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第一○一次董監事會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94 年 1 月 5 日下午三時
地點：台北市北平西路 3 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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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芬芳（請假）
呂木琳（請假）
李榮昌
高李麗珍
李進勇（請假）
監事 吳水源

張炎憲（請假）
歐陽文
鍾逸人
陳儀深（請假）
黃文雄（請假）
黃秀政
吳清平

翁修恭
薛化元
謝文定

共計九位董事出席
俞邵武
共計三位監事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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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愛齡、洪清香
兼任秘書：江國仁、鄭文勇
法律顧問：錢漢良

壹、主席致詞：（略）
貳、第一○○次會議紀錄
※李榮昌董事提請重新審議台中縣二二八關懷協會因逾期申請決議不
予受理案。
說明：台中縣二二八關懷協會有心主動辦理二二八相關活動，基於推廣
二二八社會教育之立場，建議此次不受申請期限之限制，而下不
為例的原則，列入補助範圍重新考量。
決議：為維護制度的公正性，本案仍維持原決議。

▼決定：第一○○次會議紀錄予以確認。

參、報告事項：
一、 董事長：
（一）本會董事陳河東先生於十二月十一日清晨，因突發性腦溢血送醫不
治辭世，已訂於元月七日上午舉行告別式，請各位起立默哀一分鐘，
以表哀悼。

（二）籌建國家級二二八紀念公園案：
九十三年十二月七日內政部營建署召開之「二二八國家紀念公園國
際競圖投標廠商徵求書草案研議會議」本會指派楊振隆副執行長出
席，會中楊副執行長針對未將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籌建納入該計畫
中提出異議。該次會議促請嘉義市政府會同本會、蔡同榮立委於十
二月十四日協調計畫內容變更問題。協調會議中，三方達成共識擴
大計畫內容，增列國家紀念館之預算，並由蔡同榮立委出面向相關
機關爭取經費。為避免本會訴求再次被政治敷衍，楊副執行長、曾
處長特別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再次拜訪蔡同榮立委服務處，表達本會
積極爭取設立並經營管理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之期望，蔡委員答應盡
力促成之。
二、執行長報告：
（一）二○○五年二二八中樞紀念儀式籌備案：
明年度中樞紀念儀式預定於台北市二二八和平公園紀念碑前舉
行，主題訂為「二二八新台灣」。本次地點的選擇，主要以擴大中
央政府官員參與及方便媒體採訪為考量，典禮場面不刻意講究盛
大，出席者包括各縣市受難者及家屬，以及各界政要名流。
流程採莊嚴感人的形式進行，於下午二時整由陳董事長致詞揭開序
幕；受難者家屬代表致詞部分，擬由二二八遺族第三、第四代的國
中或高中青年學子發表談話；接著陳總統進場，率各部會官員、二
二八耆老及家屬，於二時廿八分帶領全國百姓一起為二二八死難者
默哀，並獻花、敲和平鐘（預定全台各地教堂同步敲響和平鐘）；
典禮將在總統致詞完畢，追思大合唱聲中結束。詳細的活動內容及
宣傳計畫將由籌辦小組透過不斷的溝通討論及運作而完成。
（二）高中歷史課程暫行綱要草案：
備受爭議的高中歷史課程暫行綱要，最近又出現新的變化，據報載，
原明確列於題綱中之二二八事件，將遭刪除，本人與楊副執行長隨
即向相關單位反應，萬一情勢無法挽回的話，可以發動本土學者主
動參加書商的編寫陣容。為明確表達本會立場與堅持，正約集一批
關心歷史教育的家屬，擇日拜會教育部長或者課綱小組召集人。

※薛董事化元發言：
據瞭解，課綱小組成員本身也不贊成將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等事件從
課程綱要裡刪除，近期修正後的正式綱要內容即將發布；書商編撰陣容
大致都選定了，在時效上可能趕不及，現階段比較務實的作法可考慮向
國立編譯館推薦審查小組委員，於書商送審的最後關頭提出審查意見。

※黃董事秀政發言：
按過去經驗，在正式課程綱要裡未明列的章節，審查委員僅能用﹁建議
修改﹂而不是﹁必要修改﹂，並不具強制性。

※洪副執行長清香發言：
建議於國立編譯館審查小組發聘前，先行推薦適當人選。

二、業務處報告
（一）九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舉行董事會預審小組第一一一次會
議，計有：李榮昌、鍾逸人、翁修恭、黃秀政、謝文定五位董事出
席，請鍾董事逸人擔任主席，業務處送審案件共十四件，審查結果
如下：成立案件十一件，不成立案件三件。
以上成立案件及不成立案件計有十四件，已列入討論事項第一案。
（二）編號二六一○（李春安）
，受難者配偶向本會提出切結具領其養子李
元財保留三分之一補償金案，決議由業務處彙整其他補償金保留案
件後專案處理。
（三）編號二六三一（蔡長春）
，經董事會決議不成立，申請人向本會提出
重新申請案，決議由業務處就其因事件逃亡部分，調查相關事實後
再提請預審小組討論。
（四）編號○三一七（陳進用）第九次董事會通過補償六十個基數，原核
定項目「死亡」更正為「失蹤」
。編號○六六八（黃清江）臨時董事
會第一次會議通過補償六十個基數，原核定項目「死亡」更正為「失
蹤」
。編號○九○七（簡華國）第十六次董事會通過補償六十個基數，
原核定項目「失蹤」更正為「死亡」
。編號一五四六（劉允生）第三
十次董事會通過補償二十一個基數，原核定項目「遭受徒行執行」
有誤，更正為「遭受羈押」。
（五）九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星期一）上午舉行二二八事件受難案件
處理報告研討會第十九次會議，計有：鍾逸人、歐陽文、翁修恭、
黃秀政、謝文定五位董事出席，請鍾董事逸人擔任主席，審查通過
三十件申請案，已列入討論事項第二案。

三、行政處報告
關於補償金發放情形：截至第九十九次董監事會議審核通過並完成公
告之補償金申請案共二千一百五十一件，實際應核發金額為七十億九
千一百十四萬八千三百十六元，應受領人數為八千九百四十人；至十
二月廿八日止，已受領人數為八千七百八十六人，未受領人數為一百
五十四人，已發放金額合計七十億二千八百三萬四千八百四十九元，
未領金額計六千三百十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七元。

四、企劃處報告
（一）家屬分區聯誼活動：原訂於十二月五日邀請台北縣、基隆地區家屬

參加的「新竹思古采風之旅」
，因颱風順延一週，致與中彰投地區家
屬聯誼活動合併於十二月十二日舉辦，共計三百多位受難者本人及
家屬參加，親近北埔文史，共覽峨嵋風光，整體行程圓滿融洽。非
常感謝李榮昌、歐陽文、張炎憲及王芬芳等董事全程陪同，和家屬
們有相當熱絡且正面的溝通互動。
（二）「二二八會訊」：創刊號已進行美編完稿及後續印刷作業，預計印製
一萬份，在二月中旬配合真相研究小組發表﹁責任歸屬研究報告﹂
時，一併發行；會訊寄贈對象包括二二八受難者與家屬、行政院各
部會機關、立法院全體立法委員、各縣市政府、全國各級學校、全
國公私立圖書館、人權關懷機關團體等。
（三）彰化縣二二八關懷協會：在受難者林才壽先生不辭辛苦地邀集受難
家屬與關懷二二八之地方文史工作者、社會人士參與，終於十二月
二十六日舉行成立大會，楊副執行長及曾處長代表本會前往祝賀。
大會當天出席踴躍，並圓滿順利完成理監事選舉，由受難家屬楊澤
民當選理事長。楊理事長年輕有為且鼎力支持台灣本土化運動，目
前擔任台中商業銀行常務董事、員林客運董事長。
（四）由楊副執行長召集的二二八基金會網站重建計畫，經專案小組多月
的資料蒐集彙整，及廠商設計建構網頁與後端平台等雙線工作進展
與溝通配合下，將於元月份進行網站測試，預計二月正式啟用。改
版後的基金會網站除保留原有組織介紹及會務運作等相關內容外，
並擴增更詳盡的全台各地二二八歷史事件陳述及相關資料展示，開
放本會歷年整理的受難者資料庫供查詢，且建構完善的後端管理系
統以方便內容更新。本次工作任務期能達成計畫目標，充分發揮教
育推廣及資料提供之功能。
（五）依上次董事會「九十四年上半年度二二八事件紀念活動推廣補助申
請案」複審之決議，已於十二月十三日與台灣二二八和平促進會秘
書長張秋梧女士溝通，獲得其同意撤銷 94101 案「雲林古坑建碑說
明會暨追思會」申請案。
（六）本會與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合作製作之「二二八紀錄片」
，原預
定於九十四年一月底完成，並配合和平紀念日於二月份播放宣傳。
但該片導演鄭文堂以紀錄片之專業角度大幅度更改原經過審查委員
會通過之劇本，經本會緊急會商公視代表、鄭導演及監製人李道明
教授後，決定該片仍以原設定大眾化教育推廣為主要目標。為使該
片更符合當初攝製之目的，公視要求本會將該案製作期限展延至九
十四年六月十五日。
▼決定：１有關高中歷史課程暫行綱要草案，請執行長先安排拜會部長表
達本會立場後，再研議是否採行推薦審查小組委員。
２其餘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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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第一一一次預審小組會議完成審查之案件如左：
（一）通過傷殘、羈押等案件十一件。
（二）不成立案件三件。
以上成立及不成立案件合計十四件，提請董監事會議審查。
▼決議：(１)總計審查通過申請案十一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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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償基數
案件編號 受難者姓名
受 難 事 實
０２５９６ 林闊嘴 傷殘、遭受羈押、健康名譽受損
１４
０２６００ 黃金俊 傷殘、遭受徒刑執行、健康名譽受損
４０
０２６３７ 陳水樹 傷殘、遭受羈押、健康名譽受損
１０
０２６４０ 林啟華 傷殘、遭受羈押、健康名譽受損
９
０２６４６ 莊 旺 傷殘、遭受徒刑執行、健康名譽受損
１５
０２６４７ 葉火木 傷殘、遭受羈押、健康名譽受損
１０
０２６５０ 邱安定 傷殘、遭受羈押、健康名譽受損
９
０２６５５ 葉木樹 傷殘、遭受羈押、健康名譽受損
１５
０２６６１ 林溪泉 傷殘、遭受羈押、財物損失、健康名譽受損 １０
０２６６３ 林天賜 傷殘、遭受徒刑執行、健康名譽受損
１５
０２６７９ 詹德桂 傷殘、遭受羈押、健康名譽受損
１５
(２)編號０２６１９案不符法定要件、０２６３６、０２６４
５案證據不足，三案不予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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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八事件受難案件處理報告研討會第十八次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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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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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１５８６
巫添福 ００５４４
呂明義 ００７５５
張豐欽
０１５４６
劉允生 ００８９８
張清雲 ０００２４
湯德章
００２３３
羅天賀 ０００４６
楊紅毛 ０１３３５
林建作
０１０４９
曾璧中 ００２５０
沈朝南 ００８３４
李辛未
０１７５７
蘇 新 ００３６６
郭老能 ００３８６
王來湖
０１４２８
糠天寶 ０１２８６
許國雄 ００１７２
陳沙輝
０２１１９
王鬧改 ０１４４５
潘家澤 ００１４１
林清柱

００２６９
００４５６
０２１４８

張雲昌
邱金山
林素霞

００１４２
００２４７
０１６２６

陳水蓮
李梆鈴
巫坤旺

０１０１５

丁開託
０１７０８ 陳炳基
０００５４ 廖如賓

伍、臨時動議：
一、建議政府依法追究二二八事件加害者的責任，並規定自首的期限，使
二二八事件的真相能早日釐清。
提案人：李榮昌、翁修恭董事
說明：
(一) 二二八事件發生迄今即將屆滿六十甲子，但是當年進行迫害
及屠殺的元凶尚未負起應負的責任，以致二二八事件的真相
尚未完全釐清，使得二二八事件的受害者及家屬無法釋懷。
(二) 本會「真相研究小組」對於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的研究報告
即將進行期末審查會議，並於今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前公開發
表研究成果，對於責任歸屬的部分將會進一步的釐清。
(三) 建議政府根據本會的研究成果依法追究二二八事件加害者的
責任，並鼓勵加害者在一定期間內向政府辦理自首，否則即
應依法定程序加以追懲。
▼決議：本案交由真相小組於責任歸屬研究報告中一併研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