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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第九十四次董監事會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九十三年五月廿五日下午四時卅分 

地點：台北市北平西路三號五樓︵台鐵大樓第二會議室︶ 

主席：陳董事長錦煌                                    紀錄：陳香如 

出席人員：︵依姓氏筆劃排序︶ 

董  事 陳錦煌 陳河東 

 王芬芳 陳儀深 

 呂木琳︵請假︶ 黃文雄 

 李榮昌 黃秀政 

 高李麗珍 歐陽文 

 翁修恭 薛化元 

 張炎憲 謝文定 

 許應深︵請假︶ 鍾逸人                  共計十四位董事出席 

監  事： 吳水源  俞邵武                    

 吳清平 共計三位監事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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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人員：   

基金會：李執行長旺台︵請假︶、柳處長照遠、曾處長美麗、劉專員玉錦 

兼任副執行長：楊振隆、內政部謝司長愛齡 

兼任秘書：內政部江專門委員國仁、鄭文勇 

法律顧問：錢檢察官漢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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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席致詞：︵略︶ 

貳、第九十三次會議紀錄 

▼  決定：確認。 

參、報告事項：  

一、董事長報告： 

由行政院文建會和本會共同贊助台視拍攝製作的年度歷史大戲﹁台灣百合﹂，於五月十三日下午

三時假文建會藝文廳舉行試播記者會，本人、陳主委郁秀、鄭總經理優分別代表本會、文建會、

台視等三個合作單位，向媒體表達拍攝該部大型歷史連續劇之緣起動機與目的意義。當天除了導

演、演員們出席記者會外，並有本會歐陽董事文、鍾董事逸人以受難者本人現身說法，鼓勵、肯

定並感謝全體參與製作演出的團隊之用心與辛勞付出。該部戲已完成一半之拍攝進度，目前正於

白沙灣搭建的綠島監獄歷史重現地點拍戲，預定於今年九月播出。 

二、李執行長報告： 

︵一︶委託公視拍製之二二八事件紀錄片案：製作委員會於五月十五日下午三時，假公共電視召開第

二次會議，會中除了針對紀錄片腳本提出諸多修改意見外，並溝通影像呈現、歷史詮釋的模式，

俾使紀錄片能兼具史實、教育與藝術等多重功能。 

︵二︶桃園二二八關懷協會籌備委員會目前正緊鑼密鼓進行立案工作，預定於六月上旬舉辦成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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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籌備工作執行人游景麟先生認真用心，常與本會保持聯繫與溝通，基於鼓勵地方團體正常
發展運作，本會隨時予與必要行政支援。 

︵三︶依據上次董事會之決議，組成﹁二二八中樞紀念儀式專案研議小組﹂，於五月十九日下午三時

召開第一次會議，商討未來籌辦二二八紀念儀式之形式方向，獲下列共識： 

１舉辦地點仍採二二八重要現場輪替舉辦原則，過程簡單隆重即可，不再委請公關公司辦理，

詳細執行方式，六月底前提出。 

２為提升紀念儀式之位階，本會幕僚將先行分別與總統府、行政院溝通由其領銜或主導之可行

性，再分析評估並研提相關方案送交董事會討論。 

３二二八紀念日前後應結合社會上相關團體舉辦系列藝文或文史活動，但徵案與補助作業應在

每年九月︵即半年前︶即展開。 

４與﹁二二八守護台灣大聯盟﹂之間，循今年之互動模式進行。 

三、業務處報告 

︵一︶九十三年五月十七日下午舉行董事會預審小組第一○四次會議，計有：鍾逸人、歐陽文、黃秀

政、翁修恭、謝文定五位董事出席，請鍾董事逸人擔任主席，業務處送審案件共十八件，審查

結果為：成立案件九件，不成立案件七件，繼續調查案件二件。以上成立案件及不成立案件計

有十六件，已列入討論事項第一案。 

︵二︶編號二五四九（廖春田）異議案，決議詳查實際羈押期間後再予審議。。 

四、行政處報告 

︵一︶ 關於補償金發放情形：截至第九十二次董監事會議審核通過並完成公告之補償金申請案共二

千九十八件，實際應核發金額為七十億一千三百二十二萬八千三百十六元，應受領人數為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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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六百四十八人；至五月十八日止，已受領人數為八千五百二十一人，未受領人數為一百二

十七人，已發放金額合計六十九億五千二百六十八萬七千三百九十八元，未領金額計六千五

十四萬九百十八元。 

︵二︶ 參酌九十一年三月廿八日修正之﹁公務人員請假規則﹂修正本會員工請假規則，於請假款項

中增列女性同仁得請﹁生理假乙日﹂︵第二條條文︶，並刪除因考績丙等、記大過或留職停

薪未辦年終考績者不予休假之規定︵第八條條文︶，新舊條文對照表詳見︵附件一︶。 

五、企劃處報告 

︵一︶為強化本會與二二八家屬之溝通與互動，分區規劃聯誼活動： 

１﹁雲嘉南地區二二八家屬聯誼活動﹂：於五月廿二日舉辦，共一百餘人報名參加。當天由高

李麗珍董事及李執行長率隊，前往高雄美濃進行當地特有的客家文史古蹟及美食之旅，深獲

參加者之好評與肯定，均期盼此類活動今後能持續辦理。 

２﹁高屏地區二二八家屬聯誼活動﹂：預計於六月十八日舉行，活動地點為有﹁蓮花鄉﹂之稱

的台南縣白河及其鄰近之關仔嶺風景區。此項活動目前正開放家屬報名中，歡迎各位董監事

不吝指導並共襄盛舉。 

︵二︶本會辦理二二八受難者及其家屬三節撫助金之申請，已於四月三十日截止收件，共計有二百零

一人申請，其中檢附中低收入戶及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即符合資格者︶約佔六成。 

︵三︶依據上︵九十四︶次董事會決議，本會特敦請教育部高教司何副司長卓飛協助完成﹁二二八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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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獎︵助︶學金申請辦法﹂修正草案原提案內容之文字修正工作，並再次提送本次董事會議討

論。 

※薛董事化元發言： 

︵一︶九十四擬實施之高中歷史課程綱要目前仍未定案，正值新部長甫上任之際，建議本會再組成

小組前往拜會，並商議有關推動增加戰後台灣史之章節事宜。 

︵二︶前年本會印製之﹁教學手冊﹂廣獲各級學校老師的肯定，建請本會再版發行。 

※有關﹁二二八中樞紀念儀式專案研議小組﹂結論，綜合會中董事發言意見： 

︵一︶紀念儀式除力求簡單隆重、莊嚴之外，亦得考慮如何與當時的時空背景串連起來，彰顯其歷史

價值，尤其在政黨輪替後，更應該表現出更具前瞻性與社會教育意義。 

︵二︶現在是專業分工的時代，委請公關公司辦理活動，可全盤整合規劃，並作系列的完整配套。因

此對於專案小組不委請公關公司辦理之共識，可再詳予考慮。 

︵三︶過去參加中樞紀念儀式之對象，以受難者及其家屬居多，為確實發揮社會與學校教育相結合，

應鼓勵廣大年輕學子參與；惟目前國內只有十月十日雙十節強制學生出席國家慶典，此係依據

行政命令之規定，其餘如擬援照辦理恐於法無據。對此，建議可以透過各地縣市政府教育局、

教師會或其他社團鼓勵配合辦理。 

︵四︶預計今年度在台視推出的﹁台灣百合﹂連續劇，以及明年出版之﹁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報告﹂

應一併納入整體規劃為明年度系列二二八紀念活動。 

▼決定：１有關各董事對中樞紀念儀式的建議，請業管單位研辦。 



 

７
 

    ２有關拜會新任教育部長乙節，請儘快安排促成。 

 

肆、討論事項 

一、二二八事件受難者補償金申請案提請董監事會議審查。 

說明： 

董事會預審小組一○四次會議，業務處共送審十八件申請案，會議決議情形如左： 

︵一︶通過失蹤、傷殘、羈押等案件九件 

︵二︶不成立案件七件 

以上成立及不成立案件合計十六件，提請董監事會議審查。 

▼決議：１總計審查通過申請案九件，其案件編號、受難者姓名、核定受難事實、核定補償基數，列

表說明如左。 

案件編號 受難者姓名 受難事實 補償基數 

○二五四二 廖石頭 失蹤︵無法定繼承人︶ 八 

○二五一○ 張鎬爝 傷殘、遭受羈押、健康名譽受損 五 

○二五一二 張鎬炘 傷殘、遭受羈押、健康名譽受損 五 

○二五三九 陳蓮土 傷殘、遭受羈押、財物損失、健康名譽受損 十一 

○二五五九 周甘霧 傷殘、遭受徒刑執行、健康名譽受損 十三 

○二五六一 林桂財 傷殘、遭受羈押、健康名譽受損 十七 

○二五六四 黃  頂 傷殘、遭受徒刑執行、健康名譽受損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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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九八 蔡孫 美 傷殘、健康名譽受損、其他 廿二 

○二五九九 莊金鵬 傷殘、遭受羈押、健康名譽受損 十三 

    ２編號○二三一三、○二三一四、○二四六六案證據不足，○二五三○、○二五三一、○二

五三八、○二五七五案不符法定要件，不予成立。 

 

二、二二八事件受難案件「處理報告書」提請董監事會議審查。 

說明： 

九十三年五月十七日舉行二二八事件受難案件處理報告研討會第十次會議，審查通過三十件受難案

件處理報告書，提請董監事會議審查。 

▼決議：總計審查通過申請案三十件，其案件編號、受難者姓名如左： 
案件編號 受難者姓名 案件編號 受難者姓名 案件編號 受難者姓名 案件編號 受難者姓名 

○○五九六 楊金殿 ○○八三六 易寄草 ○○○九六 許朝宗  ○一一○六 曾阿炳 

○一五六○ 蘇金龍 ○一四三一 黃德性 ○○五一八 吳溪水 ○○五四二 陳徐源 

○一六六八 周清榮 ○○九○七 簡華國 ○○四三七 謝朝興 ○一三九六 李應彰 

○一五六七 陳招陽 ○一八七九 邱  振 ○一九六一 潘條木 ○○一六三 許錫謙 

○一二六九 余振明 ○○二八七 黃英泰 ○二○四○ 林蔡桐 ○二○八七 鄭火鳳 

○一二七○ 余振基 ○一八九一 葉  海 ○一七五四 陳在桂 ○○五九九 陳長庚 

○○四六九 蔡維源 ○一九九四 黃士榮 ○一九二○ 管東營   

○一一一六 陳木桂 ○○三八五 林惠澤 ○一○六一 楊金水   

 

三、「二二八紀念獎(助)學金申請辦法」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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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依據第九十三次董監事會議決議辦理： 

    １特殊組之申請資格係以低收入戶、身心障礙之學生，人數較少，亦確需照顧，獎學金金額提高

為四萬元。 

  ２同意本案修正原則，包含排除具經濟能力之在職人士(在職專班及具留職留薪身分者)、明訂各

級學校之修業年限；惟修正文字請業管單位請教相關專家提下次會議再議。 

︵二︶特殊組之申請資格明訂為低收入戶、申請人或撫養申請人之親屬為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及其他

經評審委員認可之特殊情形者。為達照顧之目的，特殊組獎學金修正為每名每學年四萬元。 

︵三︶本會業請教育部高教司何副司長卓飛就上開草案作文字之修正。 

二  二  八  紀  念  獎   ( 助 )  學  金  修  正  對  照  表 

修正後條文內容 原條文內容 說明 
第二條 獎（助）對象為經「財團法人二二八

事件紀念基金會」調查認定公布在

案，確為二二八事件受難者之直系血

親卑親屬，就讀經教育部核定有案或

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正規學校

(除研究所組碩士在職專班或進修班

之學生外)，具有正式學籍，現仍在學

之肄業學生。 

第二條 獎（助）對象為經「財團法人二二八

事件紀念基金會」調查認定公布在

案，確為二二八事件受難者之直系血

親卑親屬，就讀經教育部核定有案或

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正規學校，

具有正式學籍，現仍在學之肄業學生。 

 

排除具有經濟能力之在職進修者，以使有限

的經費預算之運用符合社會公平正義原則。 

第三條 獎學金名額與金額 

一、獎學金一般組  

（一）研究所組七十名，每名每學

年新台幣二萬元整。 

（二）大專組(包括大學院校、二

第三條 獎學金名額與金額 

一、獎學金一般組  

（一）研究所組七十名，每名每學

年新台幣二萬元整。 

（二）大專組(包括大學院校、二

一、 依據本年度評審小組之建議修改，明

訂修業年限，以使資源之分配更具公

平及合理性。 

二、 依據第九十三次董監事會議決議，將

特殊組金額增加為四萬元，以達到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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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及五專四、五年級)二百

名，每名每學年新台幣一萬五

千元整。 

（三）高中、高職組(含五專一、

二、三年級)一百名，每名每

學年新台幣一萬元整。 

前項各組均以學業成績為審核取

捨標準，如各類組有二人以上達

最低錄取分數時，評審委員得視

情況增減名額。 

如超過正常學制之正常修業年

限(研究所組博士班以四年為

限；碩士班以二年為限；其餘依

正常學制之規定) 者，不得申請 

獎學金，但可申請助學金。 

各組依國內外申請人數比例、學

業成績分開評比。 

二、獎學金特殊組 

研究所、大專及高中、職學生共

二十名，每名每學年新台幣四萬

元整。 

特殊組以特殊狀況及學業成績一

併考量。 

前開第一、二款獎勵名額，得由董事會

視需要調整之。 

專及五專四、五年級)二百

名，每名每學年新台幣一萬五

千元整。 

（三）高中、高職組(含五專一、

二、三年級)一百名，每名每

學年新台幣一萬元整。 

前項各組均以學業成績為審核取

捨標準，如超過給獎名額，學業

成績相同者，以高年級者為優

先。同年級成績相同者，以抽籤

決定。 

各組依國內外申請人數比例、學

業成績分開評比。 

二、獎學金特殊組 

研究所、大專及高中、職學生共

二十名，每名每學年新台幣二萬

元整。 

特殊組以特殊狀況及學業成績一

併考量。 

前開第一、二款獎勵名額，得由董事會

視需要調整之。 

 

 

顧之目的。 

三、 依據教育部高教司之建議： 

目前各大學校院學士班依據大學法第

二十三條規定訂定大學各學系修業期

限後報教育部，貴會於審核時可依據各

校學則規定之修業期限。 

 

第四條  申請資格  

一、現就讀研究所、大專(包括大學院

校、二專及五專四、五年級)、高

第四條  申請資格  

一、現就讀研究所、大專(包括大學院

校、二專及五專四、五年級)、高

一、 明定國外高中生申請之修業年限。 

二、 依據本年度評審小組之建議修改，使

之確實照顧到經濟弱勢之特殊家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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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高中以十年級至十二年

級為限)、高職(含五專一、二、三

年級)學生，符合第二條獎(助)條

件，操行乙等以上或經學校證明品

行優良，上學期成績研究所七十八

分以上；高中職及大專六十八分以

上（國外成績研究所 B-；高中職

及大專 C以上），各科學業成績無

不及格者。 

二、獎(助)學金特殊組：經縣、市政府

核定有案之低收入戶、申請人或

撫養申請人之親屬為中度以上身

心障礙者及其他經評審委員認可

之特殊情形者，符合第二條及第四

條第一款規定之各級學生。 

三、研究所學生須於申請當時之上學期

有修習課程，並有學科成績者。 

 

中、高職(含五專一、二、三年級)

學生，符合第二條獎(助)條件，操

行乙等以上或經學校證明品行優

良，上學期成績研究所七十八分以

上；高中職及大專六十八分以上

（國外成績研究所 B-；高中職及

大專 C以上），各科學業成績無不

及格者。 

二、獎(助)學金特殊組：經縣、市政府

核定有案之中、低收入戶之生活補

助戶、身心障礙之學生，符合第二

條及第四條第一款規定之各級學

生。 

三、研究所學生須於申請當時之上學期

有修習課程，並有學科成績者。 

 

女的就學機會。 

第六條  申請手續及應繳文件  

一、填具申請書乙份。 

二、足資證明係二二八事件受難者之直

系血親卑親屬之戶籍謄本或戶口

名簿影本。 

三、上學期成績證明文件正本乙份。國

外須以學校開立未經拆封之在學

成績，並由學校開立現仍在學之證

明文件。 

四、就讀國外學校須檢送修業滿一學期

第六條  申請手續及應繳文件  

一、填具申請書乙份。 

二、足資證明係二二八事件受難者之直

系血親卑親屬之戶籍謄本或戶口

名簿影本。 

三、上學期成績證明文件正本乙份。國

外須以學校開立未經拆封之在學

成績，並由學校開立現仍在學之證

明文件。 

四、就讀國外學校須檢送修業滿一學期

因本會會址遷移，修正寄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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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ester)或二個學季(quarter)

以上之成績證明。 

五、現就讀學校學生證（蓋有下學期已

註冊之章戳）影本或在學證明乙

份。 

六、申請獎（助）學金特殊組，須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 

七、各類組初次申請人均需附一篇：「在

我家族發生的二二八事件之經過

及影響」書面報告 500至 1000字。  

前項文件依序裝訂後，請寄「臺北市北

平西路三號三樓三○二一室 財團法

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收。  

經審核如有證件不全或不實者，概不受

理。 

(semester)或二個學季(quarter)

以上之成績證明。 

五、現就讀學校學生證（蓋有下學期已

註冊之章戳）影本或在學證明乙

份。 

六、申請獎（助）學金特殊組，須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 

七、各類組初次申請人均需附一篇：「在

我家族發生的二二八事件之經過

及影響」書面報告 500至 1000字。  

前項文件依序裝訂後，請寄「臺北市忠

孝東路一段八十五號九樓 財團法人二

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收。  

經審核如有證件不全或不實者，概不受

理。 

 

▼決議：第二條增修部分修正為﹁除研究所組碩士在職專班或留職留薪之學生外﹂，餘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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