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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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44 號

案由：本院委員張廖萬堅等 20 人，鑑於《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現行
對可投注標的之規範未臻明確，導致近期受疫情影響，國內
外各賽事紛紛停辦，使經銷商出現無標的可供投注的窘況，
雖主管機關緊急開放發行機構規劃推出電競項目供民眾投注
，然本條例中對虛擬標的無相關規則可循，此次應急上路並
非妥善之道；同時，運彩發行機構需自銷管費用中提撥發行
損失、賠償責任準備金，本條例卻又未針對該準備金之剩餘
款結算及分配運用訂定相關規則，致該款項之使用方式衍生
爭議；再者，為配合發行機構遴選經銷商之實務運作，酌修
文字以保障現行經銷商之遴選資格，爰提出「運動彩券發行
條例」第三條、第七條及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說明：
一、新增第三條第二項，明定運動彩券發行之標的，不以實體運動競技為限，得納入虛擬標的
，惟發行機構提出虛擬標的之規劃時，應經主管機關同意後始得銷售，以確保運動彩券之
發行標的得與時俱進且減低受社會特殊事件衝擊之影響。
二、新增第七條第三項，為使發行損失、賠償責任準備金之分配及運用方式更臻明確，爰明定
該準備金應定期結算，其結餘款之分配及運用方式由體育署徵詢發行機構及經銷商之意見
後定之。
三、修正第十條，於實務運作上，現行發行機構已無第一屆運動特種公益彩券經銷商之名單，
將影響曾為運動特種公益彩券經銷商參與次一屆經銷商遴選之資格，且恐造成次一屆發行
機構遴選經銷商之困難，且爰將曾為運動特種公益彩券經銷商修正為現為運動彩券經銷商
且通過發行機構舉辦測驗取得證照者，得具備運動彩券經銷商之遴選資格，以保障經銷商
持續參與遴選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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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第三條、第七條及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
下：
一、運動彩券：指以各種運
動競技為標的，並預測賽
事過程及其結果為遊戲方
式之彩券。
二、發行機構：指經主管機
關指定辦理運動彩券之發

第三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
下：
一、運動彩券：指以各種運
動競技為標的，並預測賽
事過程及其結果為遊戲方
式之彩券。
二、發行機構：指經主管機
關指定辦理運動彩券之發

一、新增第二項。
二、現今之發行標的以實體運
動競技為主，導致近期受特
殊傳染病影響，造成國內外
各項賽事接連停賽、延賽或
取消比賽，進而使得運彩銷
售狀況大幅下滑，影響發行
機構收入、經銷商基本生計

行、銷售、促銷、賽事過
程與其結果之公布、兌獎
、管理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機構。
三、受委託機構：指經主管
機關同意，受發行機構委
託辦理運動彩券之發行、
銷售、促銷、賽事過程及

行、銷售、促銷、賽事過
程與其結果之公布、兌獎
、管理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機構。
三、受委託機構：指經主管
機關同意，受發行機構委
託辦理運動彩券之發行、
銷售、促銷、賽事過程及

及運動發展基金之收入，不
利於體育運動發展及人民生
計維持。然而，運動競技項
目並不以實體競技為限，虛
擬標的例如電子競技現今蓬
勃發展，關注人數不容忽視
，並已納入亞運示範項目，
是為一項熱門之虛擬運動競

其結果之公布、兌獎作業
或管理事項之機構。
四、經銷商：指與發行機構
或受委託機構簽訂契約並
發給經銷證，銷售運動彩
券者。
五、中獎人：指依發行機構
所為投注規範而具有領取
中獎獎金權利者。
六、盈餘：指售出運動彩券
總金額，扣除應發獎金總
額及發行彩券銷管費用後
之餘額。
前項第一款運動彩券發
行之標的不以實體運動競技
為限，惟發行機構提出之虛
擬標的，應經主管機關同意
後始得銷售。

其結果之公布、兌獎作業
或管理事項之機構。
四、經銷商：指與發行機構
或受委託機構簽訂契約並
發給經銷證，銷售運動彩
券者。
五、中獎人：指依發行機構
所為投注規範而具有領取
中獎獎金權利者。
六、盈餘：指售出運動彩券
總金額，扣除應發獎金總
額及發行彩券銷管費用後
之餘額。

技項目，且於疫情期間受影
響之程度較低。
三、雖然主管機關於疫情期間
緊急同意發行機構規劃電競
投注，惟礙於法源並不明確
，過往也無發行虛擬標的之
經驗，且疫情已嚴重衝擊運
彩營運才倉促上路，實非妥
善之道，顯有於法規中明定
投注虛擬標的法源之需求，
爰此，於本條明定運動彩券
發行之標的，不以實體運動
競技為限，得納入虛擬標的
，惟發行機構提出虛擬標的
之規劃時，應經主管機關同
意後始得銷售，以確保運動
彩券之發行標的得與時俱進
且減低受社會特殊事件衝擊
之影響。

第七條 運動彩券銷管費用不
得超過售出運動彩券總金額
百分之十二。但發行機構依

第七條 運動彩券銷管費用不
得超過售出運動彩券總金額
百分之十二。但發行機構依

一、新增第三項。
二、現行運彩銷售總金額百分
之七十八為獎金支出、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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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第十一條利用電話、網

本法第十一條利用電話、網

之十二為銷管費用、剩餘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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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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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之十則循程序撥入運動發
展基金供體育運動發展使用
。
三、依本條之規定，百分之十

出金額百分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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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金額百分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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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的銷管費用中包含運動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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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賠償責任準備金及為發行運
動彩券舉辦之活動費用。
前項發行損失、賠償責
任準備金應定期結算；其結

賠償責任準備金及為發行運
動彩券舉辦之活動費用。

券舉辦之活動費用，代表賠
償責任準備金係為發行機構
銷管費用之一部分，惟現今
賠償責任準備金於屆期期滿

餘款分配及運用方式，由主
管機關徵詢發行機構及經銷
商意見後定之。

結算後，卻歸入政府單位之
運動發展基金內，與原定用
途為發行機構得運用之銷管
費用不符，且無明確之法源
依據，引發爭議。
四、再者，根據本條例第八條
之規定，運動彩券發行之盈
餘應供發展體育運動之用。
惟根據本條例第三條盈餘之
定義，係已扣除獎金支出及
銷管費用後之餘額，意即盈
餘已扣除發行損失、賠償責
任準備金。現又將發行損失
、賠償責任準備金供給發展
體育運動之用，似與條例之
意思有所出入。
五、為使發行損失、賠償責任
準備金之分配及運用方式更
臻明確，爰明定該發行損失
、賠償責任準備金應定期結
算，其結餘款之分配及運用
方式，授權主管機關於徵詢
發行機構及經銷商之意見後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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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識或現為運動彩券經銷商且
通過發行機構舉辦之測驗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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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運動彩券自民 97 年發行
至今已歷經 2 個屆期、12
年之時間，第一屆發行時間
為 97 年～102 年，第二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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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證照者為限；有關體育運

種公益彩券經銷商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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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經主管機關備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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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 103 年～112 年。第一屆
發行之初係為運動特種公益
彩券之形式，惟第一屆之發
行機構已解散多年，運動特
種公益彩券經銷商之名單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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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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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取得，於實務運作上將
造成次一屆發行機構遴選經
銷商之困難。
三、然而，第一屆之運動特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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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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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彩券經銷商多為弱勢身
份，為保障此類人士之生計
不受影響，爰此，將曾為運
動特種公益彩券經銷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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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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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現為運動彩券經銷商且通
過發行機構舉辦測驗取得證
照者，得具備運動彩券經銷
商之遴選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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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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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