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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第七十九次董監事會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九十二年元月廿七日下午四時卅分 

地點：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八十五號九樓 

主席：翁董事修恭 ︵代理︶                                    紀錄：陳香如 

出席人員： 

董  事 陳錦煌︵請假，翁修恭代︶ 張俊彥︵請假︶ 

 王克紹 陳河東 

 許應深 陳重光 

 林阮美姝 黃文雄︵請假，薛化元代︶ 

 林詠梅︵請假︶ 黃秀政 

 林黎彩 廖德雄 

 吳鐵雄 蔡明殿 

 翁修恭 薛化元 

 張安滿 謝文定 

 張炎憲︵請假︶ 共計十六位董事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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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  事： 蘇振平 俞邵武                     共計三位監事出席 

 陳慶財  

列席人員：   

基金會：李執行長旺台、廖秘書繼斌、詹主任德松、柳處長照遠、曾處長美麗、鄭處長文勇 

法務部：錢兼副執行長漢良、教育部：何兼副執行長進財、內政部：江兼秘書國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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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翁代理主席致詞：  

一、 陳董事長臨時有重要行程無法出席本次會，特委託本人代為主持。 

二、 其餘從略。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討論事項第三案發言紀要︵第廿一頁︶薛董事化元發言部分，薛董事表示，他回去詳查，並未擔

任海洋台灣文教基金會顧問，發言１予以刪除。  

▼ 決定：修正後確認。 

參、工作報告 

一、 執行長報告 

九十二年一月二日立法院第五屆第二會期內政及民族委員會併案審查「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

條例第二條及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本會由李執行長旺台、柳處長照遠列會備詢，會中決議：

第四條和平紀念日維持現行放假一日，第二條申請期限再展延兩年，並提報院會公決。九十二

年一月十三日院會三讀通過，補償金申請期限延至九十三年十月六日止，為保障受難者及家屬

之權益，附帶決議要求相關行政單位於法定期限內與本會積極配合，並協助提供舉證資料及相

關檔案，俾利申請補償給付之受難者順利於法定期限內完成補償手續。 

二、業務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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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十二年一月十三日︵星期一︶下午舉行董事會預審小組第八十六次會議，計有：陳重光、

廖德雄、翁修恭、黃秀政、謝文定五位董事出席，並請陳董事重光擔任主席，業務處送審案

件共十一件，另有行政處提請重新審查案件一件，合計十二件，審查結果如左： 

１成立案件：五件 

２不成立案件：二件 

３繼續調查案件：四件 

４重審後變更原決議：一件 

九十二年一月二十日（星期一）下午舉行董事會預審小組第八十七次會議，計有：陳重光、

廖德雄、翁修恭、黃秀政、謝文定五位董事出席，並請廖董事德雄擔任主席，業務處送審案

件共九件，另有行政處提請重新審查案件二件，合計十一件，審查結果如左： 

１成立案件：七件 

２繼續調查案件：三件 

３重審後變更原決議：一件 

以上成立及不成立案件計有十六件，已列入討論事項第一案。 

︵二︶編號○三九○陳青山案，原經本會第十九次董事會決議不成立，第七十二次董事會決議重新

審查，經重新調查證據並提請預審小組第八十六次會議審查後決議：本案成立，受難事實為

死亡，補償六十個基數。 

︵三︶編號一六五七黃孟秋桂案，原經本會第四十次董事會決議不成立，第七十二次董事會決議重

新審查，經重新調查證據並提請預審小組第八十七次會議審查後決議：本案成立，補償二十

四個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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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編號一九七六林元枝案，經本會第六十次董事會決議，補償五十八個基數，但權利人迄未領

取補償金，茲因該案受難者已獲得冤獄賠償，經八十六次預審小組會議決定：本案在未釐清

是否有重複補償之情形前，暫緩發放補償金。 

︵五︶編號二一三五陳炎基案，經本會第五十八次董事會決議，補償八個基數，權利人之一陳紫金

之身分關係未明，故保留應繼分二分之一。茲據戶籍記載及其他權利人之釋明，得知陳紫金

無補償金申領權，原保留之應繼分由其他法定權利人領取。 

︵六︶編號二一四○ 溫德府案經行政院以本會於九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就訴願人所提出之新證據進

行專案審查後，認有重行審查之必要，爰將原處分撤銷，並請本會於二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

分，預審小組第八十七次會議審查後決議：本案暫緩處理，俟下次預審會議時邀請張董事炎

憲、薛董事化元列席討論。 

三、行政處報告 

關於補償金發放情形，截至第七十七次董監事會議審核通過並完成公告之補償金申請案共有一千

九百三十九件，應核發金額為六十七億六千四百九十二萬九千四十八元，應受領人數為七千八百

八十二人，已受領人數為七千七百二十六人，已發放金額共計六十六億九千七百十四萬六千二百

二十五元。 

 

四、企劃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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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辦理本會主辦之二二八事件五十六週年紀念系列活動，特別透過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

站，依活動區域分成兩案進行公開招標作業，並分別於九十二年元月二日及十七日開標。北部

地區活動︵總統府前廣場紀念會、二二八紀念燭光晚會︶由超級團隊國際統籌公關有限公司得

標；南部地區活動︵高雄市二二八中樞紀念儀式︶由城市紀憶公關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得標。活

動內容及舉辦時間地點如左列：  

活動名稱 舉辦地點 時間 活動內容 承辦單位 

二二八紀念燭光晚會 

台北市和平公

園二二八紀念

碑 

二月廿七日 

晚上七時至十時 

以燭光晚會形式，透過音樂、

歌聲、燭光表達緬懷受難先

輩、記憶歷史及台灣民主精神

薪火相傳永恆不滅之意涵。 

超級團隊國際統

籌公關有限公

司、台灣北社 

總統府二二八紀念會 總統府前廣場 
二月廿八日 

下午二時至四時 

以音樂、舞蹈、台灣歌謠、詩

歌朗誦、排字等活動，傳達以

愛撫平傷痛，懷抱希望迎向未

來。 

超級團隊國際統

籌公關有限公

司、台灣北社 

二二八中樞紀念儀式 

高雄市二二八

紀念碑及歷史

博物館前廣場 

二月廿八日 

上午八時卅分至十

一時卅分 

紀念儀式：藉由獻花、獻舞、

騎單車等的活動，傳遞記憶、

希望、愛的意涵。 

城市紀憶公關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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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會委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會與社會委員會辦理九十二年二二八事件五十六週年紀念

追思禮拜活動，預定全台舉行十場次。各場次的時間及地點如左列：       

項 次 地 區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１ 台北地區 二月廿三日 下午三至五時 雙連教會 

２ 嘉義地區 二月廿三日 下午七時起 水上鄉北迴歸線標誌公園 

３ 花蓮地區 二月廿八日 下午七時卅分 東方教會 

４ 台東地區 二月廿八日 下午七時卅分 更生教會 

５ 彰化地區 二月廿八日 未定 員林鎮演藝廳 

６ 台南地區 二月廿八日 下午二時卅分 太平境教會 

７ 台南地區 三月六日 上午九時 太平境教會︵紀念講座︶ 

８ 高雄地區 二月廿八日 下午八時 舊城教會 

９ 屏東地區 三月一日 未定 屏東教會 

１０ 台中地區 未定 未定 未定 

︵三︶由本會補助其他單位團體辦理之本︵九十二︶年度二二八紀念活動如左列： 

活 動 名 稱 申 請 單 位 活 動 日 期 活 動 地 點 
二二八事件研習營 屏東縣林邊鄉竹林國民小學 元月廿三日至廿四日 阮朝日紀念館 

二二八事件紀念系列活動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化社 三月三日至廿八日 政治大學 

紀念二二八和平演唱會 中華財經文化交流協會 二月廿二日下午二時 台北市二二八和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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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九時卅分 園露天音樂台 

第七屆二二八紀念美展 嘉義市二二八事件研究協會 
三月廿五日至四月十

三日 
嘉義市二二八紀念館 

第七屆二二八紀念美展 台灣二二八關懷總會 三月十四日至廿三日 國父紀念館 

二二八事件五十六週年追

思紀念活動 
台中縣二二八關懷協會 二月廿八日 

台中縣二二八紀念碑

前廣場（大里國光公

園） 

二二八事件五十六週年追

思紀念活動 
台南縣二二八公義和平救世會 二月廿八日 

台南縣二二八紀念碑

前廣場(新營綜合體育

場) 

二二八事件五十六週年紀

念活動 
台灣二二八和平促進會 

二月十日至六月三十

日 

台北市、嘉義縣、高雄

市 

二○○三年林邊二二八紀

念音樂會 

屏東縣林仔邊自然文史保育協

會 

三月八日下午二時至

三時三十分 
阮朝日二二八紀念館 

彰化縣九十二年宣揚愛與

和平二二八紀念系列活動 
彰化縣文化局 二月廿二日至廿八日 

彰化縣文化局員林演

藝廳 

五、廖秘書報告 

 真相調查小組已陸續參訪國家安全局等七個情治機關，現正安排參訪中國國民黨黨史會，俟全部

參訪完畢，再行作成結案報告提會。 

六、國立二二八事件文物紀念館推動小組︵召集人陳董事重光報告︶ 

九十二年一月十三日﹁國立二二八事件文物紀念館﹂推動小組召開第五次會議，為順利推廣建館

工作，會中決議在本會將章程中關於存續期間之規定修正為﹁永久存續﹂前，援例將目前本會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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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期間延至民國九十九年六月此事請董事長先行與內政部及行政院溝通再提董事會通過後向內

政部報備，特提出報告。 

七、許董事應深補充報告： 

有關二二八和平紀念日放假問題，立法院法制委員會討論「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修正案時，

除增列原住民紀念日外，經過兩次黨團協商，國民黨方面認為教師節和勞動節亦應比照二二八放

假乙日；原則上內政部的立場是希望二二八維持放假，基於當前總體放假日總計已達一百十四天

︵二十年來平均放假總數為一一二‧六日︶，對教師節和勞動節則建議不放假，關於此部分將進

行第三次協商，如仍未有共識，則將逕付院會議決。 

▼ 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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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二年一月十三日及二十日舉行董事會預審小組第八十六次、八十七次會議，業務處共送審二

十件申請案，另有行政處提請重新審查案件三件，會議決議情形如左： 

︵一︶ 通過傷殘、羈押等案件十二件 

︵二︶ 通過不成立案件二件 

︵三︶ 重審後變更原決議二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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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件，其案件編號、受難者姓名、核定受難事實、核定補償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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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說明如左。 

案件編號 受難者姓名 受難事實 補償基數 

○○三九○ 陳青山 死亡 六十 

○一六五七 黃孟秋桂 傷殘、健康名譽受損 廿四 

○二三三九 黃源泉 傷殘、遭受羈押、健康名譽受損 十五 

○二三四八 王謙裁 傷殘、遭受羈押 十五 

○二三四九 蔡天瑞 傷殘、遭受羈押、健康名譽受損 十七 

○二三五○ 鍾安享 傷殘、遭受羈押、健康名譽受損 十九 

○二三八一 陳樹林 傷殘、遭受羈押、健康名譽受損 十九 

○二三八四 張深鑐 傷殘、遭受羈押、財物損失、健康名譽受損 二十 

○二三八五 楊石溪 傷殘、遭受羈押、健康名譽受損 九 

○二三八七 陳秋貴 傷殘、遭受羈押、健康名譽受損 十五 

○二三八八 黃天生 傷殘、遭受羈押、健康名譽受損 十二 

○二三八九 盧月星 傷殘、遭受羈押、健康名譽受損 十五 

○二四三七 張龍飛 傷殘、遭受羈押、健康名譽受損 十 

○二四四三 張岳楊 遭受羈押、健康名譽受損 十五 

２案件編號○二二五九因證據不足、編號○二二八八因不符法定要件，不成立。 

 

二、九十二年上半年度﹁紀念及文宣補助﹂第二批申請案複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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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 依據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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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點第一目規

定：申請日期：補助計畫採事前審核原則：：如於上半年度辦理，應於前年十二月十五

日前提出申請：：但有關二二八紀念日前後之活動補助案，不受前項申請時間之限制。 

︵二︶ 第二次初審會議(九十二年元月廿七日上午十時卅分召開)由行政院第六組陳組長德新主

持(委員互推之)，評審委員計有本會陳董事重光、蔡董事明殿、文建會第一處林處長登

讚及本會李執行長旺臺等。審查方式比照第一次初審會議，在充分溝通討論及無記名投

票下完成評審工作。 

︵三︶ 九十二年度紀念活動補助預算總計二百萬元，經第七十八次董事會(九十一年十二月三十

日)通過補助案總金額為一百一十九萬八千五百元整(共計十案)，賸餘款約八十萬元。 

︵四︶ 本案初審建議補助金額：各案申請內容簡述如左列： 

編號 申請單位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活動日期 總經費 申請補助金額 最高補助金額 初審建議補助金額 

9213 

宜蘭縣二二八

受難家屬關懷

協會 

二二八事件紀念

日受難者家屬葉

朝清攝影展 

受難家屬葉朝

清攝影展 

二月廿五日至

三月六日 
1,500,000 元 500,000 元 450,000 元 80,000 元 

9214 

財團法人苗栗

客家文化廣播

電台 

2003 年紀念二二

八事件贈書「埋

冤一九四七埋

冤」活動 

電台節目宣導

228 事件及叩

應問答方式贈

書活動 

二月一日至二

月廿八日（週四

及週六晚上八

至十時） 

801,548 元 300,000 元 240,464 元 2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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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5 
台南市政府文

化局 

台南市二二八紀

念音樂會饗宴系

列、佛瑞安魂曲

合唱之夜 

台南地區合唱

團演唱 
二月廿八日 590,000 元 200,000 元 177,000 元 120,000 元 

︵五︶初審會議建議： 

１九十二年度紀念活動補助款僅賸餘八十萬元，建議三件申請案補助總金額以不超過四十萬

元為限（預留半數款於下半年度使用），每案以不超過二十萬元為原則(比照第一批申請案)。 

２請 9213案補提書面說明展出內容必須達百分之八十以上與二二八有關； 9214案補助印刷

三百三十套，以上套書加印「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贈書」等字樣，分別寄發一

百五十套予各大專院校圖書館(各乙套)、三十套予各地二二八關懷團體(各兩套)、一百五

十套予電台叩應民眾。 

３建議 9213案補助八萬元；9214案補助二十萬元；9215案補助十二萬元，合計建議補助四

十萬元。惟 9215案係屬政府單位，提請董事會追認資格。請討論。 

▼決議：１同意補助編號九二一五台南市政府文化局申請案。 

２各案補助金額按初審會議之建議通過：九二一三案補助八萬元；九二一四案補助二十萬

元；九二一五案補助十二萬元，合計補助新台幣四十萬元。 

 

伍、臨時動議： 
一、林阮董事美姝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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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請各位參加屏東縣二二八研習會的董事們批評指教，這是竹林國小希望我提出的，用以提供

他們改進的地方。 

︵二︶有感於教育之重要性，本人建議加強舉辦二二八教育研習活動，並推薦教師負責承辦。 

︵三︶我已經自行前往彰化關心受難者林才壽先生的案子，若本會再審此案時本人能提供相關資料

和意見。 

︵四︶本人的阮朝日二二八紀念館今年會協助屏東縣推行二二八全民教育。 

▼決議：相關意見交業管單位研議辦理。 

 

陸、散會 

                                                                           主席：翁修恭                                                                

                                                                           紀錄：陳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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