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處違法違規電子遊戲場業相關法令
行政課
97.1.29 彙集

一、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
（一）第 2 條：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
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商業管理單位）。是以，對違法違規電子遊戲場業
（賭博性電玩）執行「斷水斷電等強制處分」，應由
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之。
（二）第 15 條：未依本條例規定辦理營利事業登記者，不
得經營電子遊戲場業。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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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第 22 條：違反第 15 條規定者，處行為人 1 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250 萬元
以下罰金。
（五）第 28 條：違反第 16 條規定者，處行為人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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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電子遊戲場業違法違規，得作以下處分：
１、違法部分
（１）停業處分：
第 31 條：違反第 17 條第 1 項第 6 款不得有涉
及賭博、妨害風化或其他犯罪行為規定者，處
負責人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250 萬元以下罰鍰，
並令其停業。
（２）撤銷執照：
第 31 條：違反第 17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經
法院判決有罪確定者，撤銷其公司或營利事業
之登記或部分登記事項。
２、違規部分
第 22 條：違反第 15 條規定未依本條例規定辦理
營利事業登記者，不得經營電子遊戲場業，即俗
稱「無照經營」者，處行為人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250 萬元以下罰
金。

二、行政執行法
（一）第 3 條：行政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公共利
益與人民權益之維護，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
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
（二）第 27 條：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行為
或不行為義務，經於處分書或另以書面限定相當期
間履行，逾期仍不履行者，由執行機關依間接強制
或直接強制方法執行之。
（三）第 28 條規定：
１、前條所稱之間接強制方法如下：
（１）代履行。
（２）怠金。
２、前條所稱之直接強制方法如下：
（１）扣留、收取交付、解除占有、處置、使用或限制使
用
動產、不動產。
（２）進入、封閉、拆除住宅、建築物或其他處所。
（３）收繳、註銷證照。
（４）斷絕營業所必須之自來水、電力或其他能源。
（５）其他以實力直接實現與履行義務同一內容狀態
之方法
（四）第 32 條：經間接強制不能達成執行目的，或因情況
急迫，如不及時執行，顯難達成執行目的時，執行
機關得依直接強制方法執行之。
三、行政程序法
（一）第 92 條：
１、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
件所 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
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
２、前項決定或措施之相對人雖非特定，而依一般性特
徵可得確定其範圍者，為一般處分，適用本法有
關行政處分之規定。有關公物之設定、變更、廢止
或其一般使用者，亦同。

（二）第 93 條：
１、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有裁量權時，得為附款。無
裁量
權者，以法律有明文規定或為確保行政
處分法定要件之履行而以該要件為附款內容者為
限，始得為之。
２、前項所稱之附款如下︰
（１）期限。
（２）條件。
（３）負擔。
（４）保留行政處分之廢止權。
（５）保留負擔之事後附加或變更。
（三）第 94 條規定（不當連結禁止原則）：前條之附款不
得違背行政處分之目的，並應與該處分之目的具有
正當合理之關聯。
四、行政罰法
（一）第 1 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受罰鍰、沒入或其他種
類行政罰之處罰時，適用本法。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
定者，從其規定。
（二）第 2 條：本法所稱其他種類行政罰，指下列裁罰性之
不利處分：
１、限制或禁止行為之處分：限制或停止營業、吊扣證
照、命令停工或停止使用、禁止行駛、禁止出入港口、
機場或特定場所、禁止製造、販賣、輸出入、禁止申請
或其他限制或禁止為一定行為之處分。
２、剝奪或消滅資格、權利之處分：命令歇業、命令解散、
撤銷或廢止許可或登記、吊銷證照、強制拆除或其他
剝奪或消滅一定資格或權利之處分。
３、影響名譽之處分：公布姓名或名稱、公布照片或其
他相類似之處分。
４、警告性處分：警告、告誡、記點、記次、講習、輔導教
育或其他相類似之處分。
（三）第 26 條：

１、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
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但其行為應處以其他種類
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
裁處之。
２、前項行為如經不起訴處分或為無罪、免訴、不受理、
不付審理之裁判確定者，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
定裁處之。
五、建築法
（一）第 2 條：主管建築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
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二）第 73 條規定：建築物非經領得使用執照，不准接水、
接電及使用。但直轄市、縣（市）政府認有下列各款
情事之一者，得另定建築物接用水、電相關規定：
１、偏遠地區且非屬都市計畫地區之建築物。
２、因興辦公共設施所需而拆遷具整建需要且無礙都市
計畫發展之建築物。
３、天然災害損壞需安置及修復之建築物。
４、其他有迫切民生需要之建築物。
（三）第 77 條：
１、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
其構造及設備安全。
２、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對於建築物
得隨時派員檢查其有關公共安全與公共衛生之構
造與設備。
３、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應由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
人定期委託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或
人員檢查簽證，其檢查簽證結果應向當地主管建
築機關申報。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經內政部
認有必要時亦同。
４、前項檢查簽證結果主管建築機關得隨時派員或定期
會同
各有關機關複查。
（四）第 86 條（違法建築）：違反第 25 條之規定者，依左
列規定，分別處罰．．．擅自建造者，處以建築物

造價千分之五十以下罰鍰，並勒令停工補辦手續；
必要時得強制拆除其建築物。
（五）第 91 條第 1 項：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建築物所有
權人、使用人、機械遊樂設施之經營者新臺幣 6 萬元以
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
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使用者，得連續處罰，
並限期停止其使用。必要時，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
或命其於期限內自行拆除，恢復原狀或強制拆除：
１、違反第 73 條第 2 項：未經核准變更使用擅自使用建築物
者。
２、未依第 77 條第 1 項規定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
設備安全者。
３、規避、妨礙或拒絕依第 77 條第 2 項或第 4 項之檢查、複查
或抽查者。
４、未依第 77 條第 3 項、第 4 項規定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
查簽證或申報者。

六、都市計畫法
（一）第 4 條：本法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
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局）為縣（市）
（局）政府。
（二）第 79 條：都市計畫範圍內土地或建築物之使用，或
從事建造、採取土石、變更地形，違反本法或內政部、
直轄市、縣（市）（局）政府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者，
當地地方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得處其土地或建
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復
原狀。不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者，得按次
處罰，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強制拆除或採取其他
恢復原狀之措施，其費用由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
使用人或管理人負擔。 前項罰鍰，經限期繳納，屆
期不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七、區域計畫法
（一）第 4 條：區域計畫之主管機關：中央為內政部；直轄
市為直轄市政府；縣（市）為縣（市）政府。 各級
主管機關為審議區域計畫，應設立區域計畫委員會；
其組織由行政院定之。
（二）第 15 條：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不屬第 11 條之非都
市土地，應由有關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按照非
都市土地分區使用計畫，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圖，並編定各種使用地，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備後 ，
實施管制。變更之程序亦同。其管制規則，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前項非都市土地分區圖，應按鄉、鎮
（市）分別繪製，並利用重要建築或地形上顯著標
誌及地籍所載區段以標明土地位置。
（三）第 21 條：違反第 15 條第 1 項之管制使用土地者，由
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
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令其變更使用、停止使用或拆
除其地上物恢復原狀。 前項情形經限期變更使用、
停止使用或拆除地上物恢復原狀而不遵從者，得按
次處罰，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強制拆除或採取其
他恢復原狀之措施，其費用由土地或地上物所有人、
使用人或管理人負擔。 前二項罰鍰，經限期繳納逾
期不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