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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第九十二次董監事會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九十三年三月廿三日下午三時 

地點：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八十五號九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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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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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逸人                   共計十四位董事出席 

監  事： 吳水源  俞邵武︵請假︶                    

 吳清平 共計二位監事出席 

列席人員：   

基金會：李執行長旺台、柳處長照遠、曾處長美麗、詹兼主任德松 

兼任副執行長：楊振隆、何進財、謝愛齡 

兼任秘書：江國仁、鄭文勇 

 



 

２
 

壹、主席致詞：︵略︶ 

貳、第九十一次會議紀錄 
▼  決定：確認。 

參、報告事項：  
一、董事長報告： 

︵一︶二二八事件五十七週年，本會主協辦系列紀念活動均成功圓滿落幕，非常感謝所有董監事、會

務人員以及諸多熱心家屬的參與。 

︵二︶二二八國家紀念公園開發案：由嘉義市政府聯合本會向行政院爭取，經行政院召集經建會、主

計處、內政部、財政部等相關單位開過數次協商會議後，確定由內政部負責主導。目前內政部

已研提該案開發計畫書報請行政院鑒核中，其經費總預算為九億二千萬元︵其中用地取得經費

為八億二千萬元，規劃設計與設施建設經費為一億元︶，自九十三至九十六年間，由內政部分

年分期編列預算補助嘉義市政府執行完工。計畫書中並建議紀念公園之後續管理維護，由嘉義

市政府負責，或委託本會代為經營管理。 

︵三︶本會補助拍製之歷史連續劇﹁台灣百合﹂，三月十日於高雄橋仔頭的台糖廠址，拍攝二二八事

件中，死傷最慘重的高雄要塞事件，劇組為求還原當時的歷史場景與情境，特別動員三百個臨

時演員拍攝這場大戲，於民間租借卡車及吉普車，設法將其改裝成軍用卡車之模樣，並找來爆

破小組準備拍攝大場面序幕戲；本人及鍾逸人、歐陽文董事三人代表本會出席。 

二、李執行長報告： 

︵一︶辦公室遷移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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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會將自四月一日遷移至火車站台鐵大樓三樓辦公，新會址目前已委請廠商進行簡單的隔間

及裝修工程，為遵照行政院配合業務精簡之指示，將使用之辦公空間減縮為現有之三分之二

左右，至於每個月召開之董事會則租借台鐵大樓六樓會議室使用。 

２修正本會捐助暨組織章程：因應辦公室遷移，修正本會組織暨捐助章程第四條條文︵主事務

所位址︶，通過後擬報請主管機關內政部核准，再予進行法人變更登記等相關事項；修正條

文前後對照表如左： 
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本會之主事務所設於台北市北平

西路三號三樓三○二一室。 

本會之主事務所設於台北市忠孝

東路一段八十五號九樓。 

辦公室遷移 

︵二︶本會與公視聯合組成的二二八事件紀錄片製作委員會，預定於四月五日下午三點，假公共電視

召開第一次會議，會中將由鄭文堂導演說明企劃方向，並共同商討籌拍工作之相關事務。該紀

錄片預定於今年底製作完成。 

︵三︶特整理董監事歷次會議之發言紀要辦理情形如左：（原編號○○九已確認，故不再列述）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監事會發言紀要及辦理情形 
編號 發言紀要 發言人 辦理情形 承辦單位 備註 

○○六 
多利用多媒體傳播視訊系統，例如網站的裝設，設

計更廣泛更豐富的資料，以吸引更多年輕朋友族群 

張董事炎憲 

(86次董事會) 
已委請廠商重新建構中。 

企畫處 

行政處 
 

○一三 請政府比照榮民眷，專案給予二二八家屬醫療補助 
李董事榮昌 

(91次董事會) 

在許董事應深協助下，內政部於三月一

日召開﹁二二八受難者本人及遺孀醫療

補助﹂研商會議，邀請本會、衛生署、

中央健康保險局、行政院主計處及內政

部社會司等相關單位與會，並決議由社

企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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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司彙整相關單位所提供之資料數據，

研提各種量化且具體可行之方案後，另

行擇期再做進一步之討論評估。 

○一四 
為避免資源浪費，將受難者本人還健在者先行列

冊，以便比對有否做過口述歷史。 

薛董事化元 

(91次董事會) 
由真相研究小組併同辦理。 業務處  

二、業務處報告 

︵一︶九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舉行董事會預審小組第一○一次會議（專案會議），計有：王芬芳、

翁修恭、黃秀政、謝文定四位董事出席，請王董事芬芳擔任主席，業務處送審案件共六件，審

查結果： 

１編號○二九四（吳碧瑾）陳請重審案，依據「二二八事件受難者補償金申請認定及發放作業

要點」第二條之一規定，以其全家罹難，應屬情況特殊者，決議變更本會董事會原決定，增

加補償實際祭祀受難者親屬四個基數，合計補償八個基數。 

２編號○二五一（賴松輝）、○六八九（劉新基）、一九八一（李火炎）、二○三三（李建龍）

陳請重審案，經審查決議：因查無新事證，均維持本會董事會原決定，不予增加補償基數。 

３編號二四九八（詹枝來）審查案，決議本案不符法定要件，不成立。 

︵二︶九十三年三月十五日下午舉行董事會預審小組第一○二次會議，計有：王芬芳、翁修恭、黃秀

政、鍾逸人、謝文定五位董事出席，請王董事芬芳擔任主席，業務處送審案件共十二件，審查

結果：成立案件六件、不成立案件三件、繼續調查案件三件。 

︵三︶編號二五四九︵廖春田︶，於公告期間經第三人提出異議，經審查其異議顯無理由，無法推翻

本會原決定，故決議維持本會董事會第九十一次會議原決議。編號二四二七（白德霖）提起訴

願案，於本會向行政院提出答辯後又提出證人聲明書，決議逕行補充答辯。編號二四三○（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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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諒）提起訴願案，決議逕行向行政院提出答辯。 

︵四︶編號二○一八︵陳土樹︶第六十四次董監事會議決議成立，補償六十個基數，依台北地方法院

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亡字第四十八號死亡宣告判決據以發放補償金，其中權利人陳桂花亦

經判決宣告於民國四十五年十月一日死亡，其保留之補償金份額由其他權利人均分。 

四、行政處報告 

關於補償金發放情形：截至第九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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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件，實際應核發金額為七十億五百九十二萬八千三百十六元，應受領人數為八千六百二十三

人；至三月十六日止，已受領人數為八千四百八十人，未受領人數為一百四十三人，已發放金額

合計六十九億四千二百四十九萬七千四十九元，未領金額計六千三百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七

元。 

五、企劃處報告 

︵一︶二二八事件五十七週年紀念活動成果報告： 

１追思禮拜活動：於二月廿八日至三月十四日間分別在台北︵雙連教會︶、嘉義︵彌陀路二二八

紀念碑︶、台南︵藝術中心︶、彰化︵員林鎮演藝廳︶、花蓮︵鳳林教會︶、台東︵更生教

會︶、高雄︵岡山教會︶及台中︵柳原教會︶等地順利舉辦。非常感謝翁董事修恭、李董事榮

昌、李執行長、鄭處長等不辭辛苦奔波於各地代表本會參加追思活動。  

２中樞紀念儀式：二月廿八日上午八時卅分假當年整編二十一師登陸展開軍事鎮壓之地點，基隆

市東岸碼頭港務局前廣場舉行，本會陳董事長主持並致詞，基隆市二二八關懷協會周振才理事

長亦代表受難家屬致詞。當天陳總統親自蒞臨會場，除了率全體與會者追悼、致詞、頒發回復

名譽證書外，並與各族群之家屬代表一起以雙手合力推動台灣︵活動看板︶，表達『守護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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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堅決意志。總統府公共事務室黃志芳主任、人事行政局李逸洋局長、王拓立委、羅文嘉立委

及本會王芬芳、李榮昌、歐陽文、鍾逸人、翁修恭、黃文雄、陳河東、黃秀政、張炎憲、陳儀

深、許應深︵兼以內政部代表身分︶等董事均出席，與當天現場六、七百位家屬及民眾，一起

獻花追思受難先人。 

︵二︶二二八旅美受難家屬返鄉團：本會為該團安排於二月二十三、二十四兩日南下中南部參訪，並

特別商請鍾董事逸人代表本會隨行。參訪行程包括參觀各地二二八紀念碑，並拜會台中二二八

關懷協會、嘉義二二八文教基金會、阮朝日二二八紀念館、及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等單位。該

返鄉團於行程結束後，至本基金會參加由陳董事長主持之座談會，針對基金會與海外家屬間相

關事務交換意見。此外，該團部分團員亦於二月廿八日赴基隆市參加本會所主辦之中樞儀式。 

︵三︶二○○四年上半年度第二批二二八紀念及文宣活動補助申請案，共計收件五件，並於三月十九

日召開初審會議，初審結果提送本次董事會複審。 

︵四︶二○○四年二二八紀念獎助學金：受理申請作業於三月十五日截止，目前正在整理申請文件進

行資格審查；預定於四月八日邀請教育部代表及學者專家進行初審會議。 

︵五︶二二八受難者及其家屬三節撫助金之申請：業已寄發八千份﹁二二八受難者及其家屬撫助要

點﹂通知全體家屬，受理申請期限為四月十日至四月三十日止。 

※許董事應深發言： 

  有關基金會建請內政部﹁二二八事件受難者本人及遺孀比照榮民、榮眷給予醫療補助﹂案，已於三

月一日邀請相關單位研商，初步結論為：各機關代表之共識乃政府施政應以﹁依法行政﹂為前提，

如確有辦理必要，亦須有辦理之法規或依據；故請基金會提供受難者及遺孀人數之年齡層等基本數

據，行政院衛生署及中央健保局提供國人醫療支出、就醫次數等資料，交由內政部社會司彙整，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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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基金會建請補助之範圍項目先予量化︵估算所需經費︶，擇期再開會討論。 

▼決定：如能建請政府對那些為數不多、孤苦年老的二二八受難者及遺孀提供適當醫療照顧，亦符合

二二八補償條例撫平歷史傷痛之立法宗旨，感謝許應深董事對本案之用心；其餘報告事項洽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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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預審小組第一○一、一○二次會議，業務處送審十八件申請案，會議決議情形如左： 

︵一︶ 過傷殘、羈押等案件六件 

︵二︶ 不成立案件四件 

︵三︶ 變更原決議一件 

以上成立及不成立案件十件、變更原決議一件，提請董監事會議審查。 

▼決議：１總計審查通過申請案七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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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九四 吳碧瑾 死亡︵無法定繼承人︶ 八 

○二五二六 謝  瑞 遭受羈押、健康名譽受損 三 

○二五四一 賴賜唐 傷殘、遭受羈押、財物損失、健康名譽受損 十一 

○二五五一 賴振財 傷殘、遭受羈押、財物損失、健康名譽受損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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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五八 陳期鏘 傷殘、遭受羈押、健康名譽受損 十七 

○二五八○ 謝有格 傷殘、遭受羈押、財物損失、健康名譽受損 十一 

○二五九七 黃清國 傷殘、遭受羈押、財物損失、健康名譽受損 十六 

        註：吳碧瑾案原經本會董事會第四十七次會議決議通過：死亡，因無法定繼承人，補償四個

基數。本會董事會第九十二次會議決議變更原決定，增加補償四個基數，合計補償八個

基數 

    ２編號○二三二四、○二四九八、○二五八三案不符法定要件，○二五七○證據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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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一）上午舉行二二八事件受難案件處理報告研討會第七次會議；三月

十五日（星期一）上午舉行第八次會議，兩次會議合計審查通過五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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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六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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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七二 陳石連 ○○五六五 張金池 ○○四六二 蔡  福 ○○三七八 林漢強 

○○九八四 施義一 ○二二二四 陳增坤 ○○一○六 張水連 ○○六四七 陳良楠 

○一二五七 蔡仲伯 ○一五五七 王振華 ○○六九九 蕭秋芳 ○一八六九 劉江候 

○一八八一 蔡楊培 ○○二○三 陳有財 ○○三○八 江朝澤 ○○七六九 謝玉成 

○○三○四 陳坤良 ○○七五九 李友邦 ○二三一二 王瑞琪 ○二○○八 彭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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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四 高光雄 ○○七八○ 許秋粽 ○○九七八 郭 平 ○○八一五 柯萬見 

○○一四三 林  益 ○○九九六 羅當生 ○○七八七 王金塗 ○○三三三 陳萬生 

○○五三○ 楊儒益 ○二○九五 黃  友 ○○○○五 私立延平學院 ○一九三九 黃金誥 

○一四一三 張  定 ○○○六九 吳阿國 ○一八七二 林茂盛 ○○五四○ 沈良通 

○一三三八 王漢國 ○○五四九 歐陽文 ○一一九七 陳脈榮 ○○一三八 童萬貴 

○○三四二 陳阿水 ○二二七二 羅記入 ○二二八○ 陳林巡 ○二二八三 李桂林 

○二一四三 簡朝木 ○二○七四 陳  能 ○○一一四 蔡中山 ○○五六九 陳勇克 

○一六九七 林阿利 ○二一四一 許景榮 ○○九九五 劉大戇 ○○八六○ 藍阿榮 

○○七六二 石金池 ○一五二九 黃文松 ○一一二八 鄭炎坤 ○一六五一 陳淇澤 

 

伍、臨時動議： 
一、本會九十三年上半年度第二梯次﹁紀念及文宣活動補助申請案﹂複審案。 

說明： 

︵一︶依據︻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紀念及文宣活動補助要點︼辦理。 

︵二︶本會已於三月十九日(星期五)下午二時卅分假本會會議室召開九十三年上半年度第二梯

﹁紀念及文宣活動補助案件﹂初審會議。當天出席之評審委員分別為王董事芬芳︵董事代

表︶、林處長登讚(文建會第一處)、許教授雪姬︵學者專家代表︶、陳教授翠蓮︵學者專家

代表︶及陳組長德新︵行政院第六組︶(以姓氏筆劃排序)等五位；會中推舉許教授雪姬擔任

主席，在充分討論下順利完成評審工作，初審結果詳如左： 

１評審會議時間：九十三年三月十九日下午二時卅分 

２本次初審通過補助之總經費共計新台幣廿一萬五千五百元，申請案計五件，符合申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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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者四件，同意補助三件，共計二十一萬五千五百元。其中 93115及 93116案為本會委

託辦理之追思紀念活動，故將得補助最高金額扣除本會委辦金額(四萬元)為建議補助金

額；93117案因由民進黨中央黨部吸收成為選舉造勢活動，本會係政府設立之財團法人，

為避免行政不中立，不予補助；93118案不符第四點第三項規定，不予補助。 
編 號 活 動 名 稱 申 請 單 位 活 動 時 間 活 動 地 點 總 預 算 申請補助金額 可 補 助 上 限 建議補助金額 

93114 二二八紀念音樂

會 

嘉義市李登輝之友

會 

2004.2.28 嘉義市立文化中

心演藝廳 

402000元 402,000元 120,600元 120,000元 

93115 二二八紀念音樂

會 

台南基督長老教會

台南中會教會與社

會事工部 

2004.2.29 台南市立藝術中

心 

300000元 100,000元 90,000元 50,000元 

93116 九十三年度二二

八紀念系列活動 

彰化縣政府 2004.2.28 彰化縣文化局員

林演藝廳 

285000元 250,000元 85,500元 45,500元 

93117 Say Yes to 

Taiwan紀念二二

八和平演唱會 

中華財經文化交流

協會 

2004.2.28 總統府前廣場 7365000元 300,000元 500,000元 不予補助 

93118 九十三年度二二

八事件紀念活動 

台中市二二八關懷

協會 

2004.2.28 台中市二二八紀

念公園 

2820000元 300,000元 500,000元 不予補助 

合計建議補助金額 215,500元 

▼決議：按初審會議結論，照案通過。 

 

二、董事提案 

提案人：李董事榮昌、翁董事修恭 



 

１
１

 

說明： 

︵一︶母親節將屆，提案每年發放慰問金予二二八受難者之遺孀或母親。 

︵二︶提案二二八基金會與各地方二二八機構每年舉辦交流以聯絡情誼。 

︵三︶希望基金會協助埔里及台東興建二二八紀念碑。 

︵四︶每年二二八紀念會宜隆重莊嚴避免流於儀式及過於冗長，並邀請各地方首長踴躍參加。 

※ 綜合會中交換意見： 

︵一︶ 母親節將屆，基金會如何向受難者母親表達慰問之意，非常重要亦特別有意義。惟基金會

近幾年經費十分拮据，每年編列的預算也都各有特定用途，去年將以往母親節及重陽節舉

辦的旅遊活動經費，改為分區辦理家屬聯誼活動以加強本會及受難者或其家屬之間的溝通

管道。對於受難者本人、遺孀及雙親，基金會係於每年重陽節致送敬老金，如在母親節對

所有女性受難者、遺孀、或受難者母親，全面發放慰問金將增加另一筆額外非預算性支出，

在執行方面恐有困難，同時也衍生父親節是不是對所有男性受難者比照辦理的問題；據統

計目前還健在的受難者母親共七位，在當時那樣的時代裡，受難者的母親所受的磨難更是

難以想像，囿於經費之限制，建議今年先以受難者的母親為主要對象；表達關懷與尊重且

不限以金錢的方式，可以考慮購置簡單禮品，由本會派員前往探慰致意。 

︵二︶ 南投縣二二八紀念碑設置在埔里鎮是因為該地點歷史意義十分重大，據悉無法順利興建主

要原因是鎮長堅決反對，有幾個地點是可考慮，例如草屯、南投、魚池等地。 

︵三︶ 爾後基金會舉辦相關活動訊息應主動向內政部聯繫，內政部也會視活動內容儘量安排社會

司相關人員參加。 

▼決議：１母親節如何對受難者的母親適時表達本會的關懷和尊重，請業管單位研擬具體方案並以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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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方式簽辦。 

２如何加強與各地協會的聯繫，授權請李執行長及楊副執行長多費心研議辦理。 

３協助台東縣及南投縣兩地興建二二八紀念碑事，請執行長先行瞭解其籌建情形，及本會

能給予之協助。 

４基金會辦理各項活動，應符合時代的變遷，以朝著讓更多年輕人願意主動參與的方向規

劃，多聽取年輕人的意見，請業管單位參辦。 

 

                                                     主席：陳錦煌 

                                                     紀錄：陳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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