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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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法應以保障消費者為目標40

怎樣可以保障消費者的利益呢？ 

　　

現在先從經濟學的理論討論一個問題。大家都認識「消費者剩餘」及「總剩

餘」吧。總剩餘就是消費者剩餘加生產者剩餘。究竟競爭法應該旨在提高消費者剩

餘還是總剩餘呢？有人可能會提出雖然某公司增加了市場能力，或是進行了一些行

為濫用市場能力，但如果這公司能增加總剩餘的話，應該是可受豁免的。你對這個

說法有甚麼看法呢？ 這是個很典型的問題。如果一個人的反競爭行為未必增加消費

者剩餘，甚至把有關剩餘減少，但它增加了總剩餘，那是否應該受到豁免呢？但這

是香港的典型政策目標，只要一個行為能夠增加整體效率，縱然未必保證消費者的

利益，亦可能成為豁免的條件。

41公司出現反競爭行為，但卻提高了總剩餘，這個做法是否應該受到豁免呢？如

果競爭法旨在增加經濟效率，那便應受豁免。這是香港現行的政策。可是，理論上

這存在一個缺點。消費者委員會認為只考慮總剩餘是不對的，競爭法的目的應該是

提高消費者剩餘，不應提高總剩餘，為甚麼？背後理論又是甚麼呢？ 

　　

現在用一個圖表展示，這圖表顯示不同合

併的選擇下所能獲取的消費者剩餘 (consumer 

surp lus)  及合併單位的企業利潤 (merger 

parties' profits) 的組合，Y軸的S表示消費者剩

餘，X軸的M表示合併單位企業的利潤，即是生

產者剩餘。如果你把總剩餘最大化，即是所選

之組合離原點越遠越好。

如果只是消費者剩餘最大化，即是離Y軸

方向越遠越好(向北方走)，即(S)。然而問題在

於一個經濟學很基本的矛盾，就是這些反競爭

行為和這些合併並非由消費者選擇，而是由企

業選擇的。雖然我們政府及公眾政策提及要盡

量擴大總剩餘，但選擇並非在政府手中，而是

40 參考第三節投影片38-40，41 參考第三節投影片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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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業的手中。換言之，在這個情況下，作為一間企業，如果你有a, b, I 及H 這幾個

選擇，那你會選哪一點作為你的行為或合併的活動呢？這四點，你不會選擇H點的，因

為這一點令大家(消費者和企業)的剩餘都減少一定不獲政府通過。a的總剩餘是大於b

的，但作為企業，會選a還是b？會選b吧，然後讓政府通過。對政府來說，若選擇b使

總剩餘增加，政府就會通過了，結果卻使消費者蒙受損失。當中的邏輯是甚麼？這是

由企業先選，企業是不會考慮消費者利益的，它只考慮總剩餘來讓有關行動過關。即

如果企業能賺多十億，就算消費者損失一億，也不要緊，對整個社會來說，淨賺取多

了九億，這就可以了，那是企業的選擇，不是消費者的選擇。他不需要召開聽證會來

通過這個選擇。如果召開聽證會，消費者當然會大加反對。可是，我們沒有聽證會，

企業只需要獲得競爭委員會批准，但那個方案卻是由商業組織提出的，他當然只會關

心自己的利益，只要達到企業利益的上升大於消費者的損失便足以證明那行動帶來了

整體利益。商人決定的政策當然是對他們有利的，縱使整個政策的目標以總體利益為

依歸，但當中亦涉及重新分配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的利益。

　　

由此可見我們必須把競爭法的目的表明清楚，就是有關合併活動應要提高消

費者的利益，而非香港的整體利益。因為選擇行為及合併的是企業本身，他們可能

會做出不利消費者的行為，即使這種行為令整個社會的功用極大化。這是背後的邏

輯，是純粹經濟學的分析，沒有任何政治的因素影響結果。分享到此亦差不多了，

由於時間關係，簡報中還有一些相對較不重要的部分未能談及。希望大家明白這三

場研討會的討論有部分是無須向學生提及的，亦希望你們可以對這個題目有更廣泛

的認識。上一節我們談及很多的個案，但礙於時間關係，我們沒有提及一個最主要

的案件(AT&T)。如果大家有甚麼問題，可以發電郵給我。因為我每天都接收很多電

郵，為免遺漏，請在電郵主題上註明「新高中」。

電郵地址：vichung@consumer.org.hk

　　

其實這三節探討的個案已經不算複雜，這裏沒有提及那些十分複雜的法律個

案，因為我只選較為偏重有關經濟方面的個案。競爭法這課題有趣的地方，在於它

同時涉及經濟和法律。如果聽眾是讀法律的人，就多說經濟，如果聽眾是讀經濟的

人，就多說法律的事，這樣才可平衡這兩方面。但若純粹採用經濟學來看，那就不

能釐清你在競爭法中可能不明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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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以下數頁記錄熊博士回應參加者的提問。)

『領匯』有否反競爭行為?
問：「剛才列舉了一個關於『領匯』的例子，其實領匯出現之後，有些地區

的濕貨市場售價較外面其他地方賣得還要昂貴，政府本來期望維持一

個競爭的環境，但有了領匯之後，反而削弱了競爭的環境，那麼，政

府會否遭受控告？」

答：「不會。領匯本身是一間私人公司，領匯本身有機會被控告，政府則不

會，政府在競爭法中是獲得豁免的。領匯公司則有機會被人控告，為

甚麼？第一，嚴格來說，它佔有差不多百分之五十香港的商場，應該

是一個主導市場的分子，較之長實、新鴻基還多。它的主要業務是租

務。例如它做另一個生意，拓展停車場或某些行業的業務等，如果它

透過自己在領匯商場的市場能力資助那些業務，務求促進發展。又例

如它染指零售業務，以便宜的租金租給自己，但他人便要付上昂貴的

租金，這就有濫用市場能力之嫌，因為它是主導市場的分子，擁有重

大的市場能力。另外，如果它接受一些超級市場連鎖店提出的條件，

例如某間超級市場連鎖店提出某些條件，例如當一個領匯商場內有某

超市，就不可以有其他超級市場或相類似店鋪，不然某超市不會租用

領匯屬下任何一間商場的舖位。這是一個威脅，如果領匯接受這個條

件，並參與其中，都可能會被控告。若我是連鎖店，如果我能威脅到

一間有重大市場佔有率的連鎖商場公司採納這個條款，我可以迫使小

公司不能生存，這是很可能出現的，也很可能會被調查。

	 有人提出現在領匯不時趕走很多小型公司。如果領匯和一些超級市場連

鎖店合謀進行這件事情，那是會被調查的，但要視乎誰作主動。如果超

級市場連鎖店聲稱與它無關，是領匯做的。有機會可能是領匯為了鞏固

自己的市場力量，決定趕走其他競爭者，那就可能涉及濫用市場權勢。

至於日後競爭委員會會否懲罰領匯？視乎事情對競爭有否構成影響，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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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則可能予以懲罰，不然的話，就不能罰領匯了。這個案件殊不簡單，

但我肯定，當香港擁有競爭法的時候，這個個案定會受到調查。」

反競爭行為可有利消費者 
問：「這是一個假設性的問題：會否有些政策既阻礙新人進入市場同時可以

確保消費者的利益？」

答：「有這個可能。」

問：「這個情況下，又怎樣取態呢？」

答：「這要視乎之前提及的因素。現在法律的目的是為了整體的利益，要比

較該政策對進入者形成障礙的成本(對潛在的企業不好)，及確保消費

者利益所帶來的得益，整體上是否增加了成本效益？美國則純粹考慮

消費者利益，所以美國不喜歡控告掠奪性定價，因為掠奪性定價就是

減價，趕走競爭對手，但減價對消費者有利。」

問：「現在消委會建議政府的是甚麼？」

答：「以消費者利益為主，這是必然的，我們是有理據的(第三節投影片38-

45)。當然阻礙新人進入市場，那關乎長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取捨。即

是說，政府若有一政策造成了進入市場的障礙，短期而言消費者的利

益提高了，但同時卻損害了消費者的長期利益，那就要平衡短期和長

期利益了。」

問：「但長期利益的計算只是估計而已。」

答：「事實上，短期利益都是一個估計而已。但不要緊，因為在法庭上，這些

爭論會受檢查，看看它們的可行性、真確性及有沒有合理的證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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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自會衡量。除非他專程聘請專家做計量經濟學的分析，不然的話，

他就會用很簡單和客觀的方法衡量，不一定是全對的，一定有誤差，但

是法庭的判決，一向都有「型一錯誤」和「型二錯誤」。就是大家希望

寧縱莫枉，還是寧枉莫縱。作為一個公共政策，就是看哪個成本較大。

例如，我判錯了這件事情，阻止了一個人進入市場，究竟對市場或對消

費者的損害大，還是我容許這件事存在對市場和消費者的損害大呢？哪

一個的錯誤會引致較大損失，那不是潛在的利益，而是着眼哪一邊的錯

誤成本較大，因為我們不肯定有關數據，它們只是一些估計而已。

調查反競爭行為必須保密
問：「你剛才提及一個叫『計算卡特爾』，指出在物流中會用這樣的方法。

若我是學生，我定會提問，別人當然有自己專門一套的方法去做，怎

可以說它不公平呢？它如何讓公眾知道呢？」

答：「這就是有趣的地方。行業人士說行規是這樣做，他們當然認為這樣計

算是合理的並方便他們工作，他們一定有共同的協議。這個協議並非

關乎獨立的企業，而是關乎多家公司一起協議用的計算方法。這種方

法可能不是公開的，但法律賦予競爭委員會調查權，競委會可以有權

取得這個資料，那便知道這個計算的方法是否只是一個掩飾，目的是

否合謀定價。例如大家提出每逢來料漲價百分之五，我們就要加價百

分之三，這個是方程式，可能他們一直都不公開，但競爭委員會介入

的時候就要呈交出來。為甚麼這個行業要這樣計算呢？目的是否想一

起協調加價，那些就是證據。這便在於需要給予競委會調查權力，但

同時也要保障公司的利益(保密權)。在現時草擬的法律中，競委會任

何調查人員若公開私人的保密資料，可被判入獄十八個月，那是對競

委會調查人員甚高的要求。」	

研討會「反競爭行為及競爭法：概念、事例及關注（第三部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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