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起人名單：總計 312（至 6/25/2009 中午止） 

 

學者/研究人員：244 人    

瞿海源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蘇俊雄 台灣大學法律學系，前大法官 

鄭天佐 中央研究院院士 張錦華 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 

葉啟政 世新大學社會心理系 盧孳艷 陽明大學護理系 

顏厥安 台灣大學法律學系 游正博 中央研究院細生所 

錢永祥 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吳乃德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楊信男 台灣大學物理系 馮建三 政治大學新聞系 

林萬億 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黃啟瑞 中央研究院數學研究所 

畢恆達 台灣大學城鄉所 褚德三 交通大學 

張茂桂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高文芳 交通大學物理所 

黃秀端 東吳大學政治系 林敏聰 台灣大學物理系 

成令方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蕭新煌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林鈺雄 台灣大學法律學系 廖福特 中央研究院法律所 

楊肅獻 台灣大學歷史系 徐世榮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陳鄰安 交通大學統計學研究所 劉靜怡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吳宗信 交通大學機械系   方念萱 政治大學新聞系 

祝平次 台灣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張晉芬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顧忠華 政治大學社會系 李丁讚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高涌泉 台灣大學物理系 陳萬益 清華大學台文所 

黃榮堅 台灣大學法律學系 王泰升 台灣大學法律學系 

謝銘洋 台灣大學法律學系 黃昭元 台灣大學法律學系 

陳忠五 臺灣大學法律系 廖儒修 國立中正大學化學暨生物化學系 

蔡維音 成功大學法律系 王懷權 清華大學 



王德睦 中正大學社會福利學系 黃麗玲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王世叡 中山醫學大學 李佳玟 成功大學法律系 

彭明輝 國立清華大學 紀文鎮 台灣師範大學數學系 

祝平一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 郭力昕 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周碧娥 清華大學社會所 周鉅原 紐約市大學經濟系教授 

劉俊秀 交通大學土木系 陳端容 台灣大學醫療機構管理研究所 

楊谷洋 交通大學電機與控制系 陳瑞麟 中正大學哲學系 

呂紹理 政治大學歷史系 黃厚銘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黃淑玲 國防醫學院通識教育中心 高正忠 交通大學永續環境系統分析 

曾嬿芬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管中祥 中正大學傳播系 

林佳和 政治大學法律系 程華淮 台灣海洋大學資工系 

沈秀華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金仕起 政治大學歷史學系 

許甘霖 成功大學公衛所 王宏仁 中山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吳豪人 輔仁大學法律系 彭渰雯 世新大學行政管理系 

翁裕峰 成功大學 李永熾 台灣大學退休教授 

羅世宏 中正大學傳播學系 林文玲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陳志柔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所 林秀幸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王文基 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林佳範 台灣師大公領系 

張文貞 台灣大學法律學系 杜文苓 世新大學行管系 

黃長玲 台灣大學政治系 陳瑤華 東吳大學哲學系 

許維德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湯志傑 中央研究院社會所 

黃國昌 中央研究院法律所 傅立葉 政治大學社工所 

龔維正 華梵大學哲學系 陶儀芬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藍佩嘉 台灣大學社會系 陳順孝 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 

陳政亮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陳明祺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徐偉群 中原大學財經法律學系 陳奕麟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侯志仁 美國華盛頓大學 洪貞玲 台灣大學新聞所 

簡妙如 中正大學傳播系暨電訊傳播研究所 范燕秋 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林俊吉 台灣師範大學數學系 鄭雅文 台灣大學衛政所 

黃智慧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林盈達 交通大學資工系 

盧鴻興 交通大學統計學研究所 唐文慧 中山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吳叡人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陳培豐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王思為 南華大學非營利事業管理學系 劉正忠 清華大學中文系 

廖培珊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高英哲 台灣大學物理系 

林崇偉 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 陳俊宏 東吳大學政治系 

李衣雲 政治大學台史所 蔡長盛 新竹教育大學(兼任) 

林鶴玲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李貞慧 清華大學中文系 

蘇育德 交通大學電信工程學系 蔡佳泓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陳竹上 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王秀雲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盧建榮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 吳介民 清華大學社會所 

洪慧念 交通大學統計學研究所 李明璁 台灣大學社會系 

游勝冠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 蔡淩蕙 台北藝術大學傳統音樂學系 

李勤岸 台灣師範大學台文所 薛化元 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呂欣怡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施信民 台灣大學化工系 

劉進興 台灣科技大學 陳妙芬 台灣大學法律學系 

曹安徽 台北藝術大學 郭志文 國立中山大學 

苗延威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林秀雲 亞洲大學 

黃紹恆 交通大學人社系 柯朝欽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系 

廖元豪 政治大學法律系 李重志 高雄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鄭湧涇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 王雅萍 政治大學民族系 



林開忠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薛惠月 明志科技大學視傳系 

許春鎮 海洋大學海法所 劉進枰 弘光科技大學體育中心 

吳嘉苓 台灣大學社會系 董建宏 中興大學 

潘戍衍 清華大學數學系 方山 政治大學國關中心 

劉紹華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 余舜德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 

邱文聰 中央研究院法律學研究所籌備處 羅慧雯 世新大學傳播管理學系 

曾建元 中華大學行政管理學系 周以正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醫技系 

何明字 成功大學工程科學系 洪慶宜 長榮大學 

陳宜倩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 李漢偉 長榮大學 

陳怡凱 成功大學法律系   

侯英泠 成功大學法律系 范盛保 崑山科技大學 

陳瑞樺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陳韻如 台北大學社會系 

李錦旭 屏東教育大學社發系 簡松興 清華大學中文系（兼任） 

陳國璋 清華大學數學系 簡文通 屏東科技大學機械系 

李婧慧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范雲 台灣大學社會系 

蔡友月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陳志賢 義守大學應數系 

陳祈男 長榮大學 陳建忠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洪文玲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造船工程系 廖宜恩 中興大學資工系 

許宏彬 成功大學醫學院 STM 中心 顧坤惠 清華大學人類所 

簡文通 屏東科技大學 王毓正 成功大學法律系 

高明達 中央研究院 劉恆妏 台灣師範大學公領系 

莊委桐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呂明章 交通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孫瑞穗 台灣藝術大學文創學程 楊肇基 中山醫學大學牙醫系 

吳建銘 東華大學 陳吉仲 中興大學應用經濟系 

李亮三 中央大學化工與材料系 謝昭輝 義守大學土木與生態系 



邱英明 國家衛生研究院 賴宏亮 台北市立教育大學 

魏建銘 弘光科技大學 吳齊殷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林育誼 中山醫學大學 謝若蘭 東華大學 

林信標 台北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張嘉尹 世新大學法律學系 

何明修 中山大學社會所 周聰俊 台灣科技大學人文學科 

郭佩宜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徐斯儉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 

曾煥棋 靜宜大學日文系 楊婉瑩 政治大學政治系 

蔡錫濤 台灣師大國際人資所 江啟勳 清華大學醫環系 

周德璋 朝陽科技大學應化系 郭金泉 台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系 

古明君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許瀞文 清華大學人類學研究所 

莊克士 清華大學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吳焜裕 台灣大學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 

陳耀祥 台北大學 蔣為文 成功大學台文系 

周晉澄 國立台灣大學獸醫學系 陳昭如 台灣大學法律學系 

林盛彬 淡江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 陳延輝 台灣師範大學政研所 

何建明 中央研究院資訊所 陳永昌 英國 Times 世界大學排名中心 

蔡長盛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藝設系 阮美慧 東海大學中文系 

林鐵雄 義守大學土木與生態工程系 施志汶 台灣師大歷史系 

楊聰賢 國立台北藝術大學音樂系 林碧堯 東海大學 

陳君愷 輔仁大學歷史學系 蔡維明 慈濟大學醫學系 

古鴻炎 台灣科技大學資工系 蔡瑞霖 義守大學 

沈乃慧 東華大學英語系 佘志民 國立高雄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翁銘章 國立高雄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陳惠鋗 弘光科技大學 

劉華真 台灣大學社會系 陳榮銳 台灣大學分細所兼任教授 

莊淑姿 國立高雄大學 Hsin-Chu Chen Clark Atlanta University, U.S.A. 

Ken S. Huang University of Memphis, Tenn, USA Moozen Sye Carman-Ainsworth Community Schools 



    

    

NGO、社團: 12    

綠黨  南方野盟  

台灣促進和平基金會  小米穗原住民文化基金會  

鄭國威 財團法人蒙藏基金會 周東漢 荒野保護協會 

張譽馨 台灣青年公民論壇協會 陳敬學 GLCA 同志伴侶協會 

吳孟容 高雄市彩色頁女性願景協會 鍾淑姬 新竹市公害防治協會 

何嘉文 千里步道籌畫中心 宋竑廣 勉仁協會 

    

專業人士: 15    

尤美女 尤美女律師事務所 賴中強 律師 

Jack Chen Furbird Pty Ltd 湯俊彥 永豊餘研究中心 

范國棟 寶建醫院麻醉科 許雅芬 專業編輯 

程宗明 公共電視 黃能揚 公共電視 

吳健義 宜蘭生命線 林頂理 Rigel Pharmaceutical 

林志成 林志成建築師事務所 金恆煒 自由時報 

楊雲彥 邑維科技 邱乾順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William Young private clinic   

    

教師、學生、其他: 39    

呂秀菊 退休教師 蔡欣怡 政治大學新聞所 

張世倫 倫敦大學 Goldsmiths 學院文化研究中心 王維菁 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廣播電視電影系 

高世揚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地理學系 林意淳 清華大學社會所 

鄭芳芳 Cornell University 孫志硯 Brandeis University 



Lee i-ching 台灣大學 簡妤儒 Dep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徐銘謙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蘇彥圖 哈佛大學法學院 

蔡中岳 台北大學社工系 高子壹 清華大學社會所 

陳柏伶 清華大學中文系 邱沅明 交通大學機械所 

林旻信 高雄大學 洪素杏 國立中山大學亞太與中國所 

顏利真 新民高中 魯台營 高雄師大附中 

黃大展 新竹高中 許雪玲 國立新竹高中 

張俊彥 東吳大學 呂昆明 交通大學 

林鈺維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社會科學院 林炳炎 退休 

吳易澄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王啟仲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魏愛娟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嚴壁卿 退休 

李素蓮 自由業 王振圍 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所 

陳俊斌 成功大學 蔡雅菁 兼職翻譯 

張家榮 台南高商進修學校 林靖堂 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 

鄭維中 荷蘭萊頓大學 施雅音 保母 

Yea Yuan Sye retired   

 


