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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五一*

為甚麼賭場越建越豪華？
摘  要：澳門在追求“拉斯維加斯化＂的同時，

也引進了拉城的“豪華競賽＂，賭場一間接一間

地拔地而起，也一間比一間的大，一間比一間的

高檔和豪華。然而，賭業的價格結構是“有賭無

類＂的，是不遵守“一分錢一分貨＂這放之四海

而皆準的商業原則的。那麼，如何解釋賭場越建

越豪華呢? 這是由於博彩業這種特殊產業的產業

兩棲性使然：一方面，作為招待服務業，賭場豪

華度的提高確實會提高對賭客的吸引力和市場競

爭力；另一方面，作為金融業，它的價格是不可輕

動的，是不能作為反映服務質量價差的經濟杠杆

來使用的。但從經濟學意義上講，是一種“市場失

敗＂。

關鍵字：豪華競賽    產業兩棲性   社會浪費

            1993年開始，拉斯維加斯

           差不多平均一年炸掉一座

           賭場酒店大廈。隨著一座

座賭場酒店在爆炸聲中轟然倒

下，代之而起的是一座比一座巨

大而豪華的新式 “綜合娛樂場＂

（mega resort）。

          澳門在追求“拉斯維加斯

化＂的同時，也把這種“豪華競

賽＂引進來了。從2004年5月18

日金沙賭場開張，到2007年8月

28日亞洲最大的娛樂服務綜合

體威尼斯人綜合娛樂場開張，金

沙、永利、星際、新葡京、皇冠、

威尼斯人――一 間 比 一 間 大，

一間比一間輝煌，一間比一間高

檔，一間比一間豪華。一些在建

的賭場，還沒建成就過時了。

由於澳門的新建賭場多數都是在

政府廉價批出的土地上建造的，

因而澳門眼下還沒有出現拉斯維

加斯那樣的炸樓風潮，但也沒有

理由斷定，10年以後澳門人不會

迎來此等眼福。

        幾年前，在澳門剛剛拿到

賭牌、正在計劃其投資方略的內

華達賭商們，曾經有過這樣的一

番議論：到澳門投資，其實沒有

必要象在拉斯維加斯那樣搞得很

豪華，因為中國賭客就是要賭博

贏錢，他們並不太在乎賭場的豪

華舒適程度。正可謂“賭翁之意

不在屋，只在黃白之間也＂。

        說是這樣說，豪華競賽的

禍水終於還是漫延到了澳門。

        這賭場豪華競賽是賭業商家

們的自發運動，背後並無政府或

其他“看得見的手＂在推動，故

而必有其純經濟的動因在起作用。

        一個令人不能不想的問題

是：除了賭業，為甚麼其他服務

業中並無豪華競賽現象？酒店，

既有星級酒店，也有汽車旅館；

餐館，既有速食店，也有豪華館

子。高、中、低檔並存，是一般

服務業的共同的市場結構特徵。

為甚麼在酒店業中，豪華酒店不

會象豪華賭場那樣具有更大的吸

引力和競爭力從而把低檔酒店擠

垮？為甚麼有的住客會甘願住低

檔酒店而不會象賭客們那樣都願

意到豪華賭場裏去享受一下？在

餐飲業中，為甚麼越是高級館子

反而往往冷冷清清，越是低陋的

大排檔卻往往熙攘熱鬧？

        其實這問題小學生也能答上

來：因為高檔的貴，低檔的便

宜。同樣的一盤楊州炒飯，在大

自

* 
 澳門理工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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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檔賣10塊錢，在高級館子會賣

到100塊錢。同樣的睡一宿覺，住

低檔的汽車旅館可能是200塊錢，

住高級酒店可能是2,000塊錢。

有錢的人住高檔，吃高檔；沒錢

的人住低檔，吃低檔。高檔有高

檔的市場（顧客群），低檔有低

檔的市場；經營高級館子的有錢

賺，經營大排檔的也有錢賺。在

這裏，價格機制作為“看不見的

手＂，自動地為一般服務業劃分

了階級。各階級在這只“看不見

的手＂的勸解下相安無事，共生

共存，一個“和諧社會＂也。

        而賭業的事實是：賭博的

價格是一律的，是不依賭場的規

模檔次、輝煌程度、設施完善與

否而變化的。在豪華賭場中賭博

與在低檔賭場中賭博，輸贏概率

是一樣的。正是這種“有賭無

類＂的價格結構，吸引著大小窮

富各類賭客夯梆榔願意到高檔

賭場過把癮。賭場，這一專事

製造兩極分化的商業制度，卻原

來是建立在“社會主義＂的地基

上的。

        一分錢一分貨，是放之四

海而皆準的商業原則。為甚麼賭

場業可以不遵循這個原則？除了

賭業，幾乎所有的服務業都有質

量價差――從酒店、餐館、健身

房，到北京的公共廁所。為甚麼

高級賭場與低檔賭場卻價格一

律？賭場業和一般服務業一樣，

都是自由市場經濟，它們的價格

都是在自由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形

成的，為甚麼其價格結構一個是

有階級的，一個是無階級的？

        一個最浮淺的解釋是：賭

場的質量價差被綜合娛樂場內的

其他非賭服務項目承擔去了。

        確實，在當今世界賭業中，

賭場大廳與其他餐飲、零售、表

演等非賭服務設施往往並存在一

座大廈裏、隸屬於同一家綜合娛

樂場。一家綜合娛樂場之豪華程

度的高低，雖然反映不到賭博價

格上，但卻在其他服務上明確地

反映出來。在澳門的金龍賭場賭

博與在威尼斯人賭場賭博，賭博

價格是一樣的，但在金龍住宿與在

威尼斯人住宿，價格可大不一樣。

        事實上，綜合娛樂場內部這

種價格結構的形成，經歷了一個

歷史演變過程。七十年代以前，

內華達州是美國唯一的賭州，市

場肥沃無比，無論大小賭場，只

要拿到執照，開張即賺。在這樣

的市場條件下，平均單個賭客的

賭博預算比今天要高得多，因而

彼時最重要的不是吸引更多的食

客與住客，而是吸引更多的賭

客。於是各家賭場紛紛通過降低

其他服務的價格作為賭場的促銷

措施。上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

開始賭博爆炸以後，拉斯維加斯

賭業的市場形勢不斷惡化，賭博

收入已經不足以負擔廉價的酒店

及餐飲服務了，這些場內服務設

施必須自己把價格打足甚至高於

市面價格才能自保。它們已經沒

有力量再用自己的廉價服務來為

賭場“打工＂了。結果，邏輯倒

了過來，賭場反而開始為綜合娛

樂場內部的非賭服務部門打工，

開始成為酒店餐飲及其它非賭服

務的促銷工具，而賺錢的使命越

來越落到了非賭服務業上了。通

過提供高質而平價的賭博服務而

吸引更多的賭客以擴大自己的非

賭服務業的市場底盤，從而吸引

盡可能多的住客、食客、觀光客

等，整座綜合娛樂場的質量差價

最終從這些人身上找回來。

        拉斯維加斯一位豪華賭場的

經理人員古德曼發現了某些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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賭客的這樣一個行為特徵：“真

是讓人不可思議。這些（華人）

賭客可以在賭場連玩三天三夜，

不離賭場一步，他們不管是甚麼

時候了，也不管是幾月幾日。他

們就在那裏吃速食麵，從一張賭

桌玩到另一張賭桌，甚麼玩法都

敢賭。＂1  這位賭場經理不是經

濟學家，他說這番話，只是要來

描述一種賭性高至近乎瘋狂的種

族行為特徵。其實，從經濟學的

眼光看，這是一種非常理性的追

求利益最大化的行為：這些聰明

的中國人一方面享受著高級賭場

有賭無類式的平價服務，一方面

卻又回避了住高級酒店吃高級餐

館需要支付的“一分錢一分貨＂

式的成本開支。

        另一個稍微深刻一點的解釋

是：賭場豪華化所引起的成本上

升，被賭場豪華化所帶來的規模效

益抵消掉了，所以，豪華賭場不必

以質論價而以“薄利多銷＂取勝。

        舉個例子。假如某城市新

建了首家六星級酒店，由於酒店

市場是“有階級＂的，因而這家

新建酒店只能從本階級內部去爭

一塊市場份額，去“攤薄＂有限

的高檔酒店市場。在這樣的條件

下所產生的供應增量，當然會伴

隨著（邊際）成本的較大幅度的

上升，故而它必須按六星級的標

準定價。然而，如果這新建的不

是一家豪華酒店，而是一家豪華

賭場，那麼，這家新建豪華賭場

則可以從該城市現存任何檔次的

賭場中拉客人。這一供應增量

（新建一豪華賭場）所產生的不

是簡單的、在本階級內部的一種

“攤薄＂效應，而是一種大賭場

對所有賭場特別是中小賭場的

“挖角＂效應。由此必然為這家

新建豪華賭場吸引來大量賭客，

帶來巨大的規模經濟效益，這種

規模經濟效益足以抵消成本上升

的負面因素而使得賭場不必把因

邊際成本上升而產生的價格負擔

轉稼到賭客身上。所以，豪華賭

場可以不必象豪華酒店那樣“一

分錢一分貨＂。

        以上兩點解釋都有道理，

但毕竟，它不是經濟學所偏愛的

需求分析。一個更為深刻的解釋

是：賭博市場的需求價格（顧客

對特定的服務質量所願意付的最

高價格）對賭場服務質量的敏感

度不高。“賭翁之意不在屋，只

在黃白之間也＂。

        當一家豪華酒店因為成本

高而不得不把房間價格訂得很高

時，恰巧，住客對豪華房間所願

意付的需求價格也很高。酒店業

的“階級性＂是在供應和需求兩

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相反，當一家高檔豪華賭場因為

自己的成本比別人高而試圖把賭

博價格訂得高一些時，賭客們的

需求價格卻並不接茬。很少有賭

客會因為自己在其中賭博的賭場

比較高檔而願意接受更高的價

格。如果威尼斯人因為自己的賭

場比較高級而把賭博遊戲價格調

高哪怕一點點，恐怕就會把許多

賭客趕到別的賭場去。所以，綜

合娛樂場的老闆們寧願選擇讓質

量需求彈性大的部門去負擔質量

價差，而讓賭博價格保持不變。

        把以上三點解釋歸納如下：

有這樣一種特殊的服務產品，顧客

對它的質量是這樣不在乎，以致於

顧客一般不會因服務質量高而接受

更高的價格；反過來看，顧客對它

的質量卻又不是一點不在乎，以致

於當各服務企業的服務價格一律而

服務質量各異時，顧客會由低質量

服務企業向高質量服務企業流動，

從而形成了服務企業間華勝陋汰，

新勝舊汰，大勝小汰，優勝劣汰

的市場現象；有這樣一種特殊的

服務產品，顧客對它的價格卻非

常在乎，以致於略微的提價措施

都可能會把顧客趕走，所以，一

個即使提供最高檔服務產品的

企業，也不敢輕易在價格上做手

腳，結果導致了這類服務產品不

能“以質論價＂而價格一律。

        還有一個問題留了下來：

1 
 華潘：“拉斯維加斯的中國賭客＂，《華東資訊日報》，2002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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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賭場業中顧客的需求價格

對服務質量的敏感度如此之低？

為甚麼賭客對賭博價格的敏感度

如此之高？為甚麼“賭翁之意不

在屋，只在黃白之間也＂？

        說到這裏，就不能不討論

賭業的特殊產業性質了。當今世

界，從商家到政府到學術界，都

把賭業歸類為服務業。以上討

論，便是以“賭業是服務業＂的 

“共識＂為基礎的。然而，這個

“共識＂是正確的嗎？能把賭博

看作是一般的消費行為嗎？能把

賭客看作是一般的消費者嗎？能

把賭博價格（賭客劣勢）2   看作

是一般的服務價格嗎？能把賭場

看作是一般的服務業嗎？

        如果認為賭博是消費行為，

那就首先必須搞清，這種消費的

消費對象是甚麼。如果賭客在賭

場中是以賭博器具和賭場設施為

消費對象，那麼，賭客對這些東

西的質量一定是敏感的，需求價

格對於賭場豪華度的彈性一定是

高的，賭場服務便一定是按質論

價的。如果事實不是這樣，那一

定意味著賭客不是以賭場提供的

服務器具和設施為消費對象的。

那麼，他們消費的是甚麼呢？如

果找不到其他可能的消費對象，

則只有一種解釋，賭博者根本就

不是消費者，或者至少，他們主

要的角色不是消費者。不是消

費者是甚麼？只有一種可能：投

資者！如果有人要把股票交易站

的股民說成是那間交易大廳及其

桌椅板凳的消費者，我不反對，

只要你承認，他們的主要角色是

投資者。賭客的性質也是這個邏

輯。有人認為，至少有一部分人

到賭場去是純粹為了消磨時光

的，他們輸給賭場的錢就是他們

為購買這個消磨時光服務所付的

價格。這種似是而非的說法的最

大可疑之處是：一位賭客為購買

一定時段的“消磨時光＂所須付

的價格是完全不確定的。他昨天

為消磨四個小時的時光付出了一

百塊錢，今天為購買同樣長度的

時間卻付出了一萬元，明天的四

個小時可能是免費的，後天可能

是倒找的……。僅此一點就可以

斷定：這不是一種消費價格。世

界上沒有哪種消費品是以這種不

確性來收費的，也沒有哪個消費

者願意接受這種不確定的付費方

式。只有投資者才能接受、甚至

追逐這種不確定性。

        還有，在賭場賭博為甚麼

具有消磨時光的作用？賭博之所

謂樂趣（或癮頭）的根源不是對

那些好玩的機器和賭枱的把玩和

留戀，而是賭客對贏錢之可能性

的期望，以及賭場所設計的、旨

在勾引賭客去追求這種可能性的

“決策－期望＂方式。賭客正是

在這種設定的“希望－失望－再

希望－再失望＂的輪回中“不覺

日中天＂的。賭場之所以具有消

磨時光的功能，不是因為賭客在

消費，而是因為他們在投資。

        一家賭商如果把賭場搞得豪

華一些，當然會吸引到更多的賭

客，因為在統一的賭博價格下，

到一家豪華一點的賭場賭博實際

上是在免費地享受一種超值服

務。但僅此而已。賭客們對賭場

質量的敏感度沒有高到使自己忘

“本＂的程度――他們是來投資

贏錢的。如果賭場自侍豪華而

動了賭客們的“本＂――賭博價

格，則無論你賭場多麼豪華，賭

客們也會“轉移陣地＂的。

2
  賭客劣勢（players＇ disadvantage）， 又叫賭場優勢  (house advantage)，是理論上或概率上賭場從一定量的投注額中贏去的錢的百

分比。例如，輪盤賭的賭客劣勢差不多是5%，這就意味著賭客每下注100元錢，賭場在理論上就會贏去5元。不同的遊戲的賭客劣

勢是不一樣的，最高者可達20%，如老虎機，最低者是中國人最喜歡玩的百家樂，是1.23%左右。賭客劣勢就是賭客為賭博所付出

的賭博價格，它是賭場百戰不殆的根本秘密，是賭場全部收入的根本源泉，也是與賭業有關的所有人等的根本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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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進一步說明這個道理，

讓我們假定有兩間銀行儲蓄所，

一間金碧輝煌，另一間骯髒破爛。

在利息率一樣的情況下，存戶們

當然都願意到第一間去開戶存款

辦事。但如果前者的存款利息率

低於後者，試想一下，有幾個人

會因為後者骯髒破爛而避之，前

者金碧輝煌而趨之。這裏的關鍵

是，利息率是一種金融價格，而

不是服務質量價格，它只能作為

存貸市場上調節投資行為的經濟

杠杆來用，而不能作為操縱服務

設施間質量價差的一條經濟杠杆

來用。同理，賭客劣勢或賭場優

勢，作為賭博的價格，也是一種

金融價格而不是服務價格，它不

能作為操縱賭場間質量價差的經

濟杠杆來使用。假定，拉斯維加

斯和澳門的賭場像新加坡的賭場

那樣賣門票，並且高檔高價低檔

低價，則這種門票差價當然就是

真正的質量差價。可惜，由於上

面所述原因，由於豪華大賭場靠

自己的質量優勢所創造的規模效

益足以彌補質量成本上升的損

失，由於豪華大賭場可以請它的

非賭服務部門將質量成本差背了

去，再由於賭場間競爭的作用力

――所有這些因素湊在一起，使

得豪華大賭場既沒有必要也沒有

可能靠門票的方式來實現質量差

價。於是，在賭業中便形成了這

種“有質差無價差＂的奇特的“

有賭無類＂的市場現象。

        招待服務業有一萬條理由

把賭業視為同類；金融業有一萬

條理由把賭業視為異類。然而，

本文的分析指出了一個無法回避

的重要事實：賭場業有一條響噹

噹的金融價格橫亙在博彩經濟學

的前進道路上。只要我們承認賭

博價格（賭客劣勢）與酒店的房

間價格根本不是一類的價格，只

要我們承認賭博價格是更象銀行

利息率那樣的反映投資回報率的

金融價格，只要我們承認價格理

論是經濟學的核心，那麼，我們

就很難閉上眼睛將賭博業簡單地

歸類為招待服務業而將之從金融

業裏完全剔除出去。必須承認，

賭場業是一種介於招待服務業與

金融業之間的兩棲產業。

        正是這種產业兩棲性使得：

一方面，作為招待服務業，賭場

豪華度的提高確實會提高對賭

客的吸引力和市場競爭力；一方

面，作為金融業，它的價格是不

可輕動的，是不能作為反映服務

質量價差的經濟杠杆來使用的。

統一的價格與不同的質量結合起

來，導致了顧客向高質賭場集中

的趨勢，導致了中小賭場有可能

被淘汰的趨勢，導致了賭場越建

越大越豪華的趨勢，導致了豪華

競賽。

        原來，在豪華競賽的背後，

是產業的兩棲性在作怪。

        豪華競賽的邏輯很象軍備

競賽，它不是一種健康的商業競

爭，而是賭場間為追逐競爭優勢

所促成的一種合成謬誤（fallacy 

of composition）。它導致了在需

求量沒有相應增長的情況下的供

應量單方面的無限膨脹和平均成

本的不斷增加。拉斯維加斯那些

被淘汰炸掉的賭場酒店的平均壽

命是19年，其中最新的只用了7

年就炸掉了。

        這顯然是一種社會浪費。

從經濟學意義上說，這是一種“

市場失敗＂（market fail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