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第 6 屆第 4 次董事暨監察人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96 年 12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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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
羅榮光，共計 16 位董事出席
監察人：吳清平(請假)、李麗雪、周國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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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董事長報告：
(一)本會明(2008)年度經費於教育部編列之二二八和平基金新台
幣三億元遭立法院院會全數凍結，另編列之預定補助「二二
八國家紀念館」經營管理費 2,500 萬元，亦遭凍結三分之二，
已請會務人員將預算用途詳細臚列，擬陳報教育部向立法院
爭取解凍，並研議如何重新調配撙節支應。
(二)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修復工程案：修復工程刻正全面積極趕工
中，經第 17 次工務會議決議(2007.12.18)，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將於明年 1 月 20 日進行初驗，1 月 31 日完成立面整修(磁磚
修復)，俟一樓門窗裝設完成，垃圾清運等工程完成後交由本
會，俾便進行明年 228 特展布展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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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楊執行長報告：
(一)2008 年中樞紀念儀式
明年中樞紀念儀式規劃於台北市二二八和平公園紀念碑前舉
行，屆時將恭請總統暨行政院院長蒞臨致詞、並邀請社會各
界及家屬約 400 人參加。
(二)文物典藏事宜：
1、辦理文物徵集公告及製作相關文宣品：已依據第 1 次典藏
管理委員會之決議，辦理文物徵集公告，徵集類別為：二
二八事件相關文物、歷史文件及藝術品等(包括判決書、不
起訴書、受難證物、書籍、文件、日記、文學創作或藝術
作品、回憶錄、信札、照片、圖表、視聽影帶及其他相關
文物）
，徵集方式則有：(1)購藏(2)捐贈(3)借展(4)寄藏(5)其
他。其次，也著手製作相關海報及文宣品，俟完成後，擬
寄發二二八家屬、各機構及相關民間團體全面徵集。
2、拜訪藝術品創作家、蒐藏家及詢價：12 月初起，即積極赴
中部地區(草屯、南投、梧棲、永靖及員林)拜訪蒐藏家瞭解
二二八文物及詢價，除此之外，也洽詢二二八藝術品創作家
，相關文物及藝術品均已提報典藏委員會討論。
3、12 月 19 日召開第 2 次典藏管理委員會會議，決定蒐購一批
二二八文物及藝術創作(合計 37 件二二八文物及 5 件藝術品
)，將於近日內完成議價及相關手續。
4、捐贈部分：已獲得受難者林茂生、王添灯、李友邦、陳澄波
家屬提供部分文物。受難者鍾逸人、邱杏源、黃西川等人也
已答應提供，將擇期前往拜會並致謝意。
三、第一組報告：
(一)「再見‧蔣總統－反共、民主、台灣路」巡迴展
1、台中場次已於 12 月 16 日圓滿辦理完成。
2、為配合 2008 年 1 月 1 日「台灣民主紀念館」空間解嚴之相
關活動，將原訂於 12 月 22 日假嘉義酒廠舉辦之場次移回台
灣民主紀念館，作為本系列活動之 ending 展。
(二) 2008 年 228 主題暨藝術特展
1、12 月 20 日召開專案小組第 4 次會議，決定部分展出文物及
圖片，預計於 12 月 26 日第 5 次會議決定展覽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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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藝術特展部分，已逐一與參與藝術家討論新創作及借展細節。
3、展覽場地規劃設計部分已洽詢設計公司配合辦理。
(三) 228 教師營與歷史紀錄營
本營隊已於 12 月 8 日至 9 日假台中賴厝國小辦理完成，總
計教師營 10 人、紀錄營 16 人參與，充份交流討論發揮小而
美之特色營隊。
(四)228 母親紀錄計畫
本計畫由陳儀深老師與本會會務人員配合李孟哲導演完成 16
位 228 母親拍攝工作，已於 12 月 25 日邀請歷史學者許雪姬、
女性議題專家江文瑜及鄭文堂導演等完成期中審查。
(五)228 清寒獎助學金
依據上次會議決議辦理，本會於 12 月 8 日赴台中藍雅玲同學
家中訪視，確認家庭生活困難；本年度合計 5 位同學通過獎
助學金之申請，已於 12 月中完成核撥作業。
(六)228 校園巡迴音樂會暨座談
ROSE TOUR 座談及音樂會總計 5 場，已於 12 月 23 日辦理
完成，共計 3,000 人次參與。
四、第二組報告：
(一)出版「二二八辭典」案：本會預審小組近兩個月每週密集召
開「處理報告」專案會議，所有受難案件之受難紀要均已提
經董事會審定通過，已將電子檔彙整交予國史館進行編輯、
排版，預計明年 2 月出版。
(二) 12 月 13 日召開董事會預審小組第 125 次會議，針對編號 1735
潘金財案重新審查，計有：李桐圳、葉添福、黃秀政 3 位董
事出席，楊振隆執行長、錢漢良顧問列席，由李董事桐圳擔
任主席，審查結果已列入討論事項第 1 案。
(三)《二二八事件 6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一書：已完成
編輯作業，預計明年 1 月出版，本著作擬以贈閱方式提供學
術研究機構及各大圖書館典藏，以充分發揮教育推廣之功
能，並喚起國人對「轉型正義」課題的關切。
五、行政室報告：
(一)賠償金發放情形
截至第 6 屆第 3 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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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8 日止，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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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領人數為 9,509 人，未受領人數為 141 人，已發放金額合
計 71 億 3,055 萬 4,775 元，未領金額計 3,803 萬 3,541 元。
(二)已完成「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組織設置要點」草案之修正，並
提報本次會討論。
(三)本會函請教育部核定之「二二八和平基金執行要點」，教育
部業於 12 月 7 日完成修正並函復本會(如附件 1)。
(四)教育部核定補助 96 年度籌設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之經費新台
幣 1,700 萬元，業已掣據函請教育部撥款，預計年底撥入。
其中 1400 萬元為紀念館古蹟再利用工程之資本門經費，另
300 萬元為本年度籌設紀念館之相關費用支出及明年紀念
館特展之部分經費。
▼決定：修正第二組報告(三)有關《二二八事件 60 週年國際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一書，以贈閱方式提供給學術研究及各大圖書
館典藏外，另請增加鄉鎮圖書館及大專院校，此外，仍請循例
定價，惟不宜定價過高，以 300 元為宜；其餘報告事項予以洽
悉。
肆、討論事項
第一案、編號 1735 潘金財案，提請董事會審查。
▼決議：審查通過潘金財案，核定受難事實為「傷殘、遭受羈押、
健康名譽受損、其他」合計共賠償 14 個基數。
第二案、「二二八清寒獎助學金申請辦法」修正草案
▼ 決議：請業管單位彙整各位董事及監察人意見調整修正後，再
提報董事會討論。
第三案、「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組織設置要點」草案
※ 周董事燦德發言：
1. 國家紀念館以任務導向為主，與其他研究型之博物館不同，
此外研究員的人事成本也很高，建議館務不必以研究為主，
相關研究可以專案委外辦理，以節省人事成本。
2. 基金會研擬草案時，可以請本部(教育部)法規會林參事協助。
▼ 決議：請業管單位彙整各位董事及監察人建議修正後，連同員
額編制表，再提報董事會討論。
伍、臨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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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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