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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187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0年5月5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6533 號

案由：本院委員張其祿、何志偉等 18 人，鑑於國內影視產業因拍攝
需求，偶有使用影視道具槍的需求，過去常有向警政署報備
進出口使用於影視攝製之往例，但礙於現行槍砲彈藥刀械管
制條例將之列為管制槍枝，且不得經許可進出口，致使國內
影視攝製活動受阻，影響影視產業之發展性，爰提案「槍砲
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五條之一及第二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開放影視道具槍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得進出口，並應由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相關管理辦法
，俾利依循。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鑑於影視產業主流美國早已為影視道具槍備有完善之管理規範，且亞洲影視大國南韓業已
於 2015 年訂定，而我國不但長期有缺乏缺乏影視道具槍管理法規的問題，如今更因法規限
制使得影視道具槍無法進出口、影視拍攝受阻。為避免我國影視產業發展與國際脫鉤，國
內應仿效海外影視產業管理政策，盡速將影視道具槍管理及進出口程序法制化。
二、影視攝製過程中，影視劇組係依據製作成本、拍攝手法及劇本情節等挑選不同影視道具槍
作為攝製使用，如玩具槍、瓦斯槍、矽膠槍、橡膠槍、模擬槍，以及經國外工廠改造後已
無殺傷力且僅能擊發空包彈之真槍。而過去從海外進出口之影視道具槍，須事先向警政署
報備，並於每日拍攝前、後回到警局清點，將道具槍存放於警用警械庫，且影視拍攝現場
也皆有專業槍械師處理現場槍械，管制過程相當嚴謹，並無治安疑慮。然我國於 109 年為
將長期規避打擊底火功能、易經改造為具殺傷力之操作槍納入模擬槍納管而修正槍砲彈藥
刀械管制條例，卻意外導致影視道具槍被作為模擬槍列管，並因本條例第二十條之一僅規
定專供外銷、研發使用之模擬槍使得進出口，而導致國內無法再申請影視道具槍進出口，
爰為本條例酌予文字修正，供影視攝製使用之槍砲彈藥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且列冊以備稽
核者得辦理進出口，且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製造、販賣、運輸、轉讓、出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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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持有、寄藏或陳列；又，此次影視道具槍因涉及影視文化事業目的用途，爰參考國內
過去管理射擊運動使用槍（砲彈藥）之往例，授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影視道具槍
之管理辦法，俾利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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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五條之一及第二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對照表
修

正

第五條之一

條

文

手槍、空氣槍、

現

行

第五條之一

條

文

說

明

手槍、空氣槍、

一、影視攝製過程中，影視劇

獵槍及其他槍砲、彈藥供射
擊運動或影視攝製使用者，

獵槍及其他槍砲、彈藥專供
射擊運動使用者，非經中央

組係依據製作成本、拍攝手
法及劇本情節等挑選不同影

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
得製造、販賣、運輸、轉讓

主管機關許可，不得製造、
販賣、運輸、轉讓、出租、

視道具槍作為攝製使用，如
玩具槍、瓦斯槍、矽膠槍、

、出租、出借、持有、寄藏
或陳列。

出借、持有、寄藏或陳列。

橡膠槍、模擬槍，以及經國
外工廠改造後已無殺傷力且
僅能擊發空包彈之真槍。而
過去從海外進出口之影視道
具槍，須事先向警政署報備
，並於每日拍攝前、後回到
警局清點，將道具槍存放於
警用警械庫，且影視拍攝現
場也皆有專業槍械師處理現
場槍械，管制過程相當嚴謹
，並無治安疑慮。然我國於
109 年為將長期規避打擊底
火功能、易經改造為具殺傷
力之操作槍納入模擬槍納管
而修正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
例，卻意外導致影視道具槍
被作為模擬槍列管，並因本
條例第二十條之一僅規定專
供外銷、研發使用之模擬槍
使得進出口，而導致國內無
法再申請影視道具槍進出口
，爰為本條條文酌予文字修
正。
二、鑒於本條條文係屬規定真
槍（砲彈藥），包含部分影
視道具槍類別，爰此，特修
正本條條文文字，將影視攝
製使用之真槍（砲彈藥）納
入規定，並對應本條例第六
條之一第二項：「第五條之
一所定槍砲、彈藥之許可申
請、條件、期限、廢止、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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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
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之規定，將影視攝製使
用之槍（砲彈藥）明文納管
，且因其涉及影視文化事業
目的用途，爰參考國內過去
管理射擊運動使用槍（砲彈
藥）之往例，授權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規定影視道具
槍之管理辦法，俾利依循，
並作文字修正。
第二十條之一 具類似真槍之
外型、構造、材質及火藥式

第二十條之一 具類似真槍之
外型、構造、材質及火藥式

一、影視攝製過程中，影視劇
組係依據製作成本、拍攝手

擊發機構裝置，且足以改造
成具有殺傷力者，為模擬槍

擊發機構裝置，且足以改造
成具有殺傷力者，為模擬槍

法及劇本情節等挑選不同影
視道具槍作為攝製使用，如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查禁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查禁

玩具槍、瓦斯槍、矽膠槍、
橡膠槍、模擬槍，以及經國

。

。
製造、販賣、運輸或轉

製造、販賣、運輸或轉

外工廠改造後已無殺傷力且
僅能擊發空包彈之真槍。而

讓前項公告查禁之模擬槍者
，處新臺幣二百五十萬元以

讓前項公告查禁之模擬槍者
，處新臺幣二百五十萬元以

過去從海外進出口之影視道
具槍，須事先向警政署報備

下罰鍰；其情節重大者，得
併命其停止營業或勒令歇業

下罰鍰；其情節重大者，得
併命其停止營業或勒令歇業

，並於每日拍攝前、後回到
警局清點，將道具槍存放於

。但專供外銷及研發並經警
察機關許可，且列冊以備稽

。但專供外銷及研發並經警
察機關許可，且列冊以備稽

警用警械庫，且影視拍攝現
場也皆有專業槍械師處理現

核者，不在此限。
出租、出借、持有、寄

核者，不在此限。
出租、出借、持有、寄

場槍械，管制過程相當嚴謹
，並無治安疑慮。然我國於

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
公告查禁之模擬槍者，處新

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
公告查禁之模擬槍者，處新

109 年為將長期規避打擊底
火功能、易經改造為具殺傷

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鍰。
供影視攝製使用之模擬

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鍰。
改造第一項公告查禁之

力之操作槍納入模擬槍納管
而修正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

槍，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且列冊以備稽核者，不得

模擬槍可供發射金屬或子彈
，未具殺傷力者，處新臺幣

例，卻意外導致影視道具槍
被作為模擬槍列管，並因本

製造、販賣、運輸、轉讓、
出租、出借、持有、寄藏或

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警察機關為查察第一項

條例第二十條之一僅規定專
供外銷、研發使用之模擬槍

陳列。其許可申請、條件、
期限、廢止、檢查及其他應

公告查禁之模擬槍，得依法
派員進入模擬槍製造、儲存

使得進出口，而導致國內無
法再申請影視道具槍進出口

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中

或販賣場所，並應會同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就其零組件、

，爰為本條條文酌予文字修
正。

央主管機關定之。
改造第一項公告查禁之

成品、半成品、各種簿冊及
其他必要之物件實施檢查，

二、鑒於本條條文係屬規定模
擬槍，包含部分影視道具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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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槍可供發射金屬或子彈
，未具殺傷力者，處新臺幣

並得詢問關係人及命提供必
要之資料。

類別，爰此，特將影視攝製
使用之模擬槍納入本條條文

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警察機關為查察第一項

前項規定之檢查人員於
執行檢查任務時，應主動出

，且為不違背本條例治安管
理之需求，規定其非經中央

公告查禁之模擬槍，得依法
派員進入模擬槍製造、儲存

示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並
不得妨礙該場所正常業務之

主管機關許可，且列冊以備
稽核者，不得製造、販賣、

或販賣場所，並應會同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就其零組件、

進行。
規避、妨礙或拒絕第五

運輸、轉讓、出租、出借、
持有、寄藏或陳列，並比照

成品、半成品、各種簿冊及
其他必要之物件實施檢查，

項之檢查、詢問或提供資料
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

本條例第五條之一條文修正
及第六條之一規定，影視道

並得詢問關係人及命提供必
要之資料。

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
次處罰及強制執行檢查。

具槍之許可申請、條件、期
限、廢止、檢查及其他應遵

前項規定之檢查人員於
執行檢查任務時，應主動出

公告查禁前已持有第一
項模擬槍之人民或團體，應

行事項之管理辦法，應授權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

示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並
不得妨礙該場所正常業務之

自公告查禁之日起六個月內
，向警察機關報備。於期限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俾利依
循。

進行。
規避、妨礙或拒絕第六

內完成報備者，其持有之行
為不罰。

項之檢查、詢問或提供資料
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

第一項公告查禁之模擬
槍，不問屬於何人所有，沒

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
次處罰及強制執行檢查。

入之。但有第二項但書或前
項情形者，不在此限。

公告查禁前已持有第一
項模擬槍之人民或團體，應

第二項但書許可之申請
程序、應備文件、條件、期

自公告查禁之日起六個月內
，向警察機關報備。於期限

限、廢止與第五項檢查之程
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內完成報備者，其持有之行
為不罰。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公告查禁之模擬
槍，不問屬於何人所有，沒
入之。但有第二項但書或前
項情形者，不在此限。
第二項但書許可之申請
程序、應備文件、條件、期
限、廢止與第六項檢查之程
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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