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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第 6 屆第 6 次董事暨監察人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97 年 4 月 24 日下午 4 時 30 分 

地點：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 43 號  天成大飯店品華廳 

出席人員：（依姓氏筆劃排序） 

董事：陳錦煌、朱立熙、周燦德、林美珠、林明德、林燿呈、林

昶佐、莊國治、高陳雙適、陳儀深、陳志龍、黃秀政、葉添福、

張炎憲(請假)、謝文定、潘信行、薛化元、羅榮光，共計 17 位董

事出席 

監察人：吳清平、李麗雪、周國樑(請假)，共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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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執行長報告： 

(一)228 中樞紀念儀式：於今(2008)年 228 和平紀念日假台北
紀念碑前舉行，以「台灣站出來」為主題，參與狀況十
分踴躍，除政府官員及各界關心人士出席外，尚有來自
海外及台灣各地受難者及家屬約五百餘位參加。 

(二)家屬與張俊雄院長座談：奉行政院張院長辦公室電話，

請本會安排於中樞紀念活動後與 228 家屬座談，當天各
地協會幹部計有 20 餘人參加，會中家屬們與院長暢所欲
言，並針對 228 相關主題作深度交流，張院長對本會及
各地協會近幾年的努力表示肯定；張院長亦於會後捐贈

新台幣 10萬元予總會以資鼓勵繼續為 228及台灣這塊地

土打拼。 

(三)本會受難者代表董事李桐圳先生於 3 月 18 日病故，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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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日由陳董事長、潘信行董事偕同會務主管及總會代表
一行 7 人，前往花蓮喪宅弔唁。 

(四)撫慰業務為二二八條例之重要工作之一，為強化本會與

家屬間之互動，預計近 2 個月內，配合各地 228 協會聯
誼，由協會邀請家屬參與，以期加強家屬間之凝聚力，
並聽取各地家屬意見，作為本會業務推展之重要依據。 

二、 第 1 組報告： 

(一)「民主開門 自由風吹」特展：本會配合教育部指示，自
4 月 1 日起，將原假台灣民主紀念館展出之「民主之牆」
與「守護台灣之牆」重新組裝，調整為捍衛台灣民主與
自由的精神堡壘，以裝置藝術形式繼續於四樓銅像大廳

展出。 

(二) 228 主題暨藝術特展： 

    1、首場台北場次巡迴展假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展出，已
於 3 月 30 日順利圓滿閉幕，計有 5,000 人次參觀。 

    2、高雄場次巡迴展：假「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第一
臨展廳展出，展期自 4 月 19 日至 6 月 1 日止，預計
於 4 月 27 日邀請高雄市陳菊市長共同舉行開幕式。 

    3、大專校園內之展出部份，已規劃於 5、6 月份假馬偕
護校展出，其他學校尚在聯繫當中。 

(三)「再見‧蔣總統－反共、民主、台灣路」巡迴展：3 月
19 日至 4 月 30 日假台中靜宜大學生態學系展出，結束

後將移至馬偕護校三芝校區展出。 

(四)228 文學展：該展由本會與「台灣文學基金會」及「台灣

文學館」合辦，已於 3 月 30 日順利完成，展出內容亦
於近日開始陸續整理，以供日後至其他大專院校展出。 

三、 第 2 組報告： 

(一)2 月 23 日及 24 日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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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 23 篇論文發表、50 餘位海內外專家學者共襄盛

舉，每個主題到場參加人數約二百人，會議現場討論氣氛

熱絡，各方反應良好。 

(二)延平學院復校案：3 月 19 日召開專案會議；計有黃秀政、

張炎憲、陳儀深 3 位董事及楊振隆執行長、劉峰松先生等

人出席，並邀請延平中學宋文彬董事長、邱得勝董事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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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由黃董事秀政擔任主席，會議結論如下： 

   1、建議延平中學董事會成立專案小組，邀集具有實務經

驗之專家學者，就本會所提供之意見(如：新建校地、

設立學院或講座、利用延平中學現有設施辦理復校事

宜等)，擬具復校完整規劃方案，再提請政府部門協助。 

   2、本會根據「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第 8 條第 2

項規定，積極協助延平中學董事會辦理延平學院復校

事宜，但請延平中學董事會敘明理由，正式行文本會，

將延平學院復校事宜以延平中學董事會為主體，俾利

後續工作之推動。 

(三)國際會務交流：今年為韓國濟州「4·3 事件」60 週年，本

會應「4·3 研究所」之邀，由朱立熙董事代表本會出席 4

月 3 日和平公園追悼儀式，並於學術研討會開幕式致詞；

另推薦張炎憲董事及李勝雄律師發表論文。我國釜山辦事

處羅添宏處長等人均全程陪同 4月 3日追悼儀式及翌日學

術研討會。4 月 5 日上午張炎憲董事發表《二二八事件的

歷史記述》、下午李勝雄律師發表《二二八事件的司法與

人權》，均獲主辦單位及與會人士高度重視。參訪期間並

與「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新任委員長安炳旭、「4·3 研究所」

新任理事長及所長多所交流，此外亦抽空走訪光州 518 基

金會，與重要幕僚人員會談未來 1 年的合作計畫。 

(四)為彙整近年來本會推展國際交流業務之成果，特將台灣

228 事件、韓國光州 518 事件、濟州 43 事件等相關論文

集結成冊，書名為《兄弟的鏡子－台灣與韓國轉型正義案

例的借鏡：518 光州抗爭、43 大屠殺 vs. 228 事件》，本書

收錄朱立熙、李勝雄、林明德、張炎憲、李銀珠、金貞和、

韓寅燮等 8 位學者於國際學術研討會中所發表的論文，擬

提供台灣及韓國重要學術機構及圖書館典藏，俾使兩國人

民對彼此歷史苦難的認識，增進國際交流。而韓國 518 基

金會亦計畫發行韓文版，作為呼應。 

(五)編號 2730 陳媽鈴案，經本會 110 次董事會通過，賠償 2

個基數，親屬繼承關係表變更如下； 

1、長男陳金和、次男陳進杉及三女陳善分別於 35 年 5 月

5 日、64 年 10 月 18 日、43 年 9 月 6 日死亡無嗣，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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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金應繼分重新分配給其他權利人。 

2、養子陳吉堆於 89 年 12 月 6 日死亡，其賠償金由長男(陳

世雄)、次男(陳世宗)及三女(陳世榮)領取，應繼分各

18 分之 1。 

3、養女陳粉於 88 年 10 月 18 日死亡，其賠償金由長男(葉

佳榮)、次男(葉佳果)及三女(葉秋蓮)領取，應繼分各

18 分之 1。 

四、 行政室報告： 

(一)家屬文物捐贈：自去(96)年年底起，本會廣泛向二二八家
屬徵集二二八相關文物，已陸續收到家屬之捐贈文物品
計約上百件，刻正就文物之類別、名稱、形制、用途等

項，作初步整理、並進行分類、掃瞄等建檔工作。 

(二)本會 96年度業務報告及決算業已編製完成，並於 4 月 14

日召開監察人會議討論，已列入討論事項第 1案。 

(三)賠償金發放情形：截至第 6 屆第 5 次董監事會議審核通

過並完成公告之賠償金申請案共 2,265件，實際應核發金

額為 71億 6,834萬 8,316元，應受領人數為 9,653人；至

4/17日止，已受領人數為 9,516人，未受領人數為 137人，

已發放金額合計 71億 3,077萬 7,029元，未領金額計 3,921

萬 1,287元。 

▲決定：予以備查。 

肆、討論事項：  

案一、本會 96 年度業務報告及決算討論案 

說明： 

一、本會 96 年度業務報告及決算業已編製完成，計經費收入

2,484 萬 9,002 元，經費支出 4,355 萬 4,596 元，短絀 1,870

萬 5,594 元。短絀數擬由上年度之累計賸餘挹注。 

二、本案財務報表經委託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其查核

意見為：上開財務報表係依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足

以允當表達本基金會之財務狀況及年度之收支餘絀與現

金流量。 

三、4 月 14 日舉行監察人會議先行查核，會中互推吳監察人

清平為主席，並邀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徐素琴會計師列

席說明查核經過及帳務處理，會中詳細查核各帳表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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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更正或補充說明，並作成以下決議：「本基金會捐助

暨組織章程修正後，任務由原以賠償金發放轉型為以社會

教育性質為主，惟依本年度決算顯示，『基金孳息收入』

383 萬 4,440 元、加計『其他收入』239 萬 3,528 元及『民

間捐贈收入』2萬 2,110 元，總計僅 625萬 78元，而行政

管理支出為 1,637萬 2,348元，缺口達 1 千萬餘元，仍應

及早籌謀因應，否則勢無餘力辦理其他業務」。 

▲決議：照案通過，並依本會捐助暨組職章程第十三條規定報請

教育部備查。 

 

案二、提請討論本會典藏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典藏品蒐集作業

要點及文物捐贈辦法修正草案。 

說明： 

一、 案由三項要點本會業於第 122 次董事會(96、4、25)討論通

過，並函請教育部備查，教育部於 97 年年 1 月函復，略以：

「教育部對貴會之監督，乃著重在是否落實執行該部委託

內容之功能面，對於貴會內部運作之實體面，則不予干涉；

上開辦法係屬貴會權責，擬具相關辦法時宜先邀法制專家

與相關單位研議後再提報董事會討論，無須再送部核備」。 

二、 依財政部 94 年 1 月 26 日函請內政部轉知各縣市各級政

府，自即日起於接受實物捐贈之相關文書上，免載受贈物

之價值，以免引發誤解，或有涉及幫助他人逃漏補稅捐之

嫌，本會基金主要來源為政府捐贈，將依上開規定辦理，

擬修正本會文物捐贈辦法第 5 條。 

三、 典藏品係紀念館之核心價值，也是未來紀念館展示和教育

推廣的重要依據，故為強化典藏管理委員會之角色，並擴

大由專業人士參與，擬修正本會典藏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

第五點之規定(典藏管理委員會之組成成員)，以提供具體

典藏原則、收藏目標與計畫及文物評鑑等專業意見。 

四、 依上開原則作內容調整外 ，其餘亦依照實際執行狀況，進

行文字修正。 

五、 各條文修正對照表如下：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典藏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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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為 原規定 教育部意見 修正說明 

一、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

紀念基金會(以下簡稱二

二八基金會)為經營管理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以下

簡稱本館)，辦理典藏品之

典藏管理業務，特設二二

八國家紀念館典藏管理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一、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

紀念基金會為經營管理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以下

簡稱本館)，辦理典藏品之

典藏管理業務，特設二二

八國家紀念館典藏管理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一、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

紀念基金會(以下簡稱二

二八基金會)為經營管理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以下

簡稱本館)，辦理典藏品之

典藏管理業務，特設二二

八國家紀念館典藏管理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文字修正，增列二二

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之簡稱 

二、本會得審議下列事

項： 

(一)本館館藏發展政策之

訂定及修正。 

(二)本館典藏品取得及註

銷。 

(三)本館典藏品有關珍貴

物之標準。 

(四)本館典藏品管理及維

護之相關作業規範。 

(五)本館庫房管理作業要

點之訂定及修正。 

(六)本館典藏庫房管理維

護之相關規範及改

善。 

(七)其他與本館典藏管理

相關事宜。 

二、本會得審議下列事

項： 

(一)關於本館館藏發展政

策之訂定及修正。 

(二)關於本館典藏品取得

及註銷之審議。 

(三)關於本館典藏品有關

珍貴動產標準之審

議。 

(四)關於本館典藏品管理

及維護相關作業規範

之審議。 

(五)關於本館庫房管理作

業要點之訂定及修

正。 

(六)關於本館典藏庫房管

理維護相關規範及改

善之審議。 

(七)其他與本館典藏管理

相關事宜。 

二、本會得審議下列事

項： 

(一)關於本館館藏發展政

策之訂定及修正。 

(二)關於本館典藏品取得

及註銷。 

(三)關於本館典藏品有關

珍貴動產之標準。 

(四)關於本館典藏品管理

及維護之相關作業規

範。 

(五)關於本館庫房管理作

業要點之訂定及修

正。 

(六)關於本館典藏庫房管

理維護之相關規範及

改善。 

(七)其他與本館典藏管理

相關事宜。 

刪除各款文字中「關

於」或「審議」等字，

以期文字精簡 

三、本會置委員 5 人至 9

人，二二八基金會執行長

為召集人，其餘成員由二

二八基金會董事長遴選

董事及其他相關領域之

學者專家共同組成。 

三、本會置委員 5 人至 9

人，執行長擔任召集人，

成員由真相研究小組董

事組成，必要時可外聘相

關領域之學者專家擔任

委員。 

三、本會置委員 5 人至 9

人，二二八基金會執行長

為召集人，其餘成員由二

二八基金會董事長遴選

董事及其他相關領域之

學者專家共同組成。 

本會加強借重專業

人才，故刪除由真相

研究小組董事組成

之規定 

四、本會委員任期為二

年，任期屆滿得續聘。新

聘委員因故無法產生

時，由原聘委員繼續執行

本會職務至新聘委員產

生時為止。 

四、本會委員任期為 2

年，任期屆滿得續聘。新

聘委員因故無法產生

時，由原聘委員繼續執行

本會審議事項，俟新聘委

員產生時終止。 

四、本會委員任期為二

年，任期屆滿得續聘。新

聘委員因故無法產生

時，由原聘委員繼續執行

本會職務至新聘委員產

生時為止。 

文字修正 

五、本會由召集人視需要

召開會議並擔任主席，如

因故無法出席，由委員互

推一人擔任主席。 

五、本會由召集人視需要

召開會議並擔任主席，如

因故無法出席，由委員互

推一人召集並主持會

五、本會由召集人視需要

召開會議並擔任主席，如

因故無法出席，由委員互

推一人擔任主席。 

行政業務係無須明

文訂定，故予以刪除

「本會行政業務由

本館第 2 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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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典藏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 

擬修正為 原規定 教育部意見 修正說明 

議。本會行政業務由本館

第 2 組辦理之。 

之」，另召集人並變

更，修正為「擔任主

席」 

六、本會開會時，應有二

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

得開會；決議應以出席委

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會

議之決議經董事長核定

後實施。 

六、本會開會時，應有二

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

得開會；出席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通過，始得決議。

會議之決議經董事長核

定後，交由本館相關單位

執行。 

六、本會開會時，應有二

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

得開會；決議應以出席委

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會

議之決議經董事長核定

後實施。 

作文字修正，以符合

多數決之原則  

七、本會開會時，得視需

要邀請有關單位及人員

列席報告或說明，或相關

領域學者專家協助。 

七、本會開會時，得視需

要邀請有關單位及人員

列席報告或說明，或相關

領域學者專家協助。 

七、本會開會時，得視需

要邀請有關單位及人員

列席報告或說明，或相關

領域學者專家協助。 

未修正 

八、本會之委員均為無給

職，但館外委員或學者專

家出列席本會，得依規定

支給出席費。 

八、本會之委員均為無給

職，但館外委員或學者專

家出列席本會，得依規定

支給出席費。 

八、本會之委員均為無給

職，但館外委員或學者專

家出列席本會，得依規定

支給出席費。 

未修正 

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

宜，依現行有關法令辦理

或經本會決議行之。 

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

宜，依現行有關法令辦理

或經本會決議行之。 

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

宜，依現行有關法令辦理

或經本會決議行之。 

未修正 

十、本要點經提報二二八

基金會董事會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十、本要點經提報財團法

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

會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並

報請教育部備查，修正時

亦同。 

十、本要點經提報二二八

基金會董事會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文字修正，並按教育

部之函示，刪除送部

備查之程序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典藏品蒐集作業要點 

擬修正為 原規定 教育部意見 修正說明 

一、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

紀念基金會（以下簡稱本

會）為經營管理二二八國

家紀念館（以下簡稱本

館），加強蒐藏二二八事

件相關歷史文物典藏

品，以充實館藏內涵，發

揚設置本館之宗旨及功

能，特訂定本要點。 

一、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

紀念基金會（以下簡稱本

會）為經營管理二二八國

家紀念館（以下簡稱本

館），加強蒐藏有關二二

八事件及相關歷史文物

典藏品，以充實館藏內

涵，發揚設置本館之宗旨

與功能，特訂定本要點。 

一、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

紀念基金會（以下簡稱本

會）為經營管理二二八國

家紀念館（以下簡稱本

館），加強蒐藏二二八事

件相關歷史文物典藏

品，以充實館藏內涵，發

揚設置本館之宗旨及功

能，特訂定本要點。 

文字修正 

二、本館主要之蒐藏範圍

為二二八相關歷史文

物，包括文件、檔案、相

片、著作、藝術品及其他

二、本館主要之蒐藏範圍

為二二八事件及相關歷

史文物，包括文件、檔

案、相片、著作、藝術品

二、本館主要之蒐藏範圍

為二二八相關歷史文

物，包括文件、檔案、

相片、著作、藝術品

文字予以精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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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典藏品蒐集作業要點 

擬修正為 原規定 教育部意見 修正說明 

經本會典藏管理委員會

審議認定具有典藏價值

之物品。 

及其他經本會典藏管理

委員會審議認定具有典

藏價值之物品。 

及其他經本會典藏管

理委員會審議認定具

有典藏價值之物品。 

三、本館典藏品之來源如

下： 

(一)移撥：公立機關(構)、

學校之藏品無償移交

或撥交予本館管理並

取得移轉清冊與證明

文件者。 

(二)採集：配合業務需要

或研究計畫自行蒐集

之藏品。 

(三)購藏：向國內外購得

之藏品。 

(四 )捐贈：無償接受私

人、機關(構)與學校團

體等之藏品，並取得

證明文件者。 

(五)交換：本館與其他機

關(構)交換取得之藏

品。 

(六)寄藏：經本館審議後

同意以契約接受外界

臨時存放之藏品。 

(七)其他：非屬上述各款

方式取得之藏品。 

三、本館典藏品的來源包

括： 

(一)移撥：公立機關(構)、

學校之藏品經由無償

移交或撥交給本館管

理並取得移轉清冊與

證明文件者。 

(二)採集：配合業務需要

或研究計畫自行蒐集

之藏品。 

(三)購藏：向國內外購得

之藏品。 

(四 )捐贈：無償接受私

人、機關(構)與學校團

體等之藏品，並取得

證明文件者。 

(五)交換：本館與其他機

關(構)交換取得之藏

品。 

(六)寄藏：經本館審議後

同意以契約接受外界

臨時存放之藏品。 

(七)其他：非屬上述各款

方式取得之藏品。 

三、本館典藏品之來源如

下： 

(一)移撥：公立機關(構)、

學校之藏品無償移交

或撥交予本館管理並

取得移轉清冊與證明

文件者。 

(二)採集：配合業務需要

或研究計畫自行蒐集

之藏品。 

(三)購藏：向國內外購得

之藏品。 

(四 )捐贈：無償接受私

人、機關(構)與學校團

體等之藏品，並取得

證明文件者。 

(五)交換：本館與其他機

關(構)交換取得之藏

品。 

(六)寄藏：經本館審議後

同意以契約接受外界

臨時存放之藏品。 

(七)其他：非屬上述各款

方式取得之藏品 

文字修正 

四、本館典藏品之取得原

則： 

(一)性質符合本館蒐藏範

圍。 

(二)來源明確、產權清楚

或取得過程符合現行法

令規定。 

(三 )涉及文化資產之處

理，應取得合法授權。 

(四)入藏後之使用或處置

不得具有特殊限制條件。 

四、本館典藏品之取得原

則： 

(一)性質符合本館蒐藏範

圍。 

(二)來源明確、產權清楚

或取得過程符合現行法

令規定。 

(三 )涉及文化資產之處

理，應取得合法授權。 

(四)入藏後之使用或處置

不得具有特殊限制條件。 

四、本館典藏品取得之審

議原則如下： 

(一)性質符合本館蒐藏範

圍。 

(二)來源明確、產權清楚

且取得過程符合現行法

令規定。 

(三 )涉及文化資產之處

理，應取得合法授權。 

(四)入藏後之使用或處置

不得具有特殊限制條件。 

文字修正 

五、本館典藏品取得之程

序，應經與典藏品性質相

關領域之學者專家初審

通過後，提交本會典藏管

理委員會審議通過，辦理

五、本館典藏品之取得，

需依典藏品性質邀集相

關領域學者專家辦理初

審通過後，再提交典藏管

理委員會審議通過，辦理

五、本館典藏品取得之程

序，應經與典藏品性質相

關領域之學者專家初審

通過後，提交典藏管理委

員會審議通過，辦理入藏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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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典藏品蒐集作業要點 

擬修正為 原規定 教育部意見 修正說明 

入藏程序。 入藏程序。 程序。 

六、依本要點所需之相關

作業程序另訂之，經本會

董事會通過後發布實

施，本要點未盡事宜，依

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六、依本要點所需之相關

作業程序另訂之，經本會

董事會通過後發布實

施，本要點未盡事宜，依

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六、依本要點所需之相關

作業程序另訂之，經本會

董事會通過後發布實

施，本要點未盡事宜，依

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未修正 

七、本要點經提報本會董

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七、本要點經提報本會董

事會通過後實施，並報請

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

同。 

七、本要點經提報本會董

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按教育部之函示，刪

除送部備查之程序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文物捐贈要點 

擬修正為 原規定 教育部意見 修正說明 

(名稱)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

念基金會文物捐贈要點 

(名稱)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

念基金會文物捐贈辦法 

(名稱)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

念基金會文物捐贈要點 

原「辦法」修正成「要

點」，條次修正為點

次 

一、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

紀念基金會(以下簡稱本

會)為經營管理二二八國

家紀念館 (以下簡稱本

館)，加強蒐集二二八事件

及相關歷史文物，對於國

內外各界熱心文化資產

保存人士，並多方策勵熱

心文化資產保存之人

士，敦請其捐贈各類具有

歷史、文化、及藝術價值

之文物，特訂定本要點。 

一、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

紀念基金會（以下簡稱本

會）為經營管理二二八國

家紀念館（以下簡稱本

館），加強蒐集二二八事

件及相關歷史文物，對於

國內外各界熱心文化資

產保存人士，擬多方策

勵，敦請自願捐贈各類具

有歷史、文化、及藝術價

值之文物（如文化資產保

存法施行細則第二條規

定），特訂定本辦法。 

一、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

紀念基金會(以下簡稱本

會)為經營管理二二八國

家紀念館 (以下簡稱本

館)，加強蒐集二二八事件

及相關歷史文物，對於國

內外各界熱心文化資產

保存人士，並多方策勵熱

心文化資產保存之人

士，敦請其捐贈各類具有

歷史、文化、及藝術價值

之文物，特訂定本要點。 

文字修正，引據《文

化資產保存法施行

細則》第 2 條係說明

本要點所稱文物為

何，惟原第 2 條已修

正為第 7 條，請參閱

備註。  

 

二、本會對各界捐贈之文

物，應經本會聘請文物鑑

定專家審慎評鑑，經評鑑

合格且適合本館藏展

者，始予接受。 

二、本會對各界捐贈之文

物，須經本會聘請文物鑑

定專家審慎評鑑，經評鑑

合格且適合本館藏展之

捐贈文物，始予接受，反

之，則予婉拒。 

二、本會對各界捐贈之文

物，應經本會聘請文物鑑

定專家審慎評鑑，經評鑑

合格且適合本館藏展

者，始予接受。 

文字精簡 

三、本會對於評鑑合格之

捐贈文物，應就文物之類

別、名稱、形制、用途等

項，作初步整理、說明

後，依規定辦理文物入藏

手續，移交典藏單位保

管、維護及運用。 

三、本會對於評鑑合格之

捐贈文物，應先由研究單

位就文物之類別、名稱、

形制、用途等項，作初步

整理、說明後，始依章辦

理文物入藏手續，移交典

藏單位保管、維護及運

三、本會對於評鑑合格之

捐贈文物，應就文物之類

別、名稱、形制、用途等

項，作初步整理、說明

後，依規定辦理文物入藏

手續，移交典藏單位保

管、維護及運用。 

本會未設置研究單

位，文字略微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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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文物捐贈要點 

擬修正為 原規定 教育部意見 修正說明 

用。 

四、本會對捐贈文物者，

得依其捐贈文物之重要

性以下列方式表揚之： 

(一)謝函。 

(二)感謝狀。 

(三)其他紀念品。 

 

四、本會對捐贈文物之各

界人士，為示感謝，得依

其捐贈文物之重要性予

以下列方式之表揚： 

一、謝函。 

二、感謝狀。 

三、榮譽徽章。 

四、製作捐贈紀念銅牌或

紀念品，並作永久陳

列。 

五、教育文化獎章。 

前項第一至第四款之表

揚由本會自行頒贈，第五

款之表揚由本會擬定具

體捐贈事實，報請教育部

鑑核後，由教育部頒贈。 

四、本會對捐贈文物者，

得依其捐贈文物之重要

性以下列方式表揚之： 

(一)謝函。 

(二)感謝狀。 

(三)其他紀念品。 

 

簡化表揚方式，予以

刪除「榮譽徽章」及

「教育文化獎章」 

五、本會對於各界捐贈之

文物，得出具證明，說明

捐贈之內容及數量。 

五、本會對於各界捐贈之

文物，得出具證明，說明

捐贈之內容、數量及其價

值，以供捐贈者依相關稅

法規定作抵繳所得稅之

用。 

五、本會對於各界捐贈之

文物，得出具證明，說明

捐贈之內容及數量。 

刪除出具捐贈文物

之價值部分 

六、本會對於各界捐贈且

已辦理入藏之文物，經有

計畫之整理後，得選擇適

當時機或配合本館相關

展覽予以展出，並函邀捐

贈者來館參觀，藉以昭信

社會，並期策勵社會各界

效法。 

六、本會對於各界捐贈且

已辦理入藏之文物，經有

計畫之整理後，得選擇適

當時機或配合本館相關

展覽予以展出，並函邀捐

贈者來館參觀，藉以昭信

社會，並期策勵社會各界

效法。 

六、本會對於各界捐贈且

已辦理入藏之文物，經有

計畫之整理後，得選擇適

當時機或配合本館相關

展覽予以展出，並函邀捐

贈者來館參觀，藉以昭信

社會，並期策勵社會各界

效法。 

未修正 

七、本要點經提報本會董

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七、本辦法經提報財團法

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

會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並

報請教育部備查，修正時

亦同。 

七、本要點經提報本會董

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文字修正，並按教育

部之函示，刪除送部

備查之程序 

備註：《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七條： 

 本法第三條第六款所稱藝術作品，指應用各類材料創作具賞析價值之藝術品，包括書法、

繪畫、織繡等平面藝術與陶瓷、雕塑品等。 

 本法第三條第六款所稱生活及儀禮器物，指各類材質製作之日用器皿、信仰及禮儀用品、

娛樂器皿、工具等，包括飲食器具、禮器、樂器、兵器、衣飾、貨幣、文玩、家具、印璽、

舟車、工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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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第三條第六款所定圖書文獻，包括圖書、文獻、證件、手稿、影音資料等文物。 

 

▲決議：三項要點修正後通過。 

 

案三、「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組織設置要點」草案討論案 

說明： 

一、行政院於 95 年 7 月及 96 年 6 月指示以台北市南海路 54

號(原台灣教育會館)作為「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設置地點，

並請教育部為籌設主管機關，交由二二八基金會經營管

理，於 96 年 2 月 28 日正式掛牌、97 年 2 月 28 日局部開

館舉辦特展、98 年 2 月 28 日全面開館，持續「二二八事

件處理及賠償條例」所賦予之任務外，未來應以歷史文物

蒐集、典藏展示、轉型正義及人權維護之國際經驗交流

等，作為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之功能。 

二、依據上開指示，本會受教育部之委託，簽訂行政契約方式，

自 96 年 4 月 1 日起至 116 年 3 月 31 日止，共 20 年，負責

經營管理紀念館。  

三、據此，本會原擬具「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組織規程」及「辦

事細則」草案於第 124 次董事會(96、6、20)修正通過在案，

嗣經與教育部聯繫後表示，按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規

程」係屬機關發布之命令，而紀念館組織由本會會務人員

兼任，故似有未妥，建議本會修改。本會再擬具「二二八

國家紀念館組織設置要點」草案，提經本會第 6 屆第 4 次

董事會(96、12、26)討論，會中與會主管機關代表周燦德董

事建議，國家紀念館以任務導向為主，與其他研究型之博

物館不同，建議館務似無必要設置研究員及副研究員，相

關研究可以專案委外辦理，以節省人事成本，其次，本會

研擬草案時，可請教育部法規會人員協助。 

四、教育部函示對本會之監督著重在是否落實執行其委託內容

之功能面，至於本會內部運作實體面，則不予干涉，惟建

議本會擬具相關辦法宜先邀集法制專家與相關單位研議後

再提報董事會討論，無須再送部核備；此外，應增訂適用

期間與廢止同「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管理維護行政契約。 

六、 本會亦於 4 月 10 日召開專案研討會議，計有朱立熙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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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振隆執行長、教育部社教司朱玉葉科長、龔東昇專員、

教育部法規會蔡甫欣主任、國史館黎中光主任秘書、及本

會鄭文勇兼任秘書出席，並由楊執行長擔任主席，討論後

提出以下草案，請討論。 

 

點次 草案內容 說明 會中修正意見 

 

名稱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組織要點 
要點名稱；二二八國家紀

念館係教育部以行政契

約方式委託本會管理，本

要點係屬二二八基金會

之內規 

無 

一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以下簡稱本

館）為推動二二八事件相關之教

育推廣、典藏、研究及展示等業

務，特訂定本要點。 

本館業務由教育部委託財團法人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以下簡

稱本會)經營管理之。 

要點之依據，及設立宗旨 無 

二 本館設下列四組，掌理有關事項： 

(一)教育組：二二八事件真相調

查、學術研究與出版、教育活

動之規劃執行及國內外館際

交流等事項。 

(二 )展覽組：展演主題規劃設

計、導覽及辦理志工培訓等事

項。 

(三)文物組：二二八相關文物與

圖書之蒐集、典藏及開放應用

等事項。 

(四)行政組：本館營運管理計畫

之研擬、評估、公共關係、研

考、法制、印信、文書、總務、

出納，及其他不屬於前三款所

定各組之事項。 

紀念館組織之分組與掌

理事項 

無 

三 本館置館長一人，由本會執行長

兼任，綜理館務，並指揮監督所

屬員工。 

館長之權責 本館置館長一人，綜理館務，並

指揮監督所屬員工。 

前項館長由本會執行長兼任。 

四 本館置副館長、秘書各一人，專

任或兼任；各組置組長一人，專

任；專員、組員，十一人至十六

人，專任。 

前項副館長、秘書由本會執行長

提請董事長同意後聘任之；其餘

館務人員組織編制 本館置副館長、秘書各一人；各

組置組長一人，專員、組員十一

人至十六人，專任或兼任。 

前項副館長、秘書及組長由館長

提請本會董事長同意後聘任

之；其餘人員由館長聘任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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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次 草案內容 說明 會中修正意見 

人員由館長聘任之。解任時亦同。 任時亦同。 

五 本館為應業務需要得設各種委員

會，聘請學者專家擔任委員，委

員均為無給職，但得酌支出席費

或交通費。 

各種委員會之設置 無 

六 本要點經本會董事會通過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於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管理

維護行政契約屆滿時廢止。 

本要點適用與執行期間

之規定 

無 

 

▲決議：第四點人員之晉用修正為「專任或兼任」，以保持人事上

之彈性，其次，統一第三點與第四點之體例，其餘照案通過，

詳見附件 2。 

伍、臨時動議：  

提案一：舉辦第一屆台韓人權論壇討論案 

說明： 

近來我國國情與鄰近韓國相近，兩國均逢政權交替之際，

因此，擬於 10 月 4 日邀請韓國「光州 518 財團」、「濟州 43 研

究所」等相關單位共同舉行「台韓人權論壇：政權輪替與轉型

正義」，俾增進兩國人權相關經驗的交流；本論壇預計邀請 Sara 

Bloomfield(美國華盛頓猶太大屠殺博物館館長)、宋基寅神父(韓

國「為求真相與和解之過去史整理委員會」前委員長)擔任

Keynote Speaker，邀請機構參考名單如下： 

台方相關機構 韓方相關機構 

二二八基金會（董事長：陳錦煌） 國家人權委員會（委員長：安京煥

教授） 

台灣民主基金會（執行長：林文程

教授） 

為求真相與和解之過去史整理委

員會（委員長：安炳旭教授）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總會（理事長：

李勝雄律師） 

民主化運動紀念事業會（理事長：

咸世雄神父） 

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劉靜怡教

授） 

促進民主社會之律師同好會（會

長：李錫兌律師）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董事長：黃

瑞明律師） 

公益人權法律中心（首爾大學：韓

寅燮教授；慶北大學：李載興教授） 

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 518 財團（理事長：李洪吉） 

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長：范雲教 全南大學 518 研究所（所長：崔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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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萬） 

陳文成基金會 濟州 43 研究所（所長：朴贊植教

授） 

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 釜山民主化運動協議會 

 天主教人權委員會 

 人權運動 Sarangbang（會客室） 

 

籌備小組：朱立熙(政大韓文系*)、陳儀深(中央研究院*)、

陳志龍(台大法律系*)、薛化元(政大台史所）*、林明德(中央研

究院*)、黃秀政(中興歷史系*)、李筱峰(台北教育大學)、黃長

玲(台大政治系)、林元輝(政大新聞系)、黃文雄(前國策顧問)、

蕭新煌(中央研究院)、（有*號為本會董事） 

 

▲決議：請儘速完成相關計畫並向有關單位(如：教育部、外交部

等)申請補助經費，各位若對本案有其他指教或修正意見，請隨

時提供籌備小組參辦。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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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典藏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 

2007 年 4 月 25 日本會第 122 次董監事會議制訂 

2008 年 4 月 24 日第 6 屆第 6 次董事會修正 

 

一、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以下簡稱二二八基金會)為經營管理二

二八國家紀念館(以下簡稱本館)，辦理典藏品之典藏管理業務，特設二

二八國家紀念館典藏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二、本會得審議下列事項： 

(一)本館館藏發展政策之訂定及修正。 

(二)本館典藏品取得及註銷。 

(三)本館典藏品有關珍貴物之標準。 

(四)本館典藏品管理及維護之相關作業規範。 

(五)本館庫房管理作業要點之訂定及修正。 

(六)本館典藏庫房管理維護之相關規範及改善。 

(七)其他與本館典藏管理相關事宜。 

三、本會置委員 5 人至 9 人，二二八基金會執行長為召集人，其餘成員由

二二八基金會董事長遴選董事及其他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共同組成。 

四、本會委員任期為二年，任期屆滿得續聘。新聘委員因故無法產生時，

由原聘委員繼續執行本會職務至新聘委員產生時為止。 

五、本會由召集人視需要召開會議並擔任主席，如因故無法出席，由委員

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六、本會開會時，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決議應以出席

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會議之決議經董事長核定後實施。 

七、本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單位及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或相關

領域學者專家協助。 

八、本會之委員均為無給職，但館外委員或學者專家出列席本會，得依規

定支給出席費。 

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現行有關法令辦理或經本會決議行之。 

十、本要點經提報二二八基金會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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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典藏品蒐集作業要點 

2007 年 4 月 25 日本會第 122 次董監事會議制訂 

2008 年 4 月 24 日第 6 屆第 6 次董事會修正 

 

一、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經營管

理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以下簡稱本館），加強蒐藏二二八事件

相關歷史文物典藏品，以充實館藏內涵，發揚設置本館之宗

旨及功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館主要之蒐藏範圍為二二八相關歷史文物，包括文件、檔

案、相片、著作、藝術品及其他經本會典藏管理委員會審議

認定具有典藏價值之物品。 

三、本館典藏品之來源如下： 

(一)移撥：公立機關(構)、學校之藏品無償移交或撥交予本館

管理並取得移轉清冊與證明文件者。 

(二)採集：配合業務需要或研究計畫自行蒐集之藏品。 

(三)購藏：向國內外購得之藏品。 

(四)捐贈：無償接受私人、機關(構)與學校團體等之藏品，並

取得證明文件者。 

(五)交換：本館與其他機關(構)交換取得之藏品。 

(六)寄藏：經本館審議後同意以契約接受外界臨時存放之藏

品。 

(七)其他：非屬上述各款方式取得之藏品。 

四、本館典藏品之取得原則： 

(一)性質符合本館蒐藏範圍。 

(二)來源明確、產權清楚或取得過程符合現行法令規定。 

(三)涉及文化資產之處理，應取得合法授權。 

(四)入藏後之使用或處置不得具有特殊限制條件。 

五、本館典藏品取得之程序，應經與典藏品性質相關領域之學者

專家初審通過後，提交本會典藏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辦理

入藏程序。 

六、依本要點所需之相關作業程序另訂之，經本會董事會通過後

發布實施，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經提報本會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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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文物捐贈要點 
2007 年 4 月 25 日本會第 122 次董監事會議制訂 

2008 年 4 月 24 日第 6 屆第 6 次董事會修正 

 
 

一、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經營管理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以下簡稱本館)，加強蒐集二二八事件及

相關歷史文物，對於國內外各界熱心文化資產保存人士，並

多方策勵熱心文化資產保存之人士，敦請其捐贈各類具有歷

史、文化、及藝術價值之文物，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會對各界捐贈之文物，應經本會聘請文物鑑定專家審慎評

鑑，經評鑑合格且適合本館藏展者，始予接受。 

三、 本會對於評鑑合格之捐贈文物，應就文物之類別、名稱、形

制、用途等項，作初步整理、說明後，依規定辦理文物入藏

手續，移交典藏單位保管、維護及運用。 

四、 本會對捐贈文物者，得依其捐贈文物之重要性以下列方式表

揚之： 

(一)謝函。 

(二)感謝狀。 

(三)其他紀念品。 

五、本會對於各界捐贈之文物，得出具證明，說明捐贈之內容及

數量。 

六、 本會對於各界捐贈且已辦理入藏之文物，經有計畫之整理

後，得選擇適當時機或配合本館相關展覽予以展出，並函邀

捐贈者來館參觀，藉以昭信社會，並期策勵社會各界效法。 

七、 本要點經提報本會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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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組織要點 

2008 年 4 月 24 日第 6 屆第 6 次董事會制訂 

 

一、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以下簡稱本館)為推動二二八事件相關之

教育推廣、典藏、研究及展示等業務，特訂定本要點。 

本館業務由教育部委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以

下簡稱本會)經營管理之。 

二、本館設下列四組，掌理有關事項： 

(一)教育組：二二八事件真相調查、學術研究與出版、教育

活動之規劃執行及國內外館際交流等事項。 

(二)展覽組：展演主題規劃設計、導覽及辦理志工培訓等事

項。 

(三)文物組：二二八相關文物與圖書之蒐集、典藏及開放應

用等事項。 

(四)行政組：本館營運管理計畫之研擬、評估、公共關係、

研考、法制、印信、文書、總務、出納，及其他不屬於

前三款所定各組之事項。 

三、本館置館長一人，綜理館務，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 

前項館長由本會執行長兼任。 

四、本館置副館長、秘書各一人；各組置組長一人，專員、組員

十一人至十六人，專任或兼任。 

前項副館長、秘書及組長由館長提請本會董事長同意後聘任

之；其餘人員由館長聘任之。解任時亦同。 

五、本館為應業務需要得設各種委員會，聘請學者專家擔任委員，

委員均為無給職，但得酌支出席費或交通費。 

六、本要點經本會董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於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管理維護行政契約屆滿時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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