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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問題之提出 

電子遊戲場業係指設置電子遊戲機供不特定人娛樂之營業活動，

屬當代娛樂產業鏈之一環。此等營業活動興起於 1970 年代，迄至

2000 年初，立法院考量到其在國內之營業普及度及對社會、經濟秩序

之影響性，皆已達到一定規模與程度，始制定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

例，作為經濟監督之特別部門法。準此，我國對於電子遊戲場業之管

理，終有專法為據1。依該法第 11 條規定，立法者對於電子遊戲場業

之設立，係採許可之事前經濟監督模式；業者須取得電子遊戲場業營

業級別證，並向地方主管機關為法定事項（營業級別、機具類別、營

業場所管理人及營業場所地址等）之登記，始得營業。其立法理由略

以：「作為現代個人主要休閒娛樂方式的遊戲場，其營業所可能牽涉到

的產業結構、經濟利益及財政稅收等問題，影響規模之大實在不容加

以忽視。但同時，遊戲場之營業亦與大眾自身之權益攸戚相關。因

此，透過遊戲場營業健全化之促進，以利公共安全之維護，特制定本

條例。從而藉營業許可之審核、遊戲機具之評鑑分類、合理兌獎方式

                                                      
1 關於我國對電子遊戲場業監督之法制發展，釋字第 646 號解釋理由書有言簡意賅之說

明：「我國對電子遊戲場業之管制，由來已久。初期由警政機關主管，一度採取全面

禁止之管制措施，中華民國七十九年起，改由教育部負責，同年訂定發布遊藝場業輔

導管理規則。由於欠缺法律位階之有效法規，主管機關僅得援用公司法、商業登記

法、營業稅法及其他相關法規，對包括未經登記即行營業在內之違規行為加以處罰。

嗣由於電子遊戲場業之經營對社會治安與善良風俗之影響甚鉅，相關弊案引發社會普

遍之關注與疑慮，電子遊戲場業於八十五年間改由經濟部為主管機關，八十九年制定

公布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以期透過專法導正經營，並使電子遊戲場業之經營正常

化與產業化。」理由書中所指之「相關弊案」，最著稱者乃為所謂的「周人蔘電玩

案」。被稱為臺灣電玩祖師爺之周人蔘於 1980 年代起，於臺北市及改制前之臺北縣經

營賭博電玩店，擁有數十家店面。1996 年，其長年行賄警察及檢察官之弊案爆發，遭

起訴人員多達近 200 人，為臺灣史上最大規模之檢警貪污案。案件審理迄今逾 20
年，仍未全數判決定讞。參見：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9180005
94-260106?chdtv（瀏覽日期：2019 年 5 月 10 日）。對於我國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制

定前之管理法制介紹，可參見蔡震榮，我國電動玩具管理之探討，月旦法學雜誌，第

17 期，1996 年 9 月，頁 24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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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建立及罰則之明確化等規制方式，落實上揭目的。2」不寧唯是，電

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對於電子遊戲場業開始經營後之行為，更設有諸

多之監督規定。從負責人資格、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兌獎方式與

上限、營業對象，乃至於交易之金融載具等，不一而足，且事前監督

及事後監督皆有之。除此之外，在我國現行法秩序下，對電子遊戲場

業之經營監督，尚有商業登記法、公司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都市計畫法，以及相關之地方自治法規等，構成規範相對綿密

之營業監督法制，俾能回應電子遊戲場業營業性質特殊所引發之高度

管制需求。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公布施行迄今，將屆 20周年。其間，因主

管機關所為相關營業監督措施所生之法律爭議及行政爭訟事件，屢見

不鮮。值得一提者，為統一行政法院裁判見解，最高行政法院針對電

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中有關營業場所（第 8 條及第 9 條）及停業處分

（第 17 條）規定，先後作出 3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3。抑有進

者，因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 22條對未辦理營利事業登記而經營電

子遊戲場業者（2000 年版本第 15 條）科處刑罰，以及臺北市電子遊

戲場業設置管理自治條例、臺北縣電子遊戲場業設置自治條例，以及

桃園縣電子遊戲場業設置自治條例關於營業場所距離規定是否牴觸憲

法疑義，司法院大法官先後更作成釋字第 646 號及第 738 號解釋。基

上，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監督法制對我國經濟行政法及經濟憲法之發

展，一定程度上扮演著關鍵角色。晚近，行政法院在若干涉及電子遊

戲場業營業場所距離規定適用之訴訟事件裁判中，對於電子遊戲場業

營業監督特別法令（兒童及少年福利及權益保障法）與一般營業監督

法（商業登記法）間之規範關連性，更提出了異於主管機關向來作業

                                                      
2 參見立法院法律系統：https://lis.ly.gov.tw/lglawc/lawsingle?00756F122889000000000000

000001400000000400FFFFFD00^01970089011400^000E8001001（瀏覽日期：2020 年 5
月 10 日）。 

3 參見最高行政法院 94 年 11 月份、96 年 6 月份，以及 98 年 4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

席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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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之不同見解，對法令適用上看似已趨於穩定之電子遊戲場業監督

行政增添新變數。此等判決對於電子遊戲場業未來之營業管制，甚至

是我國經濟監督一般法制之發展有何影響及啟示，值得深究。本文擬

以經濟行政法之一般體系為架構，分從我國電子遊戲場業「入業管

制」及「營業行為管制」面向，分析法制及實務現況，並就應予檢討

之部分，嘗試提出法詮釋學上之可行操作模型；甚至於必要時，為立

法政策上之修正建議。 

貳、電子遊戲場業設立及經營之營業自由 

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基於公益，對電子遊戲場業之設立及經營從

事經濟監督，監督手段及密度應如何選擇，相關法制及措施應如何設

計，涉及監督客體之行為屬性。按人民經營電子遊戲場業，若旨在藉

此獲致收入，以維持生計，則可被評價為憲法第 15條所保障工作權之

行使，從而受基本權之保障。就防禦權面向而言，憲法第 15條所規定

之工作權，其內涵包括保障人民享有選擇及執行職業之自由，不受國

家不法之侵害。在此意義下，工作權之保障實則意指職業自由之保

障4。又有鑑於職業自由為人民充實生活內涵及自由發展人格所必要，

故不因職業之性質為公益或私益、營利或非營利而有異，均屬憲法第

15條工作權保障之範疇5。其中，倘人民所選擇之職業，係屬典型私經

濟活動之獨立從事，並且以追求營利為目標者，根據司法院釋憲實務

之見解，其即可被置於「營業自由」概念之下認知。釋字第 514 號解

釋審查教育部依職權所發布之遊藝場業輔導管理規則限制未滿十八歲

之兒童及少年進入營業場所之規定是否合憲時，於理由書首度揭示：

「人民營業之自由為憲法第十五條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之一項內

涵。基於憲法上工作權之保障，人民得自由選擇從事一定之營業為其

                                                      
4 釋字第 749 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5 參見釋字第 724 號及第 659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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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而有開業、停業與否及從事營業之時間、地點、對象及方式之

自由；基於憲法上財產權之保障，人民並有營業活動之自由，例如對

其商品之生產、交易或處分均得自由為之。」基此，司法院大法官推

導出營業自由之憲法規範，乃同時立基在第 15 條的工作權及財產權

上。就工作權部分，應是取其透過職業活動之反覆性、繼續性

（Dauerhaftigkeit）從事6，以圖獲利（Gewinnerzielungsabsicht）特

性。而就財產權部分，推測大法官應是著眼於人民從事職業活動，係

憑藉對其生財設備之所有權的自由處分、使用及收益而達成的財產權

利用面向；由此，應可推導出營業自由之「獨立從事」

（Selbstständigkeit）概念要素7，以有別於職業自由包括受雇之非獨立

執行工作情形8。蓋在自然人以獨資或合夥，或是法人以公司單獨從事

職業活動時，其始有可能為生財工具之所有權人，從而以財產權之利

用作為營業自由行使之憑藉。若屬非獨立從事工作之受雇人或勞工，

其執行職業所需之設備及工具，所有權係歸屬於聘僱之公司或行號，

無由為其個人所有，進而於執行職業自由時，本於財產權之保障而為

商品之生產、交易或處分9。 

                                                      
6 參見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60 號判決：「所謂『營業』，本質上固具反覆性及

繼續性之特徵，如依整體客觀事實觀之，當事人確有反覆實施之意圖者，縱其僅被查

獲一次（包括首次實施即被查獲，及實施多次僅被查獲一次之情形），仍不影響其為

營業行為之認定。」關於職業自由之反覆性、繼續性是否應為如此嚴格之理解，實不

無商榷之餘地。此尤其在當代網路共享經濟之新興營業模式下，幾乎將所有偶一為之

的資源及服務共享行為，皆納入營業概念範疇內予以管制，抑制共享經濟可能之發展

空間。 
7 參見蘇永欽大法官於釋字第 724 號解釋之協同意見書：「從近年結合工作權與財產權

而解釋出來的營業自由（排除了受僱的經濟活動，凸顯其獨立從事並自負盈虧的一

面），概念上更不可能涵蓋非營利性的活動。」 
8 關於營業自由與職業自由之關係，可參見李建良，經濟管制的平等思維——兼評大法

官有關職業暨營業自由之憲法解釋，政大法學評論，第 102 期，2008 年 4 月，頁 79-
81。 

9 至於在法釋義學上，是否有必要將財產權之保障一併納入營業自由之憲法基礎，並非

無討論之空間。德國學說及憲法法院之裁判，對於營業自由之憲法依據，雖有從基本

法第 12 條職業自由，抑或是第 2 條一般行為自由導出之爭議，但一般見解皆始終未

將財產權之保障納入思考之列。本文亦認為將營業自由作為工作權保障內涵之一即為

已足，實無須再從生財設備利用之財產權面向，作為支撐基礎。相同見解亦可參見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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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電子遊戲場業而言，釋字第 738 號解釋於審查臺北市、改制前

臺北縣及桃園縣電子遊戲場業設置及管理自治條例關於營業場所距離

規定是否合憲時，亦是從營業自由角度出發。其解釋理由書略以：「人

民營業之自由為憲法第十五條工作權及財產權所保障之內涵。人民如

以從事一定之營業為其職業，關於營業場所之選定亦受營業自由保

障，……。」據此，司法院大法官根植於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及相

關自治條例之規範架構，自然人以獨資或合夥形式，或是公司法人皆

得為事業主體，確認電子遊戲場業之設置及經營，具有「營利目的」

及「獨自從事」之特性，屬於「營業」之從事。從而，國家對於電子

遊戲場業之設置及經營，僅得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為必要

之限制。地方自治團體亦得以自治條例，限制轄內電子遊戲場業之營

業自由，惟其內容仍不得牴觸憲法有關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之規定、

法律保留原則及比例原則10。 

綜上所述，電子遊戲場業之設置及經營，因具有「追求營利目

的」、「獨自從事」，以及「反覆性、繼續性」之特徵，屬營業之活動，

受憲法職業自由之保障。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基於維護公共秩序、兒

童及青少年身心健康等公益事由而為經濟監督時，應受憲法保障人民

營業自由之拘束。 

參、電子遊戲場業事前監督法制及裁判實務 

國家對於營業活動是否採取，以及應為如何密度之高權性質經濟

監督，通常取決於活動之屬性。一般而言，營業活動之公益危害可能

性越高，國家監督權介入之時機即越早，且密度越高。就經濟監督法

                                                                                                                                  
宗珍，營業自由之保障及其限制——最高行政法院 2005 年 11 月 22 日庭長法官聯席

會議決議評釋，臺大法學論叢，第 35 卷第 3 期，2006 年 5 月，頁 287，註 9。 
10 參見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度判字第 609 號判決：「人民有選擇從事一定之營業為其職

業之營業自由，惟其營業與公共利益有密切關係者，於符合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之

限度內，對於人民營業許可之條件、營業須遵守之義務及違反義務應受之制裁，得以

法律或視營業自由限制之性質，以有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加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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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之一般體系架構而言，立法者可盱衡所欲維護之公益種類及危險防

禦之有效性，對營業活動享有選擇干預強度較高之「事前監督」或較

弱之「事後監督」形成自由。事前監督可介入之時機，復可視情形從

「進入市場」開始，以迄於「營業經營」階段。就電子遊戲場業而

言，立法者既採行預防性之事前監督模式，亦同時導入抑制性之事後

監督措施11。以下茲聚焦於電子遊戲場業營業之事前監督法制，介紹

行政法院晚近相關裁判之見解。 

一、規範概述 

電子遊戲場業係以具聲光效果之電子遊戲機供人娛樂作為營業活

動之方式，對於各年齡層之民眾，具有相當程度之吸引力；尤其是對

兒童、青少年，或是追求刺激、具較強烈射倖性格之民眾，更是流連

忘返之地。就公共秩序、社會治安，以及兒童、青少年身心健康而

言，本質上具有一定之負面影響及衝擊性。基此，電子遊戲場業管理

條例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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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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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場所合於同法第 8 條第 1 款及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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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第 11 條第 1 項參照）準此，立法者

對於電子遊戲場業之入業管制，係採「事前監督」模式12；於營業

前，業者須依序先辦妥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取得電子遊戲場業營業

級別證，以及辦理營業登記。未領有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者，不

得經營電子遊戲場業（同法第 15 條）。若違法經營，行為人依法將可

                                                      
11 參見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 4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之詳細分析。 
12 從比較法觀之，德國營業法對於電子遊戲場業亦同採「事前監督」模式，須取得營業

許可，始得營業，以有別於其他營業活動僅須向主管機關為營業登記（Gewerbeanzeige）
即可。Vgl. Martin Reeckmann, in: J.-Chr. Pielow (Hrsg.), Gewerbeordnung, Kommentar, 2. 
Aufl., 2016, § 33i, S. 326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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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遭致刑罰制裁之不利益13。至於營業經營階段之監督，如營業登記

事項有變更者，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 11 條第 3 項規定，應「事

前」辦理變更登記，同採事前監督模式。換言之，有鑑於電子遊戲場

業對公共秩序、社會安寧及兒童少年身心健康具有高度危險性，立法

者乃採取危險預防之經濟監督手段。業者若違反事前申請變更登記之

義務者，依同法第 24條規定，負責人將受罰鍰之裁處14。 

關於電子遊戲場業申請設立之許可要件，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

分就營業場所及負責人或管理人之資格，設有框架性規定。除此之

外，有鑑於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之核發及管理屬地方自治事項，

故部分地方自治團體尚另設有門檻更高、條件更嚴之特別許可要件。

例如新北市電子遊戲場業設置辦法第 5條規定：「申請電子遊戲場業營

業級別證，登記實收資本額應為新臺幣一億元以上。」同辦法第 6 條

第 1 項第 1 款復規定，電子遊戲場業之營業場所，應「距離住宅區五

十公尺以上，並應距離國民中、小學、高中、職校、醫院九百九十公

尺以上」15。又臺北市電子遊戲場業設置管理自治條例第 4 條則規定

電子遊戲場業之營業場所應設於購物中心、百貨公司或遊樂園之營業

場所內，電子遊戲場業單層營業樓地板面積應達一千平方公尺以上。

普通級電子遊戲場業營業場所主要出入口應臨接寬度 12 公尺以上道

路，並應距離幼兒園、國民中小學、高級中等學校、醫院、圖書館五

十公尺以上；限制級之營業場所主要出入口應臨接寬度三十公尺以上

道路，並應距離幼兒園、國民中小學、高級中等學校、醫院、圖書館

一千公尺以上。此等地方自治團體以自治法規另定較高之電子遊戲場

                                                      
13 參見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 22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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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參見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 24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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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新北市迄今未有自治條例層級之電子遊戲場業管理自治法規，從而，其現行以自治規

則性質之新北市電子遊戲場業設置辦法規定轄內電子遊戲場業設置許可條件之作法，

有違地方制度法第 28 條第 2 款自治條例保留之規定，宜儘速改以自治條例規範之，

始符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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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營業級別證核發標準，係自治立法高權行使之結果，難謂與作為框

架規範之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相牴觸16。而且，在不產生營業自由

實質阻絕效果之前提下，尚與比例原則無違17。 

抑有進者，為強化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之保障，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於 2015 年 2月 4日修正公布時，新增第 47條第 4項，

規定限制級電子遊戲場所「應距離幼兒園、國民中小學、高中、職校

二百公尺以上，並檢附證明文件，經商業登記主管機關登記後，始得

營業」18。自此以降，「限制級」電子遊戲場業營業場所之距離規定，

除地方自治條例另定有更為嚴格規定外，將由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

第 9條所定應距離國民中、小學、高中、職校、醫院之 50公尺以上，

擴大至應距離幼兒園、國民中小學、高中、職校 200 公尺以上。而

且，依最高行政法院穩定之裁判見解，此條款係屬禁止規定，「自應適

用法條構成要件與生活事實合致時有效之兒少法及同法施行細則之規

定，以定其法律效果，而無適用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8條從輕從優適用

                                                      
16 參見最高行政法院 94 年 11 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 
17 參見釋字第 738 號解釋。縱然如此，電子遊戲場業長久以來被視為是地方政府首長之

「眼中釘」，而採取高度抑制其成長及存續之政策。在此氛圍下，地方相關自治條例無

不規定幾近實質阻絕效果之距離限制。從比較法角度以觀，此等對電子遊戲場業設置

及經營強化限制之立法例，晚近亦普及於德國各邦。在 2012 年所簽訂「邦際博奕協

定」（Glücksspielstaatsvertrag）第 25 條第 1 項規定之基礎上，各邦博奕法中紛紛出現

營業場所距離學校及青少年機構之門檻條款。例如漢堡邦（Hamburg）規定 100 公

尺，巴伐利亞邦（Bayern）及不萊梅邦（Bremen）規定 250 公尺，黑森邦（Hessen）
300 公尺，北萊茵邦（Nordrhein-Westfalen）350 公尺，萊茵法茲邦（Rheinland-Pfalz）
則是規定 500 公尺。但若依循此規定將對現有業者造成「不合理的限制」（unbillige 
Härte ）時，主管機關可為例外之處置。 https://www.casinoonline.de/nachrichten/
spielhallen-sind-deutschland-auch-2018-weiter-unter-druck-12021/（瀏覽日期：2020 年 6
月 10 日）。此外，德國部分邦邦法更就兩家電子遊戲場業間之最小間隔距離定有限

制，以預防成癮性。例如柏林邦及巴伐利亞邦規定 500 公尺，北萊茵邦則為 350 公

尺。此等法律之施行，估計將有多數之電子遊戲場業無法取得新的營業許可。 
18 同年 11 月 11 日修正發布兒少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經營本法第

47 條第 1 項之場所於營業前，應檢附營業場所距離幼兒園、國民中小學、高中、職校

200 公尺以上之證明文件，向營業場所所在地直轄市、縣（市）商業主管機關辦理登

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