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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126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0年4月7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6217 號

案由：本院民眾黨黨團，有鑑於運動產業相關事務，多屬地方政府
施政事項，應由地方政府視施政態樣進行作業之裁量。且為
使地方政府與公營事業了解各種職業運動之情況，以評估投
資職業之效益與可行性，增加輔導獎助投資之規定。並為提
升各界資源投入運動產業之可行性，完善職業運動發展環境
，爰擬具「運動產業發展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
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運動產業相關事務，例如場館興建、活動舉辦、教育推廣等，多屬地方政府施政事項；其
訂定發展策略時，尚不須依產業創新條例所訂，要求地方政府應會商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故訂定其得會商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由地方政府視施政態樣進行作業之裁量
。並為鼓勵地方政府辦理體育產業整體發展，增訂地方政府設立運動發展基金之規定，以
充實財源。
二、鑒於本法現行條文第七條後段股份比例之用字，易生公營事業投資型態僅限股份有限公司
之疑慮，故將文字修正為投資比例，增加投資態樣之選擇彈性。為使地方政府與公營事業
了解各種職業運動之情況，以評估投資職業之效益與可行性，增加由中央主管機關輔導獎
助其進行投資前置作業之規定。並修正獎勵辦法為獎助辦法，增加協助地方政府與公營事
業投資職業運動之工具。
三、為推動運動產業發展職業化、鼓勵民間投資運動產業，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得設專戶辦理營
利事業對運動產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之捐贈。營利事業透過專戶捐贈時，得有減除營利事業
所得稅額之優惠；又本法修正條文第二十六條之二屬租稅優惠之措施，依「納稅者權利保
護法」第六條，明定施行期間。
四、有鑑於除了重大公共建設之興建，民間機構參與修復或改善、營運等亦值得鼓勵，為促進
運動設施品質之提升，爰修正本法第二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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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高虹安 邱臣遠 蔡壁如
賴香伶 張其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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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產業發展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第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
運動產業發展綱領，每四年
檢討修正，報請行政院核定
。
地方政府得訂定運動產
業發展策略；訂定時，得會
商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

現

行

條

文

第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
運動產業發展方向及產業發
展計畫，每四年檢討修正，
報請行政院核定。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建置運
動產業統計資料庫，並定期
公告之。

明

一、修正第一項。運動產業發
展需各部會之合作及訂定施
政計畫。為整合各部會行政
資源，將「發展計畫」文字
修正為「發展綱領」，以利
各部會之施政。
二、增訂第二項。配合產業創
新條例第五條第一項「直轄
市、縣（市）政府得訂定地
方產業發展策略；訂定時，
應會商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之意旨，訂定第二
項。惟運動產業相關事務，
例如場館興建、活動舉辦、
教育推廣等，多屬地方政府
施政事項；其訂定發展策略
時，尚不須依產業創新條例
所訂，要求地方政府應會商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故本條文訂為得會商各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由地方
政府視施政態樣進行作業之
裁量。
三、增訂第三項。為鼓勵地方
政府辦理體育產業整體發展
，增訂地方政府設立運動發
展基金之規定，以充實財源
。

為利運動產業發展，地
方政府得設置運動發展基金
。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建置運
動產業統計資料庫，並定期
公告之。

第七條 為促進職業運動事業
之發展，地方政府與公營事
業得配合國家體育政策及運
動產業發展綱領進行投資，
其投資比例不得超過百分之
五十。
地方政府與公營事業進
行投資之前置作業，得由中
央主管機關提供輔導或獎助
。

說

第七條 為促進職業運動產業
之發展，各級政府與公營事
業得配合國家體育政策及運
動產業發展計畫進行投資，
其股份比例不得超過百分之
五十。
前項投資之規範及獎勵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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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正第一項。原條文比例
不超過百分之五十之用字，
顯見本條文立法目的在獎勵
投資職業運動事業，而非整
體產業；故修正職業運動產
業為職業運動事業，以茲明
確。並配合前條文字修正，
將產業發展計畫修訂為產業
發展綱領。又因現行條文後
段股份比例之用字，易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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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項投資之規範及輔

營事業投資型態僅限股份有

導獎助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限公司之疑慮，故將文字修
正為投資比例，增加投資態
樣之選擇彈性。
二、增訂第二項。為使地方政
府與公營事業了解各種職業
運動之情況，以評估投資職
業之效益與可行性，增加由
中央主管機關輔導獎助其進
行投資前置作業之規定。
三、修正第三項。修正獎勵辦
法為獎助辦法，增加協助地
方政府與公營事業投資職業
運動之工具。

第二十六條之二 中央主管機
關為促進職業或業餘運動業
及重點運動賽事之發展，得
設置專戶，辦理營利事業捐
贈有關事宜。
營利事業透過前項專戶
對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職業
或業餘運動業之捐贈，於申
報所得稅時，得在捐贈金額
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額度內
，按該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
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
得額中減除。但營利事業與
受贈之職業或業餘運動業間
具有關係人身分者，在前開
限額內，僅得按其捐贈金額
百分之一百，自其當年度營
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
營利事業透過第一項專
戶對經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
准之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
，及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重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之捐
贈，於申報所得稅時，得全
數按捐贈金額之百分之二百
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所得
額中減除，不受前項新臺幣
一千五百萬元額度及但書之

一、本條新增。
二、政府為引進民間資源、擴
大體育投資及提升國際能見
度，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得設
置專戶辦理營利事業捐贈有
關事宜，藉此用於發展職業
或業餘運動及重點運動賽事
，爰訂定第一項。
三、為促進職業或業餘運動業
發展，並提供營利事業捐贈
誘因，爰於第二項明定透過
第一項專戶所為之捐贈，得
在捐贈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
額度內，按該捐贈金額之百
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
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又
為避免關係人間透過捐贈進
行不當避稅行為，明定受贈
與捐贈者具有關係人身分者
，僅得在限額內按其捐贈金
額百分之一百自其營利事業
所得額中減除。
四、為利於推動國家重大體育
政策，於第三項明定營利事
業透過第一項專戶對中央主
管機關專案核准之重點職業
或業餘運動業或經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重點運動賽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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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

辦單位所為之捐贈，得按該

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一項
規定設置專戶接受營利事業
依前二項規定之捐贈，每年
累積金額以新臺幣三十億元

捐贈金額百分之二百五十，
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
中減除，並不受前項但書一
千五百萬元額度上限之限制

為限，並得於該總額限度內
，針對不同運動種類及受贈
對象訂定得收受捐贈金額之
上限。

。
五、為避免本條租稅優惠措施
影響國家財政收入甚鉅，爰
於第四項規定專戶每年累積

第一項專戶之設置、資
金收支、保管、運用、分配
、查核及監督、第二項職業
或業餘運動業之認可、受贈

金額以新臺幣三十億元為上
限。且為避免資源分配不均
，並明定各運動種類及受贈
對象得收受捐贈之金額上限

資金之用途、關係人範圍、
減除方法、應附之證明文件
、第三項重點職業或業餘運
動業專案核准之要件及範圍

。
六、考量第二項及第三項明定
給予營利事業享有較高之租
稅優惠，從而應具有較高之

、前項得收受捐贈之種類、
受贈對象及金額上限之規定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

公共監督，其捐贈對象需由
中央主管機關予以認定或專
案核准，爰於第五項明定授
權中央主管機關就專戶之設

之。
第二項及第三項得減除
營利事業所得額之施行期間
，對職業運動業之捐贈自中

置、資金之收支、保管、運
用、分配、查核、監督、職
業或業餘運動業之認可要件
及範圍、重點職業或業餘運

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
本條文施行日起十年，對業
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主
辦單位之捐贈，自中華民國
○年○月○日修正之本條文
施行日起五年。

動業專案核准之要件及範圍
、受贈資金之用途、減除方
法、應附之證明文件、得收
受捐贈金額上限訂定之規定
及其他相關事項，應會同財
政部定之。
七、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六條
第一項規定「稅法或其他法
律為特定政策所規定之租稅
優惠，應明定實施年限並以
達成合理之政策目的為限，
不得過度。」爰於第六項明
定對職業運動業所為之捐贈
實施期限為十年，對業餘運
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所為之
捐贈實施期限為五年。

第二十七條

民間機構符合促

第二十七條

民間機構符合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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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修正，除重大公共建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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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四

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四

興建下，民間機構參與新建、

條規定者，其參與新建、增
建、改建、修建或營運重大
公共建設之運動設施，得依
同法第三十六條至第四十一

條規定者，其參與興建重大
公共建設之運動設施，得依
同法第三十六條至第四十一
條規定辦理。

增建、改建、修建或營運亦值
得鼓勵，促進運動設施品質之
提升，爰修正本條。

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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