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規名稱：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 

法規文號：華總一義字第一０五００一六一五二一號 

發布日期：105年 12月 28日 

        

條文內容： 

第一章 總  則 

（立法意旨） 

第 1條 

為管理電子遊戲場業，並維護社會安寧、善良風俗、公共安全及國民身心健

康，特制定本條例。 

（主管機關） 

第 2條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巿為直轄巿政府；在縣（巿）

為縣（巿）政府。 

 

（電子遊戲場業之定義） 

第 3條 

本條例所稱電子遊戲場業，指設置電子遊戲機供不特定人益智娛樂之營利事

業。 

 

（電子遊戲機之意義及範圍） 

第 4條 

本條例所稱電子遊戲機，指利用電、電子、電腦、機械或其他類似方式操縱，

以產生或顯示聲光影像、圖案、動作之遊樂機具，或利用上述方式操縱鋼珠或

鋼片發射之遊樂機具。但未具影像、圖案，僅供兒童騎乘者，不包括在內。 

前項電子遊戲機不得有賭博或妨害風化之設計及裝置，其分類如下︰ 

一、益智類。 

二、鋼珠類。 

三、娛樂類。 

前項分類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營業分級） 

第 5條 

電子遊戲場業之營業分級如下︰ 

一、普通級︰指僅設置益智類電子遊戲機，供兒童、少年及一般大眾遊藝者。 

二、限制級︰指設置鋼珠類、娛樂類或附設益智類電子遊戲機，僅供十八歲以

上之人遊藝者。 

電子遊戲場業在同一營業場所不得混合營業級別經營。 



前項所稱同一營業場所之認定基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章 登記及評鑑 

（評鑑及查驗之申請） 

第 6條 

電子遊戲機之製造業、進口人或軟體設計廠商，應於製造或進口前，就其軟

體，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發評鑑分類文件；並於出廠或進口時，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查驗，合格者，發給機具類別標示證。但專供出口電子遊戲機之製

造，不在此限。 

前項查驗，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相關團體協助之。 

中央主管機關為執行第一項之評鑑分類，應成立評鑑委員會，其組織及評鑑作

業程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應自收受評鑑申請書之日起三十日內，完成評鑑分類之決定，並

公告評鑑分類之結果。 

第一項製造業或進口人，應就其機具結構，依商品檢驗法申請檢驗。 

 

（電子遊戲機陳列、使用之禁止） 

第 7條 

電子遊戲場業者不得陳列、使用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評鑑分類及公告之電子遊戲

機及擅自修改已評鑑分類之電子遊戲機。 

電子遊戲機之機具結構或軟體經修改者，視為新型機種，應即依規定申請檢驗

及評鑑分類。 

 

（營業場所之條件） 

第 8條 

電子遊戲場申請設立時，其營業場所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營業場所位於實施都巿計畫地區者，應符合都巿計畫法及都巿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之規定；於非都巿計畫地區者，應符合區域計畫法及非都巿土地使用管

制之規定。 

二、營業場所建築物之構造、設備，應符合建築法令之規定。 

三、營業場所之消防安全設備，應符合消防法令之規定。 

  

（營業場所距離之限制） 

第 9條 

電子遊戲場業之營業場所，應距離國民中、小學、高中、職校、醫院五十公尺

以上。 

前項距離以二建築基地境界線最近二點作直線測量。 

 



（名稱及營業項目應列明為電子遊戲場業） 

第 10條 

經營電子遊戲場業，應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其公司或商號之名稱及營業項

目，應列明為電子遊戲場業。 

前項名稱規定，於公司或商號申請增加電子遊戲場業之營業項目變更登記時，

亦適用之。 

 

（申請設立） 

第 11條 

電子遊戲場業經依法辦妥公司或商業登記後，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其營業場

所合於第八條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之證明文件，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申請核發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及辦理下列事項之登記，始得營業： 

一、電子遊戲場業之名稱。 

二、營業級別。 

三、機具類別。 

四、電子遊戲場業為公司組織者，其代表人；為商業組織者，其負責人。 

五、營業場所管理人。 

六、營業場所之地址及面積。 

同一門牌，以設立一電子遊戲場業為限。 

第一項各款登記事項如有變更時，應於事前辦理變更登記。 

依法撤銷或廢止電子遊戲場業公司或商業登記事項時，主管機關應一併撤銷或

廢止其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 

 

（負責人、營業場所管理人之資格限制） 

第 12條 

電子遊戲場業之負責人或營業場所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充任之；其

已充任者，當然解任： 

一、無行為能力人、限制行為能力人或受輔助宣告之人。 

二、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或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規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

定。 

三、曾犯刑法第十六章妨害性自主罪、第十六章之一妨害風化罪、第十七章第

二百四十條至第二百四十三條、第二十一章第二百六十八條或第二十六章第二

百九十八條第二項之罪、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或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

條例之罪，經判決確定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未滿五年，或受緩刑宣告尚未期滿。 

四、曾犯肅清煙毒條例或麻醉藥品管理條例之罪，經判決確定執行完畢或赦免

後未滿五年，或受緩刑宣告尚未期滿。 

五、曾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經觀察、勒戒、強制戒治、判決確定執行完

畢或赦免後未滿五年，或受緩刑宣告尚未期滿。 



六、曾經判處有期徒刑五年以上之刑確定，經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未滿五年。 

七、曾經營電子遊戲場業，被撤銷或廢止營利事業登記、營業級別證，或電子

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未滿三年。 

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者，電子遊戲場業應自事實發生之次日起十五日內改正；

屆期未改正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廢止其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及公司或商業登記。 

 

第三章 管  理 

（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第 13條 

電子遊戲場業領有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者，於營業前，應就營業場所投保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營業期間內，應續予投保；其應投保之範圍及金額，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兌換獎品） 

第 14條 

電子遊戲場業得提供獎品，供人兌換或直接操作取得；限制級電子遊戲場每次

兌換或取得獎品之價值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千元；普通級電子遊戲場每次兌換或

取得獎品之價值不得超過新臺幣一千元。 

電子遊戲場業之兌換，不得有下列各款之行為︰ 

一、提供現金、有價證券或其他通貨為獎品。 

二、買回提供給客人之獎品。 

獎品之價值以業者原始進貨發票作為兌換獎品價值之依據。 

獎品價值之上限，主管機關得依物價波動，逐年調整。 

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非營利性公益性團體，得經營公益收購站，收購限制級

電子遊戲場所兌換之獎品。 

 

（未領有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禁止營業） 

第 15條 

未依本條例規定領有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者，不得經營電子遊戲場業。 

 

（禁止寄檯營業） 

第 16條 

非電子遊戲場業之其他營利事業，不得就其營業場所，供他人設置電子遊戲機

營業。 

 

（遵守事項） 

第 17條 



經營電子遊戲場業者，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普通級電子遊戲場，禁止未滿十五歲者於上課時間及夜間十時以後進入及

滯留。 

二、限制級電子遊戲場，禁止未滿十八歲者進入。 

三、於營業場所明顯處，懸掛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 

四、於營業場所入口明顯處，標示營業級別及入場年齡限制。 

五、不得於電子遊戲機使用真幣、信用卡、金融卡、現金卡、儲值卡或其他作

為簽帳、提款、轉帳或支付之電磁紀錄物或晶片；其娛樂用代幣之大小、式樣

或重量，不得與真幣相同或近似。 

六、不得有涉及賭博、妨害風化或其他犯罪行為。 

電子遊戲場業從業人員執行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規定，得請消費者出示年齡

證明。 

 

（停業之申報） 

第 18條 

電子遊戲場業或其營業場所自行停止營業達一個月以上者，應於停業前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其復業時，亦同。 

 

（解散或終止營業之申報） 

第 19條 

電子遊戲場業有解散或終止營業者，應自事實發生之次日起十五日內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並繳銷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 

（定期、不定期檢查） 

第 20條 

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得定期或不定期派員檢查電子遊戲場之營業，電子

遊戲場業負責人、營業場所管理人或從業人員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進行前項檢查時，得會同都巿計畫、建築管理、消

防、環境保護、衛生等相關機關配合檢查，並得視需要請警察機關協助。 

實施第一項檢查之人員，應主動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公告查禁機具之禁止設置營業） 

第 21條 

電子遊戲場業不得設置本條例施行前已公告查禁之電子遊戲機供人娛樂。 

 

第四章 罰  則 

（罰則一） 

第 22條 

違反第十五條規定者，處行為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

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罰則二） 

第 23條 

電子遊戲機之製造業、進口人或軟體設計廠商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者，處負

責人或行為人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六條第五項規定者，依商品檢驗法規定處罰。 

違反第七條第一項規定者，處負責人或行為人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

罰鍰。 

 

（罰則三） 

第 24條 

違反第十一條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申請變更登記者，處負責人新臺幣五萬元以

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日連續處罰。 

 

（罰則四） 

第 25條 

擅自變更電子遊戲場營業級別、機具類別或混合營業級別經營者，處負責人新

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仍繼續

營業者，廢止其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公司或商業登記或部分登記事項。 

 

（罰則五） 

第 26條 

違反第十三條規定，未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或保險期間屆滿未予續保，或

投保後無故退保，或投保範圍或金額未符合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者，處負責人新

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廢止

其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公司或商業登記或部分登記事項。 

（罰則六） 

第 27條 

違反第十四條規定者，處負責人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其涉

有賭博嫌疑者，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辦理。 

（罰則七） 

第 28條 

違反第十六條規定者，處行為人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

令其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按次連續處罰至其改善為止。 

（罰則八） 

第 29條 

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者，處負責人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

百萬元以下罰鍰；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規定者，處負責人新臺



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應限期令其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按

次連續處罰至其改善為止。 

（罰則九） 

第 30條 

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者，處負責人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按次連續處罰至其改善為止。 

（罰則十） 

第 31條 

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命其停業，

並於判決確定前，停止受理其公司或商號名稱及代表人或負責人變更登記之申

請。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者，廢止其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公司或商業登

記或部分登記事項。 

 

（罰則十一） 

第 32條 

違反第十八條規定者，處負責人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罰則十二） 

第 33條 

違反第十九條規定者，處負責人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命

其限期繳銷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屆期仍未繳銷者，公告註銷之。 

（罰則十三） 

第 34條 

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檢查者，處負責人新臺幣十萬元

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罰則十四） 

第 35條 

違反第二十一條規定者，處負責人或行為人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

以下罰鍰，並廢止其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公司或商業登記或部分登記事

項，併將其機具沒入銷毀；其涉有賭博或妨害風化嫌疑者，移送司法機關依法

辦理。 

（罰鍰及沒入之執行） 

第 36條 

本條例所定之罰鍰及沒入，除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外，由直轄巿、縣（巿）

主管機關處罰之。 

第 37條 

（刪除） 

第五章 附  則 

（限期申請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 



第 38條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六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領有營利事業登記證

之電子遊戲場業，應自本條例修正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依第十一條規定，申

請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屆期未申請者，廢止其電子遊戲場業之登記。 

 

（施行日期） 

第 39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六日修正之條文，其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