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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586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9年4月22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4413 號

案由：本院委員黃國書、周春米、劉世芳、莊瑞雄等 25 人，有鑑於
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立法宗旨為「為振興體育，並籌資以發掘
、培訓及照顧運動人才，協助國際體育交流，健全運動彩券
發行、管理及盈餘運用，並促進社會公益。」，其所規範之
基金運作應符合上開目的，惟條例中有關獎金支出比例上限
之規範恐影響基金收益並阻礙「振興體育」及「健全運動彩
券發行」之虞。而「運動彩券發行損失、賠償責任準備金」
屆期結餘被視之為彩券發行盈餘並直接回歸運動發展基金之
作法，恐違反本條例第三條對於「盈餘」以及第七條對於「
銷管費用」之定義，故該筆屆期結餘之流向及用途應給予法
源依據。另外，因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之故
，凸顯體育主管機關對於運動產業狀況掌握不足，藉由明定
運動發展基管理會增加經濟部、國家發展委員會、運動產業
及地方政府等代表，加強我國體育主管機關對於體育現況之
掌握、跨部會溝通協調。又為使運動彩券經銷商體育專業知
識化，保障前為運動特種公益彩券經銷商且第二屆仍為經銷
商者持續參與遴選之權利，並照顧我國運動員。爰提出「運
動彩券發行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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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彩券發行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第六條 運動彩券獎金支出以
不得超過售出彩券總金額之
百分之七十八為原則。但發
行機構提出營運維持計畫或
配套措施，經主管機關核准
者，不在此限。
前項獎金支出原則應每
三年檢討之，其額度、分配

現

行

條

文

第六條 運動彩券獎金支出不
得超過售出彩券總金額之百
分之七十八。但發行機構提
出營運維持計畫或配套措施
，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
此限。

比例及其他有關事項，由主
管機關定之，並於第三屆彩
券發行開始實施。

說

明

一、本條第一項酌修文字。
二、新增第二項，查 97 年第
一屆運動彩券開始銷售，其
後三年平均每年 143 億，而
後 103 年第二屆運動彩券銷
售額，其連續 4 年超過 300
億，由於前後屆銷售額成倍
數差異，獎金支出原則應有
檢討空間。
三、主管機關應以不減損運動
發展基金收益為前提，調整
獎金支出原則。在運動發展
基金有一定水準之收益下，
藉由擴大獎金支出吸引投注
，進而增進國民參與觀賞性
運動、提高基金收益，以回
饋運動產業之發展。

第七條

運動彩券銷管費用不

第七條

運動彩券銷管費用不

一、本條增訂第三項。

得超過售出運動彩券總金額
百分之十二。但發行機構依
本法第十一條利用電話、網
際網路或其他電訊設備銷售
運動彩券之銷售額達售出運
動彩券總金額百分之五十時
，其銷管費用不得超過其售
出金額百分之十。

得超過售出運動彩券總金額
百分之十二。但發行機構依
本法第十一條利用電話、網
際網路或其他電訊設備銷售
運動彩券之銷售額達售出運
動彩券總金額百分之五十時
，其銷管費用不得超過其售
出金額百分之十。

二、主管機關應於公庫存儲銷
管費用中運動彩券發行損失
、賠償責任準備金，並訂定
該專戶屆期結餘之運用辦法
。
三、有鑑於銷管費用之目的在
於健全彩券發行之銷售及管
理，運動彩券發行損失、賠

前項銷管費用，包含運
動彩券銷售佣金、發行機構
報酬、運動彩券發行損失、
賠償責任準備金及為發行運
動彩券舉辦之活動費用。
主管機關應於公庫設立
專戶存儲運動彩券發行損失
、賠償責任準備金並訂定屆
期結餘之分配辦法。

前項銷管費用，包含運
動彩券銷售佣金、發行機構
報酬、運動彩券發行損失、
賠償責任準備金及為發行運
動彩券舉辦之活動費用。

償責任準備金屆期結餘被視
之為彩券發行盈餘並直接回
歸運動發展基金之作法，恐
違反本條例第三條對於盈餘
以及第七條對於銷管費用之
定義，因此制定法源依據賦
予屆期結餘之流向及用途應
妥善規劃運用。

第八條之一

運動發展基金之

一、本條新增。

收支、保管及運用，應設運
動發展基金管理會，置委員

二、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肆 虐而體育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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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

管機關無於第一時間盤點產

，由教育部部長兼任，一人
為副召集人，由教育部體育
署署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教
育部就下列人員聘（派）兼

業狀況並要求納入第一波政
府紓困預算，凸顯我國體育
主管機關對於體育產業之掌
握不足，亦未彰顯及時與各

之：
一、經濟部代表一人。
二、國家發展委員會代表一
人。

部會串聯、協調及溝通之能
力。
三、本條將運動發展基金收支
保管及運用辦法第五條提升

三、行政院主計總處代表一
人。
四、地方政府代表三人。
五、金融代表一人。

至法律位階，並要求除金融
、主計、法律及體育專家學
者之外，應 1.納入我國主管
產業之經濟部代表 2.納入主

六、法律代表二人。
七、體育專家學者三人。
八、運動產業代表四人。
前項委員任期二年，期

責國家發展之規劃、協調、
審議、資源分配跨部會政策
之國家發展委員會代表 3.為
深化與民間體育產業之對談

滿得續聘（派）兼之，有關
金融代表、法律代表、體育
專家學者及運動產業代表之
組成其單一性別不得少於三

，納入運動產業代表。4.為
加強直轄市、離島縣市及前
二者外之其他縣市與體育主
管機關之串聯溝通，應各自

分之一。但代表機關（構）
或團體出任者，應隨其本職
進退。

納入一位代表。5.為平衡性
別，增列金融代表、法律代
表、體育專家學者及體育產
業代表其組成，單一性別不
得少於三分之一。

第八條之二 運動發展基金管
理會每四個月開會一次，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均由
召集人召集之；召集人未克
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之
；召集人、副召集人均未克
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
一人代理。
前項會議，得邀請有關
機關（構）或團體派員列席
，會議紀錄應公告之。
第十條 發行機構或受委託機
構辦理運動彩券經銷商之遴
選，應以具體育運動專業知
識且通過發行機構舉辦之測
驗取得證照者或曾為運動特

一、本條新增。
二、為落實政府資訊公開，加
強基金運用之社會監督，管
理會之會議記錄應比照行政
院體育運動發展委員會公告
予各界檢視。

第十條 發行機構或受委託機
構辦理運動彩券經銷商之遴
選，應以具體育運動專業知
識且通過發行機構舉辦之測
驗取得證照者或曾為運動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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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條修訂第一項，本法運
動彩券本旨乃培訓及照顧運
動人才，為保障曾為運動特
種公益彩券經銷商者持續參
與遴選之權利，同時加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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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公益彩券經銷商且第二屆

種公益彩券經銷商者為限；

動彩券經銷商體育專業知識

發行期間仍為運動彩券經銷
商者為限；有關體育運動專
業知識認定標準，由主管機
關定之；發行機構辦理測驗

有關體育運動專業知識認定
標準，由主管機關定之；發
行機構辦理測驗及核發證照
應擬具施行要點，報經主管

化，故修正之。
二、為落實本條例第一條「照
顧運動人才」之宗旨，修訂
第二項、第三項，增加現為

及核發證照應擬具施行要點
，報經主管機關備查後實施
。
經銷商僱用四人以上者

機關備查後實施。
經銷商僱用四人以上者
，應至少進用具有工作能力
之身心障礙者、原住民或低

或曾為運動員者作為運動彩
券經銷商之雇員。

，應至少進用具有工作能力
之身心障礙者、原住民、低
收入戶、現為或曾為運動員
者一人。

收入戶一人。
本條例施行前，依公益
彩券發行條例第八條遴選之
正（備）取經銷商，得於經

前項運動員之資格認定
，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本條例施行前，依公益
彩券發行條例第八條遴選之

銷契約期間繼續銷售運動彩
券。
發行機構應負責經銷商
關於運動彩券銷售及其他教

正（備）取經銷商，得於經
銷契約期間繼續銷售運動彩
券。
發行機構應負責經銷商

育訓練；其相關計畫，由發
行機構訂定，報經主管機關
備查後實施。

關於運動彩券銷售及其他教
育訓練；其相關計畫，由發
行機構訂定，報經主管機關
備查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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