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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第 6屆第 5次董事暨監察人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97年 1月 31日下午 3時 

地點：台北市北平西路 3號 5樓  鐵路局第二會議室 

出席人員：（依姓氏筆劃排序） 

董事：陳錦煌、朱立熙(請假)、李桐圳、周燦德、林美珠、林明

德、林燿呈、林昶佐(請假)、莊國治、高陳雙適、陳儀深、陳志

龍、黃秀政、葉添福、張炎憲、謝文定、潘信行、薛化元、羅榮

光，共計 16位董事出席 

監察人：吳清平、李麗雪、周國樑，共計 3 位監察人出席 

列席人員： 

基金會：楊執行長振隆、鄭秘書文勇、柳組長照遠、林組長辰

峰、詹顧問德松 

兼任副執行長：內政部戶政司謝司長愛齡 

法律顧問：錢漢良 

主席：陳董事長錦煌                          紀錄：陳香如 

 

壹、主席致詞：（略） 

貳、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予以確認。 

 

參、報告事項 

一、例行性會務報告： 

(一)國際交流事務：1月 24 日德國「處理過去基金會」董事長艾

培曼(Rainer Eppelmann)領銜一行 3 人，由台灣智庫陪同至本

基金會參訪，本會陳志龍董事與楊執行長就台灣及德國之

「轉型期正義」等相關課題充分交換意見，艾培曼對於台灣

的 228 事件相當關注，將近 2個小時的會談過程中對彼此會

務運作有初步的認識，並為未來的會務交流建立基礎。 

(二)有關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籌建案： 

1、籌建及開館：依行政院 95年 7月指示，請教育部為籌建

主管機關，委由本會經營管理，96 年 2 月紀念館掛牌，

97 年 2月部分開館並舉辦展覽，98年 2月正式營運。 

2、古蹟修復及再利用工程：古蹟修復工程係教育部中部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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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負責，於 96年 4 月發包，再利用計畫則由本會負責，

今(97)年 1月業經古蹟主管機關核備在案，兩項工程依預

定進度應於今年 8月完成。為期工程能按計畫順利進行，

陳董事長於去年 7 月拜會行政院時，建議由教育部組成

專案小組，監督控管並瞭解整個工程之進度，俾如期完

成。 

3、工程延宕：因古蹟修復工程，監造之建築師與營造承商

彼此意見不合，爭執不休致工程一再延宕，96 年 11月答

復已無法如期完成一樓部分開館，但可完成下列工程：(1)

一樓水泥地面(2)外牆門面(3)一樓門窗(4)兩邊廁所(5)廣

場清理。1月初又通知本會，除一樓水泥地面及廣場清理

外，其餘幾已不可能完成。 

4、因應措施：為因應修復工程延宕建築物立面外觀磁磚修

復及門窗裝設，無法於預定期限內完成，擬以大型帆布

輸出暫時遮蓋施工鷹架；至於門窗部分顧及透光性，以

角材、透明壓克力組合暫代窗戶，並規劃自 2 月 23日起

至 4 月 3 日止全天候聘僱保全人員，以確保展品安全及

展場秩序。 

 (三)「民主開門 自由風吹」特展 

為配合台灣民主紀念館今年元旦 4樓銅像大廳再度開放參

觀，本會協助教育部籌劃該特展佈置工作，以昔日台灣民主

運動歷史圖像之大型布幔輸出，為兩側高聳 18公尺牆面開

啟「民主之窗」，會場中間並規劃「台灣民主」與「守護台

灣」影像組成的長牆，來解構威權的平面空間。此外，邀請

風箏專家黃景楨先生，裝飾冰冷、單調大廳的上部空間。本

特展原訂展至 1月 31日，但配合教育部規劃，將延展至 3

月 31 日。 

(二)「再見‧蔣總統－反共、民主、台灣路」巡迴展 

    本展受邀至台中靜宜大學展出，預定於年後開展。 

(三) 228 會訊 

原訂於 2007年 12月出刊的 14期二二八會訊，因籌劃「民主

開門 自由風吹」特展，延至 1 月底出刊；15期會訊將配合

二二八 61週年紀念，於 2月 22 日出刊。 

(四)賠償金發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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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為止，經本會董事暨監察人會議審核通過並完成公

告之賠償金申請案共 2,264 件，實際應核發金額為 71 億

6,858 萬 8,316 元，應受領人數為 9,650 人；至 1月 28日止，

已受領人數為 9,514人，未受領人數為 136 人，已發放金額

合計 71億 3,067 萬 8,220 元，未領金額計 3,791萬 96元。 

(五)97 年度經費解凍專案報告：擬向立法院爭取解凍之經費包

含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委辦經費 2,500 萬，及設立「二二八和

平基金」第一年經費 3 億元，已將歷年執行成效及年度營運

計畫重點作成專案報告，並於 1 月 22 日報教育部轉陳立法

院，以期於第 7屆新立委就任後順利解凍。 

  (六)教育部核定補助 96 年度「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委辦經費

1,700 萬，業於今年 1 月 9 日全數撥入「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銀行專戶。 

(七)「二二八 60年台灣新紀元」暨本會 12年之紀念專輯，業於

1 月出版，已陸續寄發給中央部會、立法院、228 相關協會

及關心本會之單位與人士、並送請各位董事及監察人參閱。 

(八)適值本會籌辦二二八事件系列紀念活動期間，為期妥慎籌辦

，本會同仁正全力投入，故 2月份不予召開董事會。 

二、二二八事件 61 年系列活動 

  (一)228 系列活動聯合記者會 

「台灣站出來」記者會，訂於 1 月 31日下午 2時假台大校

友聯誼社(4樓大會廳)舉辦，為本年度 228 系列活動揭開序

幕，擬邀請手護台灣大聯盟、二二八關懷協會、政治受難

團體等相關社團共同參與。 

(二)國際 228學術研討會 

本會於 2月 23、24日假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辦《二二

八事件與人權正義-大國霸權 vs.小國人權》國際學術研討

會，會議共有 24篇專業論文發表及與談，擬邀請美國、德

國、日本、韓國等外籍人士參與，探討「小國與大國關係」、

「台灣的獨特性」、「亞洲人權案例」、「人權與法律」、「外

國人眼中之『二二八』」、「二二八事件懸而未決問題」等 6

大主題，刻正著手進行相關背板及文宣品之製作。 

 (三)228 主題暨藝術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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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9、23 日已召開專案小組第 6、7 次會議，確認展覽

之文案、文物及圖片，目前已陸續進行展場、展板及相

關文宣品之設計與製作。 

2、已逐一與參與本藝術特展之創作及借展藝術家聯繫，預

計於過年前完成載畫及作品拍攝工作。 

3、特展志工召募與訓練：目前正在邀約聯繫中，預訂於 2

月 24日進行志工訓練課程。 

4、主題暨藝術特展預訂於 2月 28日上午 10時進行開幕活

動。 

 (三)228 中樞紀念儀式 

1、今年中樞紀念儀式訂於 2月 28日下午 1時 30 分至 3時

於台北 228 紀念碑廣場舉辦，已邀約台北市政府擔任合

辦單位。 

2、紀念活動已正式成立工作小組，刻正積極展開籌備作業。 

 (五)228 萬人大合唱 

延續 2007年，2月 28 日下午 3時 30分起，於民主大道舉

辦之萬人大合唱的活動，今年擬將再度與手護台灣大聯盟

共同舉辦。 

※ 羅榮光董事發言： 

近來基金會積極處理轉型業務，卻經常被特定有心人士扭曲指

稱本會多年來沒做事，且一再蓄意挑起族群衝突，導致外界對

本會有負面錯誤的印象；若按照對方的說法，設置「國軍老舊

眷村改建條例」也形同挑起族群衝突，應要找機會對外澄清，

以免以訛傳訛。 

▲決定：(1)德國的轉型正義處理經驗值得我國學習，請業管單位

與「處理過去基金會」保持聯繫，並研議於今年度二

二八系列活動告一段落後，安排前往拜會。 

        (2)2/1 第 7 屆立法院院院長就任後，請安排拜會院長，

除請求協助相關經費解凍事，並說明近幾年工作狀況

及闡述 228新價值。 

(3)其餘報告予以備查。 

肆、討論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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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臨時動議：  

提案一：有關如何協助延平學院復校案。 

提案人：黃秀政董事  

※會中交換意見： 

一、本會長期關切該案的發展，有關名譽受損部分，已協助請總

統頒發回復名譽證書。至復校一節，因所涉層面範圍甚廣，

有現有法令之規定、該校董事會內部意見紛歧、復校後定位

及招生等問題。協助方式，擬俟其校方內部取得共識後，才

好介入。 

二、依「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第八條第二項：「對於事件

中受害之教育文化機構…並得請求協助其復原。」（亦有稱

延平案條款）如請教育部協助，因公務員礙於法令規定，幫

忙可能有限，似宜從修改上開法條著手。 

▲決議： 

(1)請業管單位與董事設法瞭解該校之具體共識。 

(2)如有共識，再安排拜會亦為 228 受難家屬的中國國民黨主

席吳伯雄先生，請該黨黨團協助於立法院修正「二二八事

件處理及賠償條例」第八條第二項。  

提案二：建請基金會於辦理任何活動時，能邀請各地二二八相關

團體共同參與，俾免造成彼此之猜忌與對立。 

提案人：林明德董事 

▲ 決議： 

(1)本會辦理之任何活動，以能邀各地二二八相關團體共同參

與為原則，積極參與相關事務。 

(2)部分 228 團體之主持人，對於基金會有任何意見，請具體

指出來，基金會樂意討論與改進，但請能摒除個人成見，

勿無的放矢，漫罵攻擊，造成社會大眾對 228有負面不良

之觀感。 

提案三：建請及早籌備明年度相關紀念活動。 

提案人：薛化元董事  

▲決議：二二八的新價值除政治、歷史層面外，尤以文化層面為

要，待本年度系列活動結束後，立即成立工作小組著手規劃明

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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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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