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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第一○○次董監事會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三日下午四時 

地點：台北市北平西路三號五樓︵台鐵大樓第二會議室︶ 

主席：翁董事修恭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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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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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逸人   李進勇︵請假︶          共計十二位董事出席 

監  事： 吳水源  俞邵武                   共計二位監事出席 

 吳清平︵請假︶  

列席人員：   

基金會：李執行長旺台、柳處長照遠、曾處長美麗、劉專員玉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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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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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席致詞：︵略︶ 

貳、第九十九次會議紀錄 
▼  決定：確認。 

 

參、報告事項：  
一、執行長報告： 

︵一︶本會第一屆董事會曾推動﹁古坑地區二二八事件始末﹂︵以下簡稱第一案︶暨﹁二二八事件

與五○年代政治案件互動﹂︵以下簡稱第二案︶兩個專案研究委託，因受委託人違反契約規

定，通知解除契約未果，經委託律師向台北地院提出民事訴訟勝訴，對方向高院提出上訴中，

茲將事情經過簡要報告如左： 

（
1） 委託經過： 

１依據：第一屆董事會決議。 

２委託期間： 

第一案自八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起至八十七年六月三十日止。 

  第二案自八十七年一月一日起至八十七年十二月卅一日止。 

３契約訂定人： 

第一案：李宣鋒、呂順安 

 第二案：李宣鋒 

４研究經費： 

第一案共三十八萬元︵含旅費十八萬元及稿費、排版印刷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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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一百萬元︵國外蒐集資料旅費另計︶。 

（2
） 研究費領取： 

第一案領取十八萬元︵差旅費︶。 

第二案共領取一百一十七萬七千零十五元︵含第一、二期款共九十五萬元及赴大陸二十二

萬七千零十五元之旅費︶。 

（
3） 審查結果：兩案之書面審查均發現諸多抄襲之處，通知修正後，再次審查認為其報告僅為

資料蒐集彙編而非研究，決定不予通過。八十八年十月通知解除契約並歸還所有請領之費

用，惟拒不履行。 

︵二︶訴訟經過： 

經本會委託律師向台北地院提起民事訴訟，訴訟將判決之際，第二案第三次提出其所修正之版

本，請本會能再次審查，給予機會，惟與契約要件︵二次修正︶不符，未予理會，九十二年四

月二十二日判決兩案均應繳回所有費用。第一案之另一被告呂順安隨即歸還所領之九萬元及延

遲利息。李宣鋒部分則提出上訴，現仍在高院審理中。 

︵三︶和解要求： 

李宣鋒委任之律師向本會提出和解要求，依據的是契約第六條規定：﹁….逾期仍不提出者，

甲方得逕行解除契約…並核實扣除其中報告相關開支後，將其餘已支領之各期研究經費交還甲

方。﹂ 

︵四︶針對第三次修正版本有無研究價值及和解之可行性與否，本人於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一︶下

午五時邀集學者專家、法律顧問再次召開審查及諮商會議，相關業務主管列席報告整個案件處

理經過，經充分討論後作成三點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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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第三次修正版本：決定不予通過。 

（2
） 和解部分：為免纏訟經年累月遙遙無期，似可考慮，方式由本會決定： 

１請其先歸還部分款項以表示誠意後再談和解。 

２和解條件：其赴大陸旅費二十二萬多及印刷費用等扣除外，其餘全數交還。 

     （3
） 為保全債權，可由本會逕行調查其動產、不動產進行假扣押或請律師向法院提出，請協助

調查以進行假扣押。 

二、業務處報告 

︵一︶九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舉行董事會預審小組第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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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處送審案件共十三件，

審查結果如下：成立案件十一件，不成立案件二件。 

以上成立案件及不成立案件計有十三件，已列入討論事項第一案。 

︵二︶編號二五七四（趙中秋）因不服本會董事會第九十七次會議決議不成立提起訴願案，經審查其

所提新證據，決議變更本會原決定，本案決議通過補償；健康名譽受損補償二個基數，其他（逃

亡）酌予補償一個基數，合計補償三個基數；編號二五九○（林炳煥）因不服本會董事會第九

十六次會議決議不成立提起訴願案，經審查其所提新證據，決議變更本會原決定，本案決議通

過補償；遭受羈押（六個月未滿）補償六個基數，健康名譽受損補償四個基數，合計補償十個

基數。以上二案一併列入討論事項第一案。 

︵三︶九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午舉行二二八事件受難案件處理報告研討會第十八次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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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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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真相研究小組第十次會議決議邀請台灣大學法律系黃茂榮教授就民事責任部分撰稿，與陳志龍

教授之刑事責任部分共同構成「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之「法律責任」專篇，作為本

報告之附錄。 

三、行政處報告 

︵一︶ 關於補償金發放情形：截至第九十八次董監事會議審核通過並完成公告之補償金申請案共二

千一百四十三件，實際應核發金額為七十億七千八百七十四萬九千四十八元，應受領人數為

八千八百七十五人；至十一月廿三日止，已受領人數為八千七百五十人，未受領人數為一百

二十五人，已發放金額合計七十億二千四萬五十八元，未領金額計五千八百七十萬八千二百

五十八元。 

︵二︶ 十一月六日本會辦理桃竹苗地區家屬聯誼活動，當日餐費四萬六千七百八十元，全額由晉椿

工業公司捐贈，本會致捐款收據以表達感謝之意。 

四、企劃處報告 

︵一︶高中歷史課程暫行綱要：十一月初媒體披露杜正勝部長宣稱「即將於九十五年度開始實施的高

一歷史新課程台灣近代史躍升為主軸，二二八陳述更詳盡」之訊息後，基金會即與教育部保持

密切聯繫，在獲知「高中歷史課程暫行綱要草案公聽會」將於十一月十三、十四日兩天分別在

台南、台中、台北等地分三區舉辦的消息後，即透過各種管道動員全台相關民間團體，分別力

邀關心台灣歷史教育的專家學者與教師們出席與會。而本會薛董事化元、黃董事秀政、鍾董事

逸人、歐陽董事文、李執行長旺台、周會長振才、楊副執行長振隆、王前董事克紹、林前董事

黎彩等亦分批代表本會參與各區公聽會。 

︵二︶家屬分區聯誼活動：北市宜蘭地區的「蘭陽親水懷古之旅」、桃竹苗地區的「彰化思古采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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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及花東地區的「花東縱谷采風之旅」三場家屬聯誼活動，已分別於十、十一月舉辦，感謝

王董事芬芳、李董事榮昌、歐陽董事文等親自參與和支持鼓勵，順利完成。 

︵三︶依上次會議董事之提議，將本會目前施行中的「獎（助）學金」申請辦法修正為「清寒獎助學

金」乙案，本處蒐集參考多方相關資料，並考量本會家屬特質，重新研擬「二二八清寒獎助學

金申請辦法（草案）」，已列入討論事項第三案。 

︵四︶九十四年度「二二八紀念活動推廣補助專案」：截至今年度申請期限，本會共收到十三件申請

案。經初步的參審資格確認後，於十一月二十五日送交「評審委員會」進行初審；已將初審結

果提請本次董事會複審。 

︵五︶「二二八會訊」：創刊號預定於九十四年二月發行，在李執行長的督導下，楊副執行長暨各處

就二二八新聞、會務活動、文宣教育、生活資訊等各大單元版面分工合作，分別就所負責的版

面邀稿、撰稿、並彙整。目前已進行至截稿階段，待稿件彙整上簽的行政程序完成後，即進入

美編印刷等最後作業程序。 

︵六︶台東縣二二八事件關懷協會：在總幹事王諒成先生不辭辛勞的逐戶拜訪邀約及奔波下，終於十

月卅日舉行成立大會，當天曾處長代表本會前往祝賀；大會圓滿順利，台東縣長夫人及當地許

多民意代表、民間團體意見領袖均出席共襄盛舉。 

※張董事炎憲發言： 

  有關上次會議決議成立之﹁二二八基金會永續經營推動小組﹂，基金會未來定位，因涉及到補償條

例修法問題，擬延至選後，新國會成立後再行推動可能比較適宜。 

※李董事榮昌發言： 

  １本次參訪全國二二八紀念碑之旅，發現基隆市二二八紀念碑︵座落於：役政公園︶右旁放置有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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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車、戰鬥機和大砲，除了突兀之外，與整體的景觀及紀念意義格格不入，是不是可以建請相

關主管單位將那些武器移走。 

 ２有關建請政府比照榮民、榮眷給予二二八受難者及其遺孀醫療補助案，目前進度為何？ 

※江兼秘書國仁發言： 

  有關李董事所提，研擬對二二八受難者及其遺孀醫之療補助案，內政部業已召集衛生署及中央健保

局等相關部門概估所需經費，相關建議書目前已陳報行政院核定中。 

※楊副執行長發言： 

  有關基隆市二二八紀念碑周邊配置不適宜問題，過去家屬亦曾反映，前任李市長有意遷移，惟任期

屆滿卸任，按現任市長因政治立場可能無法如願。 

▼決定：１有關高中歷史課程暫行綱要草案，最近迭有新變化，本會應再度函請部長堅持台灣主體

優先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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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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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立案件二件。 

︵三︶變更原決定二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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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成立及不成立案件合計廿三件，提請董監事會議審查。 

▼決議：１總計審查通過申請案十三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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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五七四 趙中秋 健康名譽受損、其它 三 

○二五九○ 林炳煥 遭受羈押、健康名譽受損 十 

○二六一四 楊福居 傷殘、遭受羈押、財物損失 四 

○二六一五 謝炳琛 傷殘、遭受羈押、財物損失、健康名譽受損 六 

○二六一八 余老福 傷殘、遭受羈押、財物損失、健康名譽受損 六 

○二六二七 朱再發 遭受羈押、健康名譽受損 七 

○二六二九 黃茂遜 傷殘、遭受羈押、財物損失、健康名譽受損 六 

○二六三○ 尤木火 健康名譽受損 四 

○二六三九 白新添 傷殘、遭受羈押、健康名譽受損 十 

○二六五七 施宗岳 傷殘、遭受羈押、健康名譽受損 十五 

○二六六○ 阮安心 傷殘、遭受羈押、健康名譽受損 十六 

○二六六四 方石柱 傷殘、遭受羈押、健康名譽受損 二十 

○二六六五 劉興枋 傷殘、遭受羈押、健康名譽受損、其它 十四 

    ２編號○二六三三案不符法定要件、○二六五八案證據不足，兩案不予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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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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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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編號 受難者姓名 

○○五三七 李玉泉 ○一六一一 劉營義 ○一五○一 陳旺全 ○二一四七 蔡文珠 

○一八八七 郭桂芳 ○二○三三 李建龍 ○一九八一 李火炎 ○○五二九 賴金盛 

○○三五四 李碧鏘 ○○三○一 沈乃霖 ○一○三九 沈義人 ○○二一二 陳榮田 

○○三○二 蔡城池 ○○二三一 趙罔度 ○○二二六 柯清  ○一二八二 李龍星 

○二二六八 梁耀鐘 ○二二二三 李森霖 ○○二三○ 尤  戌 ○○二四二 盧朝元 

○○二四六 黃秋永 ○一五七○ 郭  伴 ○○六一一 鄭祈清 ○一三五○ 江好  

○○三五三 陳甜桃 ○○一四○ 施珠文 ○二一二二 蕭新慶 ○一三○四 郭國純 

○一四三六 康阿振 ○一四三七 康阿裕     

 

三、「二二八清寒獎助學金申請辦法」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會第九十九次董監事會之建議研擬前揭草案。 

︵二︶立法緣由： 

１在目前政府財政拮踞、負擔龐大，公務相關部門單位力求歲出精簡的大環境之下，本會

年度經費預算的分配比率及運用當務求合理且有意義，而應以發揮最大的實質效益為優

先考量。 

２根據歷年來與多數家屬的接觸瞭解，本會獎助學金申請辦法受惠學子之家庭經濟能力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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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上水準者佔多數，受益者往往較難深刻體認該項撫助措施救急救難之實質意義。 

３二二八受難者後代子孫中仍有不少生活清寒的弱勢族群，其子女往往受限於家庭經濟狀

況難有專心就學的環境條件，故依據本會獎助學金申請辦法在與前述有能力培育後代的

家庭子女相互競爭下，較易喪失被關切與照顧的機會。 

４為使本會有限的資源能確實照顧到二二八受難者後代子孫中真正的經濟弱勢族群，建議

將獎助學金的獎勵對象設定為家境清寒者，以發揮「雪中送炭」的功能。 

︵三︶立法目的： 

１鼓勵並實質協助生活清寒困苦的二二八受難者後代子孫接受高等教育，努力向學培養改

善家庭生活之能力。 

２讓本會有限的資源能分配給真正需要社會奧援的二二八受難者後代子孫，以符合社會公

平正義原則。 

︵四︶如本案通過，建議廢除原相關條例「二二八紀念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五︶檢附「二二八清寒獎助學金申請辦法（草案）」，請討論。 

▼決議：１廢止「二二八紀念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２草案第二條第一款，﹁：：：就讀經教育部核定有案或認可之國內高中職以上正規學校：：：﹂

修正為﹁：：：就讀經教育部核定﹃或備查有案﹄之國內高中職以上正規學校：：：﹂，

餘照案通過︵附件一︶。 

 

伍、臨時動議： 
一、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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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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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 依據︽二二八事件紀念活動推廣補助要點︾辦理。 

︵二︶ 本會已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假本會會議室召開九十四年上半年度﹁紀念活動推廣補助申

請案﹂初審會議。當天出席之評審委員分別為鍾逸人董事︵董事代表︶、王芬芳董事

︵董事代表︶、陳翠蓮教授︵學者專家代表︶、薛化元教授︵學者專家代表︶、戴寶

村教授（學者專家代表）及李旺台執行長等六位；會中推舉鍾逸人董事擔任主席，在

充分討論下順利完成評審工作。 

︵三︶ 申請案計有十三件，初審結果詳列如後： 

編號 活動名稱 申請單位 活動地點 總金額 申請金額 補助上限 決議 

94101 
雲林古坑建碑說明會

暨追思會 

台灣二二八和平

促進會 
雲林縣(未訂) 700,000 250,000 210,000 

１建議補助５萬元。 

２補助經費不得支付住宿及餐飲

等 

費用。 

94102 

二二八事件紀念日受

難者家屬／葉朝清攝

影展 

宜蘭縣二二八受

難家屬關懷協會 
宜蘭市佛光別院 1,500,000 500,000 450,000 

建議不予補助。 
 

94103 
第九屆二二八國際紀

念創作展 

海洋台灣文化基

金會 
高雄市立美術館 7,060,900 500,000 500,000 

１建議補助
５

２萬元。 

２補助經費不得支付住宿及餐飲

等費用。 

94104 
第九屆二二八國際紀

念創作展 宜蘭巡迴展 

陳澄波文化基金

會 
宜蘭縣史館 872,850 300,000 261,855 

１建議補助
５

１萬元。 

２補助經費不得支付住宿及餐飲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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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活動名稱 申請單位 活動地點 總金額 申請金額 補助上限 決議 

費用。 

94105 
二二八民變五十八週

年追思紀念綜合活動 

台南縣二二八公

義和平救世會 

台南縣二二八紀念

碑廣場等 
920,000 300,000 276,000 

１建議補助
２

１萬元。 

２補助經費僅限於舉辦申請內容

第四項—配合教育局分赴各鄉

鎮中小學辦理「二二八講座」及

第五項—反對兩蔣二次國葬方

式處理。 

３補助經費不得支付住宿及餐飲 

等費用。 
 

94106 
二ＯＯ五年二二八事

件系列紀念活動 

嘉義市二二八紀

念文教基金會 

嘉義市中正公園暨

演講廳等 
763,000 250,000 228,900 

１建議補助
５

１萬元。 

２補助經費不得支付住宿及餐飲

等 

費用。 
 

94107 
二二八事件紀念音樂

會 
故鄉室內樂團 

台北縣蘆洲市林建

生紀念圖書館 
260,000 220,000 78,000 

建議不予補助 
 

94108 二二八藝文祭 城鄉文化協會 全國各地 1500,000 500,000 450,000 

１建議補助
２

１萬元。 

２補助經費不得支付住宿及餐飲

等費用。 

94109 
二二八事件和平紀念

追思音樂會 

花蓮縣二二八關

懷協會 
花蓮縣 350,000 100,000 105,000 

１建議補助７萬元。 

２補助經費不得支付住宿及餐飲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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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活動名稱 申請單位 活動地點 總金額 申請金額 補助上限 決議 

  費用。 
 

94110 
二二八事件五十八週

年系列紀念活動 

嘉義市二二八事

件研究協會 

嘉義市二二八紀念

館 
545,000 180,000 163,500 

１建議補助
０

１萬元。 

２補助經費不得支付住宿及餐飲

等 

費用。 
 

94111 
二二八事件真相座談

會 

台中市二二八關

懷協會 
嘉義高屏台東等地 256,000 100,000 76,800 

１建議補助５萬元。 

２補助經費僅限於座談會之業務

支出，不得支付住宿及餐飲等事

務費用。 

３期末需提交座談會之書面報告。 

94112 
桃園縣二二八事件紀

念及文宣活動 

桃園縣紀念二二

八關懷協會 

桃園市、中壢市、楊

梅鎮、台北縣市等地 
602,500 200,000 180,750 

１建議補助８萬元。 

２補助經費不得支付住宿及餐飲等

費用。 
 

94113 
「音樂演奏會 二二八

追思」紀念會 

台東縣二二八事

件關懷協會 
台東縣 

 

 

132,000 92,000 39,600 

１建議補助３萬９千６百元。 

２補助經費不得支付住宿及餐飲

等費用。 
 

合計 一一七萬九千六百元 

▼決議：１台中縣二二八關懷協會與基隆市二二八關懷協會因逾期申請，依規定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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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台灣二二八和平促進會因去年度所申請之補助案，遲未辦理，故94101案補助新台幣五萬

元，暫予保留，責由業管單位瞭解其明年度執行可能性後再議；其餘按照初審決議照案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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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清寒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三日第一○ ○ 次董監事會議修正 

第一條  為鼓勵二二八事件受難者之後代子孫家境清寒者努力向學，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獎助對象須兼具以下條件：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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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卑親屬三親等以內，就讀經教育部核定或備查有案之國內高中職以上正規學校，具有正式

學籍且在學中之學生。 

二、 經縣、市政府核定有案之低收入戶，或其他經評審委員調查確認家庭生活困難之特殊情形者。 

第三條  申請資格 

一、 研究所組：現就讀國內大專院校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之研究生（在職專班或留職留薪者除

外），其前一學年上、下學期學業總成績（一年級新生以前一學程之畢業成績總平均計之）

均為八十分以上；操行（德育）成績均為八十分以上，或經學校證明品行優良。 

二、 大專組：現就讀國內大專院校(含二專及五專四、五年級)之學生（已享師資培育校院、軍警

校院及特殊教育學校之全額學雜費補助者除外），其前一學年上、下學期學業總成績（一年

級新生以高三之畢業成績總平均計之）均為七十五分以上； 操行（德育）成績均為八十分

（或甲等）以上，或經學校證明品行優良。 

三、 高中組：現就讀國內高中、高職(含五專一、二、三年級) 之學生（已享軍警或特殊教育學

校之全額學雜費補助者除外），其前一學年上、下學期學業總成績（一年級新生以國三之畢

業成績總平均計之）均為七十分以上；操行（德育）成績均為八十分（或甲等）以上，或經

學校證明品行優良。  

前項各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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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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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依正常學制之規定)者，不得申請。 

第四條  獎助金額與名額 

一、 研究所組：每名每學年新台幣四萬元整，共二十五名。 

二、 大專組：每名每學年新台幣三萬元整，共五十名。 

三、 高中組：每名每學年新台幣一萬五千元整，共一百名。 

前項各組獎助金額與名額得由董事會視需要調整之。 

第五條  申請期限 

每學年發放一次。自每年十月一日起至十一月十日止為申請期間，逾期不予受理。 

每年十二月上旬於本會網站（http://www.228.org.tw）公布獎助名單，十二月底前發放獎助學 

金。 

第六條  申請手續及應繳文件  

一、填具申請書乙份。（申請書表格請自行至本會網站下載） 

二、足資證明係二二八事件受難者三親等以內之直系血親卑親屬之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三、符合第二條第二項之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之家境清寒證明正本。 

四、上學年成績（各組新生則為前一學程之畢業成績）證明文件正本乙份。 

五、現就讀學校在學證明書正本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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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  獎助學金之審查程序如下：  

一、初審：設評審小組，邀請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等五人至七人擔任評審委員，負責初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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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複審：初審結果提報本會董監事會進行複審，確定錄取名單及金額。 

第八條  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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